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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

�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

�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



项目

美国项目管理专家约翰．本JOHN.BEN

项目是要在一定时间里，在预算规定
范围内需达到预定质量水平的一项一次
性任务。

项目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资源、时间、
质量等）具有特定目标（经济利益或公益
项目）的一次性事业。



管理

管理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组织中的

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潜
能，为实现组织的崇高目标努力奋斗的
过程。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把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于项

目中，优化资源配置，以达到项目目标所进行

的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的全过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为了实现目标



项目管理的基本要素

范围 时间

质量 成本

人

“项目团队”

完成项目
工作范围
内所有需
要的时间

项目满足明
确或隐含需
求的程度

项目取得预
期成果所需
要的全部款
项



项目成功的标准

�项目目标的实现

�项目目标实现的效率（多快好省）

�项目过程的影响

�项目成果产生的影响



内容

�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

�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

�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



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

资方（Donor）
机构

受方（Recipient）
机构

项目
目标



资方（Donor）机构

�国际咨询公司、国际NGO等

�设专门的项目办公室

�聘用外方人员管理

�考虑投资人的利益（公益、盈利）

�向资方证实资金被有效使用，并取得预期效
果

�与接收援助机构合作



受方（Recipient）机构

�当地政府行政部门、NGO、技术部门技术部门技术部门技术部门等

�专门办公室(有或无)

�管理人员多数不是专职

�适应资方的要求、满足当地的需要

�文化交流及融合，沟通策略及技巧



内容

�项目与项目管理基础

�国际援助项目管理的主体对象

�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国内执行机构对国际援助项目的管理



项目的生命周期（阶段）

识别需求识别需求识别需求识别需求 •谈判协商

提出解决方案提出解决方案提出解决方案提出解决方案
•项目计划

执行解决方案执行解决方案执行解决方案执行解决方案 •项目实施

结束项目结束项目结束项目结束项目 • 总结、评估



谈判协商

�清楚了解援助的目的、领域、项目周期、援助额度

、美元还是人民币计价

�了解援助组织、机构的情况（组织机构性质、规模
、地点、在华工作历史等）

�把援助目标和当地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及早和上级主管部门沟通以获得最大支持

�建立项目工作团队

�及早建立项目档案或数据库

�签订合作协议

TIPS:项目还没有开始就要考虑项目结束的事情



项目计划
� 项目计划就是在项目文件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工作目
标和执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 项目计划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好坏、成败

� 项目计划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阶段，在项目中起承上
启下的作用，因此在制定计划过程中要按照项目总目
标、总计划进行详细计划

� 计划文件批准后作为项目工作指南

� 有人说项目管理就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监控计划
的过程



项目计划前应考虑的问题

� 与资方与资方与资方与资方（（（（援助方援助方援助方援助方））））确立计划模板确立计划模板确立计划模板确立计划模板

� 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思维方式具有意会性

西方人：思维方式则为直观性

在撰写计划书时应考虑的因素在撰写计划书时应考虑的因素在撰写计划书时应考虑的因素在撰写计划书时应考虑的因素：：：：

谁来看？看什么？知彼

谁来写？写什么？知已

如何描述,可帮助评审者获取有效信息?

� 如何让大家共同参与如何让大家共同参与如何让大家共同参与如何让大家共同参与，，，，体现体现体现体现““““主人翁主人翁主人翁主人翁””””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项目计划如何写？

�5W1H

– 为什么做（Why to do it)：目的

– 做什么（What to do it）：活动

– 何时做（When to do it）：进度

– 何地做（Where to do it）：地点

– 何人做（Who to do it）：负责人

– 如何做（How to do it）：综合平衡及考核

�年度计划、三年、五年计划



项目计划模板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简单项目说明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一个目的、长远

�目标和产出目标和产出目标和产出目标和产出：目标一个以上、具体指标、时间限制

每个目标下可以有多个产出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督导评估框架督导评估框架督导评估框架督导评估框架（活动、负责人、预期产出、指标、
痕迹资料）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每个产出下面可以有多个活动，每个活动要
简单描述时间、地点、参与人物

�预算预算预算预算（和活动对应或附加人员费用及管理费用）

�时间管理框架时间管理框架时间管理框架时间管理框架（活动、时间-月为单位）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



项目实施

�启动会

�按计划实施

�督导与评估

�档案管理

�报告撰写

�财务管理

�沟通交流



项目实施

� 启动会是整个项目过程中重要的
里程碑，它标志着项目从立项到
审批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 启动会的目的是审议和申明项目
的实施战略和目标、项目各参与
方的责任、项目管理和实施程序

TIPS:除项目人员外，应邀请项目以
外人员的广泛参与，提高项目知
晓率



项目实施

项目按计划
实施

时间

控制

质量

控制

费用

控制



时间控制

�跟踪时间框架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活动描述活动描述活动描述活动描述 1月月月月 2月月月月 3月月月月 4月月月月 5
月月月月

6月月月月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启动会

2 培训 因…原因未能
开展，推迟到
3月4号举行

3 基线调查

4

5



费用控制

�跟踪预算花费对照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预算预算预算预算（（（（元元元元）））） 实际花费实际花费实际花费实际花费
（（（（元元元元））））

余额余额余额余额（（（（元元元元））））

1 启动会 60000 58000 2000

2 基线调查 50000 53000 -3000

3 专家研讨会 65000 64000 1000

-- --

合计



质量控制

�跟踪督导评估框架

过程指标

结果指标：学术论文，定性、定量调查

效果指标

项目执行机构



督导与评估的内容

Goal/
Objectives

Input Activities Output
Outcome
/impact

Goal/
Objectives

Input Activities Output
Outcome
/impact



督导评估的方法

�报告：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

�管理信息系统

�科研论文

�参加会议

�现场考察

�外部评估：案例研究，中、末期评估

TIPS:M&E贯穿项目始终



项目的档案管理

项目档案

合同

项目活动资料

往来票据

会议纪要

电子档案



项目的档案管理
�项目各种数据库必须在项目开始就逐步建立起来

�文档分类管理（合同、协议；计划、报告等）

�收集资方需要的数字（培训人数、新生儿窒息数、
死亡数）

�收集主管部门需要的数字（什么项目、合作方、资
金额度等）

�和日常工作联系（科研、论文）

�项目设备、资产（可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但应有
独立的清单）

TIPS:方便、省时；数据说话-利用



项目报告

项目报告

协议要求（季报、
半年报或年报）

Milestone Report

向政府主管部门
的报告

向科室及单位的
报告



项目报告

�报告撰写的意义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是一种
沟通渠道

写报告的人写报告的人写报告的人写报告的人：：：：

自我总结本
阶段取得的
成果、可推
广的经验、
遇到的问题

读报告的人读报告的人读报告的人读报告的人：：：：
捕捉重要的
信息，评价
项目质量

最佳沟通最佳沟通最佳沟通最佳沟通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实现读者和
作者的“共
鸣”



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管理模式



1 主主主主题明确题明确题明确题明确
2主体清晰主体清晰主体清晰主体清晰
3画面简洁画面简洁画面简洁画面简洁



写报告前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 与资方项目管理人员沟通,了解报告的格式和要求

� 查看项目计划书

� 谁读你写的报告？

� 读报告的人关注什么？

� 读者是否有相关背景？是否参与部分活动？

� 如何描述可帮助读者获取有效信息？

� ------



撰写报告的思路

� 总结报告的主旨主旨主旨主旨（目的）:呈现项目的主要成效
、意义（项目结果)

• 出资方关注的重点是什么？“物有所值”－项目意
义：知彼（受众分析的技术应用）：

• 我要通过这个总结报告（沟通渠道）－达到的目的
（如：展示取得的成果、推广经验、扩展项目影响
等）：知已

• 最佳策略－达到沟通的共同意义－双赢

报告写作是沟通的一个重要方式



撰写报告的思路

� 总结报告应以—结果为导向，过程描述是为阐
述结果的质量、结果可信。

� 结果为导向－画龙点睛—写出现在和长远的意义和影
响—价值及其判断

� 以效果为重点（着墨）－主体清晰
� 成效要以－证据为依据（说服－证明的过程）

� 可强调 -做法—介绍经验和模式



撰写报告的思路

�总结报告的构架（画面简洁）

• 背景简介

• 项目进展（按计划框架汇报所有活动。原计
划开展的活动、产出、目标、指标。目前实
现？）

5W1H (who, where, when, what, why+How)

• 主要成果（Outcome）

• 项目后续、可持续、可扩展（指向未来）
• 附件：监测指标报表、财务报告



写报告常见的现象

� “流水帐”式的过程描述—以活动为导向的写做：
如
• 用7页写---------“干了什么”
• 用2页写---------“成绩与经验”
• 用1页写----------“挑战”
• 用1/3页写--------“下一步工作计划”

� 平面的写做---文喜似山不喜平。但我们只写过
去式—总结。未写出未来，也无后续行动。所
以文章没有立体感。



报告书写建议-什么是最好的说服？

�证据的直接呈现

产出：如《乡村医生诊疗规范》

《乡村医生诊疗行为基线调查报告》

宣传品样

资料、图、视频-主动呈现在专家、领导面前



报告书写建议-什么是最好的说服？

�对比中外、对比前后、对比是最好的证
明
如“全部343个乡镇卫生院所都应用了规范，比试点
前的4个乡镇扩大了339个”

�现场：百闻不如一见



报告书写建议-什么是最好的说服？

�言之有物
• 用数据说话数据说话数据说话数据说话：数据可有抽样调查、督导数据等。

�如“全体一致认为”，全部乡镇推广
� 转化为数据：“全体22名乡院及343名村医一致
认为……”

• 用典型事例典型事例典型事例典型事例：
�如“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领导的重视---”
� 转化为领导的评语：项目的研究和技术报告已经
在国内期刊发表，同时报送卫生行政部门，扩大
了项目产出的影响面，其中卫生部人事司劳资处
xx处长针对其中的薪酬设计内容作出了批示，给
予高度肯定，批示：“本研究提出了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薪酬制度设计方案，对各地政府部门、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分配制度具有参考价
值。”



报告书写建议-什么是最好的说服？

�切忌

• “领导重视、群众参与、多部门配合、齐抓共管”
等大话、空话、套话。

• 如计免中领导重视指：
1. 国务委员（领导）重要讲话；
2. 江主席（领导）参加活动；
3. 给政策：如强免当天高速路、公益广告免费；
4. 增加了经费3000万。



上半年工作总结暨
下半年工作打算

中方总结中方总结中方总结中方总结 英方总结英方总结英方总结英方总结

存在问题: 好喝酒 1天3顿，每次250克，182.5天喝掉21850克

分析问题: 酒好喝 水无味，酒甘甜，微辣；525克后敢打老婆

总结经验: 喝酒好 成名人，小镇1000人都知道、酒友1000人

整改措施: 酒喝好 每次应喝小于525克，大于500克

努力方向: 喝好洒 上半年喝波尔多，下半年喝马爹利



像鱼一样快乐的工作

你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