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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南京朗坤软件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9年11月。公司以“中国智慧化建设领域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为

企业发展愿景，以“运用数字化手段改善企业绩效”为使命，秉承

“客户为本、职业进取、团队协作、开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着力

打造以“智慧工厂、智慧园区、智慧城市”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业务

体系，产品和服务在能源、建材、市政、煤炭、化工、冶金、国防等

领域广泛运用，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和潜在的增长。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致力于运用数字化手段改善企业绩效
Be devoted to improving firm perform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iz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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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项目管理  
铸造精品工程

EPC&OM管控一体化设计

集团、集约化项目群管控体系

多方参与、高效协同，扁平化管控

精细化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管控

专业化海外项目管理体系与风险控制

全面业务覆盖，广泛应用于能源、市政、建材、化工、交通、建筑、港口、
国防等行业

EPC&OM一体化管控设计，支撑工程建设企业转型升级

融入集约化、集中管控思想，有效提升项目群管理能力

EPC&OM一体化，实现多方参与、高效协同，大幅降低沟通成本

融入风险预控体系，强化工程建设风险预控，有效保障项目投资回报

精细化成本管控，有效控制成本，提升项目盈利空间

精细化施工过程控制，提升项目交付能力

融入国际工程特色，大幅提升海外工程项目控制能力

应用价值

以打造智慧、精益工程项目建设为目标；

以协同管理思想为指导，将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分包方、供
应商、运营方等各方纳入统一平台管理，实现EPC&OM一体化管控；

以设计管理为龙头，进度管理为主线，概预算管理为抓手，合同管理为纽
带，以工程、物资、设备为管理对象，将投资控制延伸到实际业务中；

将“四控三管一协调”全面落地，实现项目过程精细化管控；

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APP等前沿技术为依托，增强工程
项目管理效率与效益，为管理层快速、可靠、科学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撑。

提升工程建设企业核心竞争力的EPC&OM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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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程项目管理模式，E、P、C、O、M业务全面融合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实现投资、进度、质量、安全全业务、全过程闭环控制

保障工程项目建设健康、有序推进，降低项目执行风险

项目执行过程实时、动态对标，辅助各级管理层科学决策

构建EPC&OM全业态管理模式，支撑企业快速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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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投产

竣工结算

售后管理

竣工管理

工程移交

调试管理

缺陷处理

验收管理

现场管理

技术管理

分包管理

资源管理

·人力 ·机具

·设备 ·材料

供应商管理

分包商管理

合同管理

（分包）

采购管理

监造管理

物流管理

仓储管理

设计审查

设计文件

设计变更

工程策划

客户关系

项目概括

项目启动

投标管理

合同管理

（总包）

资产管理

生产管理

安全管理

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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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
成品管理

卓越项目管理  铸造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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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设计管理，实现设计、建设一体化
发挥设计的源头作用，提高设计质量

加强设计文件管理，控制工程风险

整合设计资源，强化对设计文件结构、登记、分发、跟踪、版本、变更等全过程管控，提高工程

项目设计质量及工作效率，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严格控制设计变更，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加强设计变更管控，防止不合理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造价提高；加强变更过程动态管理，尽可能把

问题暴露在施工之前，以先算帐，后变更为原则，使工程造价得到有效控制。

设计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进度和质量，设计管理过程中尽可能把工程建设问题控制在设计阶

段，加强设计源头管控，提高设计质量，降低工程成本，使工程项目发挥更大经济效益。

通过设计施工数据自动同步，实现设计施工一体化

通过导入、报表内容、输出格式等设置，实现二维、三维设计数据自动同步导入LiEMS系统，

减少设计阶段数据到施工阶段数据的出错率，缩短整个设计施工数据衔接周期，实现设计施工一体

化。

......

问题及要求 变更检查 变更申请 变更执行 变更通知

变更对象
分析检查

合理的
变更选择

变更设计
的适用性

设计变更管理
(施工 / 采购)

设计

施工

采购

设计变更

材料变化

进度变更

其它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设计变更管理





施工

采购
其它

图纸

工艺

其它

图纸

工艺

设计变更

材料
计划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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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

采购全过程管理，提升物资采购过程控制能力

通过采购流程固化、采购过程标准化，规范物资管理过程，在采购管理各环节建立业务控制点，

保障采购活动有序开展。“二维码”扫描箱件清单、跟踪箱件货物，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海内外

项目物流运输全过程跟踪、监控。

规范供应商管理，实现综合采购成本最优

通过供应商评价和管理体系，寻找战略性供应商，整合海内外产业链，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提高国内外项目物资供应渠道保障能力，降低采购风险。

建立统一采购平台，明确各级采购主体在物资管理过程中的责权利，通过运用集中采购、平衡

利库、联合储备等管理策略，在信息充分共享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平衡和资源调配。

战略寻源，全面提升采购质量与效率，节约采购成本

融入互联网思维，通过电子采购平台，实现内部采购流程与供应商高效协同，最大程度寻求海

内外优质资源，提升供应商开发能力，为物资采购提供更多选择、比较和寻求更多合作关系，全面

提升采购质量与效率、降低采购成本。

项目侧物资管理

总部侧物资管理

…

项目一

服务采购需求

材料采购需求
设备采购需求

……

项目二

服务采购需求

材料采购需求
设备采购需求

……

项目N

服务采购需求

材料采购需求
设备采购需求

……

需求计划 供应计划

平衡

调拨
补库

配送

采购

询价
协议
直采

招标

库存

与设计指标、预算、工程策划
挂钩的需求管理

在途货品实时跟踪

完备的指标体系，业务数据自
动采集分析

二维码扫描物箱件清单，跟
踪箱件货物

重要设备采购短名单

供应商评价

合格供应商资料库

全过程、规范化采购控制，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采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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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行人力资源调配，满足海内外施工现场用工需求

施工规划统筹兼顾，管控要点切合有序

分项工程开工、复工、停工，统一进度、规划签发；工序、专业或分项工程间交接合理；工程联

系和协调渠道顺畅，定期组织召开工程协调会议；重大作业监管及技术交底管控粒度到任务作业。

整合资源使之配置合理、体系完备，保障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

加强现场总平面管理，保障施工条件满足施工需要；有效协调现场分工，减少、消除窝工或无效

劳动，保障工程施工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强化机械设备准入管理，保障施工安全。

构建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加强人员调配，实现人尽其才；因地制宜，合理用工，优化人员结

构，降低人力成本；持续推进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薪酬体系，吸

引优秀人才；打造智慧工地，加强海内外项目团队建设，实现跨国界文化融合，满足国内外项目需

要。

充分利用各种移动应用终端，提升施工现场作业效率

通过APP技术和手持式移动设备（智能手机、射频读写器、条码阅读器、点检设备、智能终

端、平板电脑），在施工现场实现多种移动应用和移动办公，极大提升工作效率和事务处理即时

性。

精细施工管控，保障项目精准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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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的资源投入与项目进度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进度控制

多途径编制结构严谨可操作的进度计划，保证项目按期执行

多途径构建规划合理、逻辑严谨、WBS分解清晰、工期准确的E、P、C进度计划，与各业务资

源衔接与协作，打造强计划管控，保证计划编制合理、施工过程资源控制有效，保证项目工程进度。

全过程进度跟踪，保证项目工期可控

加强进度全过程跟踪监控，通过实际进度与目标计划对比，分析评估进度偏差，制定应对措施，

合理分配资源，确定最佳方案，保证项目工期可控。

采用移动上传、手动填报、业务自动提取等灵活填报方式，通过多人填报、多人审批、填报自动

生成计划、未完成事项自动滚动等控制方法，多级汇总生成工程报告，一键生成标准工程报告模板

（WORD、PDF等），达到工程报告数据真实全面，保证工程项目过程可控、可追溯。

将进度与合同、质量、费用、安全等资源融合、贯通，把工时、材料、机具合理加载到作业

上，对合同、费用、物流、现场等业务进行实时动态分析，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保证项目进度。

强化进度过程动态分析，确保实现项目管控目标

使用“赢得值”技术实现对项目进度和资源使用状况动态分析，辨识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实

际资源与计划资源差异，及时发出预警信号，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合理调配资源，进行进度调整和

纠偏，直至进度预警信号消失，控制项目进度，确保项目管控目标实现。

强计划管控，实现对工程进度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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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质量控制，保证项目可控、在控、受控
有效转化质量管理体系，实现质量管理网络全覆盖

吸收精益质量管理思想，融入质量管理要素，符合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将质量控制融入业务

节点，做到管理有记录、过程有控制、结果可追溯。

质量计划责任清晰，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将质量要求融入管控计划，明确管控粒度，量化管控指标，通过QBS与WBS合理关联，保证质

量计划可执行、可度量、可考核。

强化质量控制点管理，加强关键工序、特殊过程、重要部位监控；实现质量管理工作、质量

问题处理双闭环。

质量分析，追根溯源，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全程质量可追溯，通过对质量偏差进行纠正、质量风险进行预控、质量趋势进行预测，实现质

量改进。

工艺样板策划

材料进场检测

巡查

专项检查

质量验收

成品保护

……

--------- -------
---------

验评计划
-----------

质量控制点清单
-------------------
-------------------

-

质量评定

• 无装饰清水砼施工工艺
• 钢筋混凝土施工工艺
• 建筑物细部装饰工艺
• 墙、地面面砖施工工艺
• ……..

• 工艺质量
• 材料检测
• 强条执行情况
• 质量通病防治
• …….

• 验收统计
• 质量通病分析
• 质量问题统计
• 指标、历史数据对比
• ……..

• 隐蔽工程验收
• 检验批验收
• 分项工程验收
• 分部工程验收
• 单位工程验收

QBS • 监督计划
• 验收计划

现场 系统

发现

分析处理

解决

闭环

质量过程控制，保障项目建设质量

管理改进

检测记录

材料原因

材料分析

材料合格率

工艺优化

工艺情况

人员因素

通病分析

验收达标率

设备优化

设备情况

安装原因

缺陷分析

设备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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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以人为本理念，关注员工职业健康
全面覆盖HSE管理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稳定

基于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采用PDCA循环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不断充实安全知

识库，筑垒安全基石，提高全员安全意识，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全方位环境保护管控，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实现环保管控，构建环保制度体系，辨识与控制污染源，不断提高环保管理水平；过程监控环保

指标，合法处置“三废”，塑造企业环保形象。

为企业提供统一的员工健康平台，建立职业健康监护记录，体现 “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的

关注员工健康。

风险预控、预警，提高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力度

建立符合现代安全科学管理方向的预防型安全管理模式，采用预测预警技术与方法，形成企业

生产安全预警预测体系，构建“主动预警型”现代安全管理模式。

标准化HSE管理，保障项目建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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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成本管理，多维度费用控制
以FIDIC条款为准则，建立收支两条线、严格实行合同管理

项目费用控制以合同为载体，以FIDIC条款为执行标准，将合同收入与支付的重要节点作为项目

里程碑节点，通过采集现场完成工程量、形象进度，在向业主申请进度款同时，严格控制分包付款。

对业主和分包商原因引起的工程变更，及时按照FIDIC条款规定办理海内外项目索赔。

通过全面预算，实现成本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构建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实现成本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将目标成本作为绩效考

核依据，实时采集实际成本，通过与预算对比分析，做到实时预警，控制超支风险。

投标报价阶段，以报价为基础，建立项目估算成本；中标后，以中标价格为基础，建立项目目

标成本；进入设计阶段后，以项目概/预算为基础，建立责任成本；将实际发生成本实时归集，与估

算成本、目标成本、实际成本对比分析，做到多角度、全方位费用控制。

建立资金管理体系，实现对企业成本有效管控

建立资金管理体系，以合同工程量清单为基础，对实际完成量与预算量进行比较分析，实时监

控资金收支情况，对责任成本、实际成本进行实时对比分析，控制成本偏差，实现对企业成本有效

管控。

项目

土建工程

安装工程

WBS(项目结构)

预付款 进度款 验收款 质保款

支持多种付款方式
1.节点付款
2.工程量付款
…………

合同节点
排入计划

结算申请单

精细化成本管控，提升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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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项跟踪处理，不留争议
调试文件包资料齐全，目录清晰，分类明确，精准指导调试工作

提供正确、可靠和完整技术资料，规范调试过程，实现调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

规范消缺程序，不留隐患

缺陷分类标准、实行分级处理；及时消缺，严格执行两票管理制度。

对尾项确定、确认、处理全程跟踪，明确管理责任；分析尾项形成原因及特点，建立尾项

管理知识体系，逐步减少尾项发生。

数字化移交，实现基建生产无缝对接

通过物理工厂与数字工厂双移交，实现基建阶段数据与运行阶段实时数据有效整合。

数字移交物理移交

验收记录

安装记录

调试记录

运行故障

建成

精益调试，数字化移交

设计缺陷

甲类缺陷

制造缺陷

乙类缺陷

安装缺陷

丙类缺陷

分类消缺

验收记录

施工单位

制造单位

尾项处理

设计缺陷

设计漏项

设计变更

采购变更

质量隐患

未完工程

运营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制造单位

调试单位

监理单位

采购单位

施工单位

......

设计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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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维度，完整专业的文档结构体系

依据行业标准，规范文档结构，灵活制定文档分类，可按照管理类别、文档类别、责任单位、档

案分类体系进行分档归类。

文档资料自动归集，实现工程建设经验积累增值

将业务流程节点产生的文档数据、业务程序文档附件按照目录体系和存储设定，实现自动归档；

实现项目过程文档收齐和集中管理，为同类型项目建设积累知识和文档，形成知识库，为知识复用提

供强有力支撑。
出图计划

接收登记

图纸变更

图纸跟踪

资料分发

资料借阅

实现文档灵活应用，发挥文档价值

业务执行过程中，自动引用业务标准文件及文档模板，快速、自动为业务执行提供知识指导、

参考、模板工具，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加强设计文件管理，控制工程风险

通过设计文件登记、分发、跟踪、升版等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工程项目设计质量及工

作效率，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业务过程文档 流程挂接文档

活文档，实现知识积累、价值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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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层管理者提供管理驾驶舱

动态掌控海内外多项目运营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科学决策和跟踪监控。

为中层管理者提供项目监控工具

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实时项目监控，提供匹配的管理工具，挖掘细化的参考数据。

建立KPI指标考核体系

构建公司/项目/业务三级KPI指标体系，针对不同层次进行KPI考核，做到管控及考核粒度精确把

握、辅助分析及决策措施随机应变。

建立工程建设项目远程专家支持系统

针对海内外工程项目，构建“EPC工程项目专家支持系统”，通过远程专家支持系统，发挥人才

优势，指导项目业务开展，实现远程指导、培训和诊断。

利润成本分析 绩效分析 工程项目分析 平衡计分卡/KPI …

经营分析
合同签订分析

实际收款分析

经营成本分析

利润总额分析

工程项目分析
工程进度分析

设计进度分析

采购进度分析

物流进度分析

施工进度分析

工程成本分析

工程质量分析

工程安全分析

项目风险分析

人力投入分析

…………

辅助决策，支撑决策层快速、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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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高效协同，降低沟通成本

基于统一的EPC&OM管控平台，通过EPC&OM各项业务融会贯通，将业主、业主工程师、设计

方、监理方、施工方、分包方、供应商、运营方各方整合到统一平台进行管控，实现各方高效协同，

降低项目沟通成本。

集中管控，提升项目群管控能力

以集约化、集中管控思想构建项目管理体系，从全局角度构建统一国内外项目建设标准、知识体

系，实现项目知识快速复用，以项目群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海内外项目群管控能力。

⻛鳇楅縛喰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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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评估选择、到项目在建、

项目达标投产、到项目关闭和人员撤

出，建立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的

管控体系。

系统以项目计划为基础，将成本

控制延伸到实际业务中，实现项目成

本包括风险预警的动态控制；部署工

程设计、质量、安全、文档、设备物

资等工程建设相关业务管控系统，实

现工程建设的一体化、集约化管理。

从项目信息建立开始，对项目信息

进行标准、规范化管理，项目建设过程

中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可自动分类归档，

可便捷的对多个项目同时管理。

苏 州 中 材
Sinoma (Suzhou) Construction Co,. Ltd.

项目概述

愨㯇䉱鈓墜EPC豂繎婽嶧
            揧謳玬傪䐨葅萐綫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为中材国际骨干子公司，是一家拥有冶炼

施工总承包一级及多项专业一级施工资质，主要从事境内外大中型新

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工程总承包，已成功地由一个设备安装服务提供

商转变成为一个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及采购、施工、调试服务、人员

培训等涵盖项目各阶段的系统集成总承包商。

2012年，苏州中材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提出了信息化发展战略，

对国内外（以海外项目为主）所有EPC工程项目进行细化管理，提高

项目管控力。朗坤公司根据苏州中材的行业特点，基于朗坤成熟EPC

产品，设计了“苏州中材EPC项目管理信息化平台”，通过信息平台

支撑，形成海外项目现场与公司总部的无障碍及时汇报机制，使总部

“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变更控制、物流管理、合同管

理、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管控要求得以有效贯彻、执行于项目全

过程。信息系统以EPC项目管理为对象、以设计管理为龙头、以进度

管理为主线、以成本控制为核心、以合同管理为约束，形成EPC项目

集约化管理模式。

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实现EPC项目业务集成
一体化管理

建立规范的项目信息编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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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决策层、管控层、执行层

三层管理体系。对于高层管理者：掌控

项目健康状况，辅助制定决策；对于中

层管理者：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实时项

目监控；对于项目执行层：提供协同工

作平台，提高工作效率。采用驾驶舱管

控模式,通过各种常见的图表（仪表盘、

温度计、雷达图、甘特图）形象标示

EPC项目建设期的关键指标（KPI），

并可以对异常关键指标预警和挖掘分

析。

实现分层级体现各级职能

支持统计报表原始数据追溯。系统

中各类统计报表的数据来自于业务数据

仓库，基于各方业务数据的关联对应关

系，可灵活、便捷、自动生成各类统计

报表，并且报表中的数据支持原始业务

数据的追溯，便于查询追踪数据的生成

过程。

支持统计报表原始数据追溯

通过以往项目经验的积累，系统可以很好的改变项目结束即解散、人员和相关项目经验文档数据

就丢失的状况，实现知识、经验和管理水平的不断积累和沉淀，通过在系统中形成经验积累，并不断

的复制成功的项目经验到其他项目上，从而达到不断提升工程项目整体管理水平的目的。

实现知识积累转变为知识复用

朗坤

⻛鳇楅縛喰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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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项目平台建设，实现对项目概预算、进度、物资、质量、合同、成本、分包

信息、机械设备、文档等业务的全覆盖和全面管控，并通过对各环节的资源整合，实现业

务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控制流的统一。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项目概述

喰緁蹠鉇墜┫㕡騩墜┫櫁態墜豂繎
                                 揧謳豂繎熪婽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是全国综合性甲级设计科研

单位和国际化工程集团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中国建材国际工程管控一体化信息平台

是按照总承包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思路，从项

目的投标立项等项目前期工作，到项目的EPC总

承包建设整个过程管理，建成一套业务完整、数

据互通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能够满足中国建材国

际工程的管理要求，实现对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所

有承包项目的全覆盖、全过程的数字化管控。

将项目管理标准、制度、流程、

知识固化到一体化管控平台中，以标

准支撑工程项目业务开展，实现项目

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保证公司统一

的制度、标准、规范在项目现场得到

有效贯彻和执行。

实现公司制度、标准、
流程规范化管理

实现项目全过程管控

系统整体功能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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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产、经营、财务、人力资源

等业务有机融为一体，使业务数据直

接生成财务数据，财务数据及时、准

确反映业务信息，通过财务进行纵深

追溯，提升财务对业务的判断依据，

加强财务对业务的监控和分析。

实现业务一体化管理

对工程重点环节做到实时监控、提

前预警，实现工程进度实时展现与风险

预警，实现工程管理现场填报工作的提

醒、填报统计分析并为实现绩效考核提

供系统支撑，最终实现对项目的全方位

监控，保障项目高效、高质量推进。

实现智能风险预警

建立实时、智能的决策分析体系，

通过实时统计、分析等方式，从项目不

同角度对项目进度、质量、资源消耗、

成本费用等信息进行实时呈现和数据追

溯，实现对项目高效和科学管理，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对项目管理可追溯、可

评价、持续提高。

实现智能辅助决策

⻛鳇楅縛喰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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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电力&上海电建
Oceanwide Power & SEPCC

项目概述

宱宱镃餑愨㯇檯䇰妭褹
       BOT䐨葅豂繎莢嶩墜騩構

泛海电力是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一个具有高成长性的海外电力投资集

团，以追求项目寿命期内综合效益最大化和实现股东投资合理回报为目标，全面负责对海外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管控，确保投资安全。力争构建有稳定现金流

和稳定现金利润的海外平台。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建）是集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管理、土木建筑、

输变电工程、设备安装、机组调试、工程监理、加工制造、物流管理、技术咨询等综合性能力于一体

的世界500强现代化大型施工企业。

为了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抢占海外发展机遇和制高点，泛海电力与上海电建在印尼共

同出资，以BOT模式建设印尼棉兰工业园2×150MW（净容量）燃煤电站项目建设。2014年5月泛

海电力和上海电建与南京朗坤智慧股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朗坤）携手共建海外“电力管理一体化信

息平台”。平台按照投资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的思路，建成一套业务完整、数据互通的信息化管理平

台，全面展现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的各类管理信息，满足泛海电力和上海电建双方的管理需求，

实现基建/生产一体化、MIS/SIS管控一体化、财务/业务一体化、绩效/业务一体化、集团公司一体化

的企业管控目标，提高泛海电力和上海电建市场应变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满足投资项目两国四地、跨

境内外管理的需要，平台采用混合云部署，在阿里云上部署了LiEMS多语言版本系统，支持中、英、

印尼等多国语言，平台中的“活档案”、“全面预算关键指标体系”、“面向运营需求的数据和关系

全息数据移交”、“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全息实时系统”等功能都是中国电力信息化的首创。

通过EPC&OM一体化云平台建设，将业主方、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分包方、供应商、运

营方纳入统一平台管理，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变更控制全面落地，使合同管理、安

全管理、信息管理和协调业主、承建方、设备和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得以保证，实现项目过程精细

化管控，为合作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快速、可靠、科学决策和动态管理提供强有力支撑。

平台实现建立规范化、精细化的项目

过程管理体系，能对项目进度、质量、施

工、安全等业务进行标准化、精细化管

理，强化对项目过程的控制，从而达到提

升工程管理水平，提升工程建设质量，精

益的项目过程管控能力。

提高项目管控能力

平台通过与第三方进度管理软件无缝接

口，将进度管理与费控管理、质量管理、安全

管理密切关联，实时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质

量、项目费控和项目安全情况、缩短建设周

期；建立项目完整的知识库，提高项目交付能

力，达到面向交钥匙工程的调试和移交管理，

向业主成功交付实体工程的同时，实现数字化

移交。

提升项目交付能力

系统整体功能框架图

提高项目交付能力

设计能力

采购能力

施工能力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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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实现基建与生产过程全生命周期管

理：对海外工程项目从前期策划到项目立

项、从项目设计到项目采购、施工建设、调

试移交、生产运维进行全过程管控和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最终实现基建/生产一体化、

财务/业务一体化、绩效/业务一体化、MIS/-

SIS一体化、集团/电厂管控一体化。

平台通过全面预算、目标成本管理等建

立精细化的费控体系，实现成本有效控制；

通过供应链管理、分包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等，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提升资源配置

能力。通过对费用、资源的有效管理和控

制，降低项目投入成本，提升项目盈利能

力。

提高项目趋赢能力

全生命周期管理

两国四地使用大数据应用，通过互联网+

云技术，为中国：泛海绿能（北京）、上海

电建（上海）、泛海电力（香港）、MABAR

公司和棉兰电厂（印尼），共同使用一体化

平台管理基建期和生产期提供有力的可靠保

障，目前上海电建满怀信心为早日建好电厂

投入生产运营共同努力，为中国制造2025献

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CHINA  HUANENG  GROUP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CHINA  GUODIAN CORPORATION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SINOPEC  NANJING  ENGINEERING  CO.,LTD

中国建材

中国中材 苏州中材 中 国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公 司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SINOPEC  LUOYANG  ENGINEERING  CO.,LTD

犤玬胾輿&鲮玬胾嬭

鞅檯嬭槂檯䇰妭褹䉱飢楏䇻鰓獷

駫妟鞅槂嬭㝞楏䇻鰓獷

鞅胾憈擺詮檯䇰胾輿憈㣤楏䇻鰓獷

詘雓朙膐雓畐嬶咼楏䇻鰓獷

詘雓檯䇰胾輿阇創楏䇻鰓獷詮㯁胾郟

詘雓髆䆓祔胾楏䇻㣃瘡鰓獷

檯胾擺詮胾輿楏䇻鰓獷

檯胾詮啺咼胾楏䇻㣃瘡鰓獷

慆妟謓愛咼胾楏䇻鰓獷

蠦詘態欅嚜雓畐楏䇻㣃瘡鰓獷

灹燇萬㮑胾輿妭褹楏䇻鰓獷

燩駫屪藲銕餑綫胔咼胾楏䇻鰓獷

槪妟䃐燩䉱飢

僊圿䂇鳇楏䇻鰓獷

㔜綴綻獤㝞㝁蘓觙䈍楏䇻鰓獷

牥詮葢胾輿綻獤㝞㝁䈍

鞅藢墜詮貶妭褹鰓獷

鞅藢墜猔䇞妭褹鰓獷

ゴゴ

行业客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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