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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届基于 PRINCE2PRINCE2PRINCE2PRINCE2（2009200920092009版）开展的培训与认证即将开班

PRINCE是 PRoject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的简称。 PRINCE2描述了如何以一种逻辑性的、

有组织的方法，按照明确的步骤对项目进行管理。PRINCE2是由英国政府商务部 OGC推行的项目流程管理最佳实践，

实践证明能够有效提高项目执行的效率和效益，20多年来 PRINCE2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球众多政府组织、大中小型企

业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有超过 340,000人取得了 PRINCE2认证，而中国大陆只有不到 300 名。

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是授权的 PRINCE2专业培训与认证机构。不仅拥有国内最大的 PRINCE2（2009）授权的

培训专家队伍，并且近年来在 PRINCE2方法的推广和应用研究方面做了一些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基业长青专家主译了

PRINCE2（2009版）中文版；独家承办了 PRINCE2（2009版）中国发布活动（北京），今年已举办过国内两期规模最大

的 PRINCE2从业资格高级培训班等等。

今年 12月份即将举办的 PRINCE2培训和认证班将和全球同步采用 PRINCE2（2009版）最新版教材。这也是国内第

一期基于 PRINCE2（2009版）开展的培训与认证。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 掌握项目管理成功因素；深刻理解并掌握项目流程方法 PRINCE2的重要概念、流程、要素和技术及其对组织的

收益 ；

� 结合项目环境特点，进行 PRINCE2方法和原理的应用；

� 顺利通过基础资格（Foundation）认证和 从业资格（Practitioner）认证取得 PRINCE2证书。

课程对象课程对象课程对象课程对象

� 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中负责项目管理的中高层领导；

� 企业中负责大型复杂项目的资深项目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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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过项目管理国际专业资质证书的项目管理专业人员（IPMP、PMP、CPMP）；
� 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中项目管理专业的研究人员；

� 从事项目管理咨询工作或对项目管理咨询有着浓厚兴趣的相关人员。

授课方式与组织特色授课方式与组织特色授课方式与组织特色授课方式与组织特色

� 提倡预学习，开课前一周将详细学习资料和学习计划发给学员；

� 学习顾问制，每位学员将接受一对一的学习辅导；

� 课程采取双讲师联袂、多位辅导教师同时在现场，小班授课的方式；

� 强化过程中的模拟考试和小组作业辅导，保证高通过率（本次不通过，可免费参加下次课程学习）；

� 课程结束后的持续服务和支持，符合可协助成为 PRINCE2专业培训师。

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增值服务

倡导课程结束后的持续服务和支持，给学员提供更多增值服务，部分如下：

� 免费定期参加 PRINCE2研讨班，跟进 PRINCE2的最新进展；

� 免费参加各种项目管理沙龙和讲座活动；

� 定期接受长青藤电子刊物，跟进项目管理应用的最新进展；

� 受邀联谊活动、研究沙龙等其它基业长青举办的各类活动；

� 证书取得后，将免费获得英国 APMG主办的全球 PRINCE2应用论坛帐号，分享丰富的在线资料。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一）基础资格(Foundation)培训与认证：8900元/人，含教材讲义、培训费与认证费、证书费、午餐费；

（二）从业资格（Practitioner）培训与认证：13900元/人，含基础资格(Foundation)培训与认证，含教材讲义、培训

费与认证费、证书费、午餐费。

注：基础资格认证费 200英镑，从业资格认证费（含基础资格）570英镑。

十一、考试形式：

（一）基础资格(Foundation)

基业长青剖析 2009200920092009年度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 60606060强

——第六届 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 强”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09年 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 60强”颁奖典礼于 11月 5日在重庆市隆重举行， 200多名

中外建筑行业与会嘉宾和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新一届“双 60强”的诞生。大会发布了由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专家执

笔的《2009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 60强”分析报告》，基业长青总经理刘日明接受了《建筑时报》

的采访。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12月11—13日、12月18—20日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010—68936098 010—68930236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高老师、邓老师 邮邮邮邮 箱：箱：箱：箱：gaofei@wow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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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届 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

“双 60 强”颁奖典礼上，年度分析报告均为行业人士翘

首企盼。受双 60强评选办公室委托，继 2008年之后，基

业长青专家再度撰写了“双 60强”分析报告，报告全文

发表在 2009年 11月 5日《建筑时报》上。

《2009 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

双 60强”分析报告》共分为三大部分，即总体分析、中

国承包商 60强分析评述、中国工程设计企业 60强分析评

述。报告将“双 60 强”在过去一年的发展概括为五点：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工程设计企业成绩突出；全球金融危

机影响，行业利润负增长；国际业务高速增长，“走出去”

任重道远；行业集中度明显，央企独领风骚；主营业务模

式升级，多元化格局显现。

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承包商 60强和中国工程设计企业 60强上年度发展状况，盘点了经营管理状况，分析了在全球

金融危机挑战下双 60强呈现的特点和趋势。报告数据翔实，视野宏阔，富于前瞻性和启迪性。

在接受采访中，刘日明总经理阐述了中国建筑行业六年来经历的变化，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 2008 年 ，“双 60
强”业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完整的咨询、勘察、施工、采购、管理、运营管理能力已具雏形。

会上，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副总裁、集团出版人詹姆斯·麦格劳四世赞扬了中国建筑企业 2008年在国内自然灾

害和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下取得的辉煌成绩。获奖企业代表亦纷纷发表获奖感言、为一大批获得瞩目成绩的中国建筑企业

加油鼓劲。

由美国工程新闻记录 ENR和中国的《建筑时报》两家权威媒体主办的“双 60强”评选被称为中国工程界的“财富

榜”。 “双 60强”每年出炉一份榜单，被誉为中国建筑行业

发展的风向标。

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系统知名管

理学科专家、学者发起，以项目管理教育培训与管理咨询为

主业的专业公司。由于长期开展跟踪研究和服务，基业长青

在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在为特大型企业

集团组织国际项目管理高级研修班方面成绩骄人，双 60强中

很多企业是他们的合作伙伴。第一手的资料，第三方的立场，

强大的中外专家评审团队，加之连年观察的珍贵视角，这些

都使得年度双 60强报告精彩纷呈，颇具看点。

欲下载欲下载欲下载欲下载《《《《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ENR/ENR/ENR/ENR/建筑时报建筑时报建筑时报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606060强强强强””””分析报告分析报告分析报告分析报告》》》》，请登录，请登录，请登录，请登录 www.wowProject.orgwww.wowProject.orgwww.wowProject.orgwww.wowProject.org

基业长青应邀携 P2P2P2P2参加全国项目管理师资研讨会

11月 21-22日，国务院学位办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

会项目管理领域师资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办，来自全国104
所高校从事项目管理工程硕士教学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

议。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守清教授、山东大学的丁荣贵教授

等知名专家介绍了项目管理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分享了面向成人开展项目管理教学的宝贵经验。

基业长青刘日明总经理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并为会议

代表做了题为《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PRINCE2》的

专题报告。刘总介绍了 PRINCE2最新版本（2009版）的

结构，包括环境、原则、主题、流程等，并结合我国项目

管理实践，重点阐释了 PRINCE2方法的应用亮点，对其不

足也做了客观的评价。本次 P2专题报告得到了与会教师的

高度评价和认可，认为 P2方法对于完善项目管理领域方法

体系、指导项目管理实践具有重要价值，PRINCE2认证也

http://www.wow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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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继 PMP、IPMP之后职业资质认证的新宠。来自中

科院研究生院工程教育学院的于华院长表示，经过前期对

P2方法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学院决定将 PRINCE2方
法作为工程硕士的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富特色的教学

内容。

基业长青在开展 P2认证的同时，注重对 P2方法的应

用研究。组织经认证的培训讲师对新版 PRINCE2进行精雕

细凿的汉化翻译，支持 P2方法在大型信息系统和投资项目

中进行应用，在对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等 NGO
组织培训中使用 P2体系，尝试开发基于 P2模型的计算机

辅助项目控制系统。这些努力，将为 P2方法在中国的推广

建立坚实的基础，也将真正能够挖掘 P2方法的价值，为中

国企业带来实用而领先的国际主流项目管理方法。

PRINCE2 是 PRojects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s（受

控环境下的项目）的简称。它是一种以过程管理为基础的 ，

目前国际影响最大的项目管理方法论，这一卓越的方法论

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事实上的项目管理标准。北京基业长

青管理咨询公司是获得全球授权、国内领先的 PRINCE2
培训与认证机构。

掌握项目管理方法论，品味财富 500500500500强企业

——基业长青第六期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研讨会召开

由基业长青主办、以“掌握项目管理方法论，品味财富 500强企业”为主题的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研讨会于 11月 27
日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召开。来自 IT、工程等各领域的专家和项目管理爱好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雄震科技原项目总监、国际认证的 PRINCE2讲师张智清先生基于学习、应用 PRINCE2的切身体验介绍了

PRINCE2在中国企业应用与探索的实践；作为参与 PRINCE2：2009版翻译的工作人员之一，张老师与现场参会者分享新

版 PRINCE2的核心理念与方法。尔后，联想战略业务变革总监杨先生介绍了联想流程管理的最佳实践，并借此概括论述

了知名项目导向型企业项目管理方法应用情况。最后，基业长青项目总监王文周博士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教练计划。

方法论的价值是来源于实践并真正能够指导实践，在项目管理领域，很多失误和问题归根到底是缺乏一套科学正确

的方法论作指导。而 PRINCE2正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以过程管理为基础，体系富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广泛应用

于各种类型的项目管理，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事实上的项目管理标准。10多年来 PRINCE2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球众

多政府组织、大中小型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据基业长青王文周老师介绍，目前，很多项目导向型的企业都需要通过学习有效的管理项目知识，积累项目经验，

于行业中应用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最佳实践。基业长青“项目管理教练”服务计划旨在培养一批去发掘、整理、提

炼、传承项目管理的最佳实践的教练们，为申请者系统地提供成为项目管理教练的学习与实践支持。

为了让更多的项目管理实践者学习掌握项目管理方法论以及品味在全球知名企业的应用，基业长青特别组织了系列

沙龙活动，本期为第六期。

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系统知名管理学科专家、学者发起，专门从事管理教育、培训、认证以

及管理咨询服务的专业化知识型企业。公司研究力量雄厚，师资阵容强大，目前有专兼职资深讲师 30余位，咨询顾问 50

与会人员专心听讲 张老师认真授课 研讨会现场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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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他们全部都是行业精英或学界栋梁。到目前，在基业长青接受过项目管理培训的人员已超过 3万人次。公司长年

举办项目管理各类公益活动，创办基业长青项目管理俱乐部，长青藤项目管理电子专刊已经发布百期。

图片纪实：北京集训记趣

十一月份的北京，迎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正值寒冷的季节，基业长青为某公司举行的项目管理研修班开学了。

现在，就请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学习中的精彩画面。

开学第一天，所有同学正装出席开学典礼，当

《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的那刻，所有人不约而同地

唱了起来，场面庄严而肃穆。

一身运动装扮，陌生的氛围烟消云散。

下午多是同学们疲惫、困意浓浓的时刻。老师

可是有不少灵招妙法，能一扫他们的困意，让他们

变得精神十足。一块木板和几个钉子足矣！

案例课中精彩表现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关注。精

彩案例报告暂且不提，光是小组成员们认真而充分

的准备过程、全心投入的劲儿头就让人不禁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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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的项目管理研修班已经落下帷幕，由于版面有限，很多精彩画面未能一一呈现。但是，我们相信，那些精

彩的画面和难忘的故事留在了每一位参与此次研修班人们的心中。

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有了公司的培养和重视、领导的关心与祝福、学员的付出和努力，定会让人倍感温暖与欣慰。

中交集团某局项目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教室里，他们是认真听讲的学生；篮球场上，

他们是运动健儿。

课间休息，老师与学员交流。

近日，中交集团下属某局项目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圆

满结业。本次研修班注重提高学员的项目管理应用能力和

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为企业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精通项目

管理各环节的复合型项目管理人才。

培训注重实战性、针对性、权威性，课程内容由浅入

深。任课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了案例研讨和模拟演练，

效果显著。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培训对项目管理有了

更广泛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在丰富了理论水平的同时也提

高了实际操作能力。该局领导对本次培训班给予了高度评

价，同时对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和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该局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拥

有的设备和施工技术在国内同行业名列第一，世界前列。

先后荣获了中国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全国用户满意

施工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詹天佑土木工程大

奖”等多项荣誉，连年被金融机构评定为信用等级 AAA
级企业。

干一行爱一行，以苦为乐谋大业

——访某水泥集团公司资深项目经理张小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要做就做大事要做就做大事要做就做大事要做就做大事””””

人总要做点事。但“要做就做大事，就做别人难完成

的事”，这是张总的座右铭。见微知著，我们体会到的是项

目经理那份知难而上、壮志凌云的豪气，志在必得的信念

与义无反顾、全心投入的大无畏精神！

“把工作当成乐趣，每一个项目积极全心的投入”，作

为资深项目经理，张总运作的每一个项目投资都上亿元甚

至十几亿，项目本身的复杂程度及肩负的责任可想而知。

尤其是国外项目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语言不通的沟

通障碍、异国他乡的文化差异、千里之外的思乡之情，无

一不增加了项目运作的风险与难度。然而张总却始终认为，

“再苦再难终究是需要人去做的。别人做的未必比自己好，

那还不如自己去做。”

张总从 95年就开始运作国外项目， 运作的项目已难

以计数。当问到哪个项目最成功时，张总说“每个都很成

功”。淡淡的一句话，展现了历经沧桑的自信与发自内心的自豪！能说这句话，应该是项目经理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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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然而途中的艰辛，背后的付出，又有几人知道呢？

返璞归真，简单便是最美返璞归真，简单便是最美返璞归真，简单便是最美返璞归真，简单便是最美————————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

大浪淘沙，淘尽黄沙始得金。复杂的理论，是不成熟的表现。真理是简单的，因为简单是美的终极表达。

只有历经沧海，遍阅桑田，而又不时登高远望，回首自省，方可在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错综中，找到那个简单而

永恒的“一”。经历近二十年的项目磨砺，摸爬滚打，张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更加信奉项目管理的“三二一”。即三个

控制、两个管理、一个协调。简单而实用。

所谓三个控制：即成本控制、质量控制与关键节点的控制。

两个管理，是指安全管理与数据和信息化的管理。

一个协调，即要协调好所有项目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三过家门而不入三过家门而不入三过家门而不入三过家门而不入————————项目经理的奉献与牺牲项目经理的奉献与牺牲项目经理的奉献与牺牲项目经理的奉献与牺牲

项目经理，特别是工程项目经理，除了对身体状况的严格考验，更需要的是一种“舍得”精神。为了取得项目的成

功，付出与牺牲是必须的，有时都“不近人情”。

张总运作过的一个项目，工地距家只有 40多公里，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然而他却八十多天未回家，一直奋斗在项

目第一线。这种精神，让我们想起了古时治理黄河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或许从那时起，项目经理就已经具有了这样

的奉献精神，具有了高度的责任感与义无反顾的投入精神。

一次，张总在国外运作项目，突然接到妻子要做手术的消息。万分焦急与满怀挂念的他却只得让侄女辞职来照顾妻

子，自己继续坚守岗位…

项目的成功来之不易，离不开项目经理的付出与奉献，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理解与支持。让我们向她们致敬吧！

重协调，敢担当重协调，敢担当重协调，敢担当重协调，敢担当————————做个能解决问题的项目经理做个能解决问题的项目经理做个能解决问题的项目经理做个能解决问题的项目经理

说起项目经理的与众不同之处，张总简而言之概括成一个句话“项目经理是要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一定要在现场

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项目运作时有时需要临时变更，而项目的变更是非常麻烦的，变更的方案需要设计院、监

理、总承包商通过，更要求项目经理在极短时间内现场解决。

张总在孟加拉做项目时，需要用吊车将提升机头轮运到 58米高的平台上。要是在国内，找一台调到 60多米高的吊

车轻而易举，然而在孟加拉却成为难题——当地没有一台吊车能够达到那个高度。张总出差，项目停工三天，张总回来

后来到现场，临时核算库顶平面和提升机下料口的间距后，立即做出决定，做了一个 1.8米的飞标，将此问题完美解决。

数千人的施工现场往往是由几路人马组成的，每个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利益体，协调工作是要讲究方法的。他曾

经教导一个属下碰到问题时不要一味责怪他人，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处理方式。2008年，他巡查到国外一个

项目上，属下告诉他需要另外一个合作单位重新布置水泥厂车间的布局，而他多次协调却没有结果，张总则亲自召开了

一个中层干部以上干部的会议，将水泥车间树立成标杆，号召大家去水泥厂车间进行参观学习，既解决了问题，又照顾

到了相关利益方，他的属下对张总是心服口服。说起对张总的敬佩，就连那些挑剔的老外也是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在张总为基业长青学员学习 IPMP时，他踏实的为人、饱满的热情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总在项目经理这个

职位上一做就是十多年，如今已成了典型的“空中飞人”，苦中有乐，乐在其中，他为中国建材行业发展奉献着、奋斗着 ，

也正是如他一般的建材人这种不怕苦、不惧苦的精神，将中国建材推向了国际建材市场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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