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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On —— 普华项目管理集成系统
为设计院、EPC 总承包工程公司、施工企业提供最专业的企业核心业务系统

项目管理IT解决方案
项目管理IT实施服务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
项目管理教育与培训

21世纪的中国，经济腾飞，项目良多，工程公司喜获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
可曾思量，如何使项目机遇变为更多的企业效益？

21世纪的中国，“全球化”如雷贯耳，企业纷纷走出国门竞技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可曾思量，如何远程协调掌控项目实现效益？

21世纪的中国，设计院、施工企业转型工程公司、EPC总承包趋于时尚。
可曾思量，IT如何配合业务转型，实现企业项目化管理的集约经营？

关键在于正确的工程企业IT建设逻辑！
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像PowerOn这样的项目管理集成系统！

主要优点




支持总部与项目部之间的
信息互通

PowerOn以项目为

涵盖决策层、管理层和操
作层不同的需求

运筹协同，以费用管



完成项目全过程业务管理



深度挖掘项目管理业务间
的内在联系，用业务操作
的方式轻松展现







设计思路

轻松实现系统与其他软件
之间的集成
系统自带多套不同行业、
不同角色适用的编码体系
和业务管理模式
支持B/S+C/S混合模式，
支持多语言切换，支持多
币种结算

主线，以计划为龙头
理为核心深度控制，
嫁接PMI项目管理方法体系，依托普华十多
年的项目管理应用实践经验，为项目型企业
构建跨区域、分布式的多项目管理平台，涵
盖从业务操作层、管理层、决策层三个不同
层次的实际需求，满足单项目管理、多项目
管理、项目组合管理及企业集约化经营的要

 以赢得值作为项目经理的控制杠杆

求。

通过赢得值评估项目执行状况和健康指数，
同时通过赢得值预测项目的发展趋势。

 以项目为主线
使得项目型企业集团总部、分子公司、项目

 以合同、费用/成本管理为核心深度控制

部等职能部门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协同工作，

借助以CBS（费用科目体系）为纵列、以费

完成从市场开拓、经营开发、投标报价、设

用类型为横向栏位构建的“费用工作表”，

计、采购、施工、开车、竣工移交的项目全

实现对费用管理的事先计划、事中控制、事

过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后分析。



SOA架构，支持业务重新
配置和整合



轻松简便的自定义表单和
报表

 以进度计划为龙头运筹协同

 以流程管理为纽带

通过主进度计划、各种专项辅助计划，及计

系统内置的工作流引擎，支持日常办公事

界面友好，操作灵活

划与具体业务管理（资源、合同项、费用、

务，及所有与项目管理相关业务的审批流

质量、安全、环境、健康、图纸等管理）的

转，实现办公自动化，规范管理、提高协作

关联，使得所有的业务都在主进度计划主导

效率。



下协同行进。

 以知识管理为支撑

 有效集成企业其他IT系统

通过日常应用提炼出符合企业自身特色的

通过PowerOn可以有效地集成企业的其他

项目管理模式与方法（如编码、文档模

软件或IT系统，如财务系统、HR系统、

板、业务表单），做到知识、技能和方法

档案系统、设计系统、采购系统、图档系

的沉淀与复用。帮助新开工项目、新员工

统、OA系统、概预算软件等。

缩短学习时间，快速适应工作。
 基于SOA架构，灵活构建系统功能
 多层次、跨区域的管理布置

用户不但可以快捷地对系统现有的功能组

针对项目型企业项目点分散、通信条件

件进行调整，而且可以增加新的功能组

差，有些国内外项目部无法连接互联网等

件，灵活构建符合企业特色的项目管理系

特点，系统支持集中式部署、分布式部署

统。

和混合式部署。

应用价值
 IT方面
构建跨区域、分布式的企业
级多项目管理综合平台，能
满足单项目管理、多项目管
理、项目组合管理等不同层
次的需要。
 项目管理方法论方面
引进吸收先进的、与国际接
轨的项目管理方法体系（理
论、方法、技能和工具）运
用成熟先进的管理、技术和
模式，规范企业项目管理方
法，提高企业项目管理水平
 企业级多项目并行管理
实现对多项目的标准化管理
控制，实现针对多项目的企
业资源协调管理。
 标准的项目过程管理
建立与企业特点相适应的成
本控制体系；建立计划编制
与进度控制体系；建立完备
的设计过程管理体系；采购
过程公开透明，提高项目采
购的规模效益等。
 领导决策支持
实时获取远程项目的各种经
营信息，如计划执行情况、
成本消耗情况、合同执行情
况、资源配置情况等等。

系统组件


PowerOn主体程序 （PowerOn Client）



企业多项目管理信息门户（PowerOn Enterprise Portal）



基础业务平台 （PowerOn Business Platform）



企业项目管理信息门户移动版 （PowerOn Mobile）



PowerOn 二次开发接口 （PowerOn API）



最佳业务实践库 （PowerOn Best Practices）



其他外围工具程序


数据采集工具（PowerOn Data Gather）



短信工具 （PowerOn Messenger）



数据导入与导出工具 （PowerOn Data Im/Export）



数据抽取、打包与上报汇总工具（PowerOn Data Packer）



其他系统接口程序 （财务、HR、PDS……）

普华公司把国内最先进的

他行业等EPC方面的丰富经验综合

的EPC工作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现

息一体化，形成了一个智慧的信息系统，

面提升，使我们公司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

——广东火电工

主要功能

应用价值 （续）

两条控制主线：
+ 进度控制线：项目主体进度、各种辅助计划的编制、审批、执行跟踪与控制。



知识沉淀与复用
改善工作流程，固化优秀的
管理模式，建立规范的业务
处理流程，实现“管理复
制”；建立完善的企业知识
积累程序，提高企业“复制
项目成功”的能力。



信息共享
所有信息与项目门户、企业
门户充分集成，还可集成其
他业务软件，减少信息孤岛

+ 费用控制线：基于费用工作表的费用跟踪与控制、精细的成本核算、赢得值管理。
八条管理副线：
+ 经营管理线：市场前期、投标报价、立项、合同、收付款、客户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等；
+ 设计管理线：工作包分解、责任分派、进度与工时统计、设计产品管理、数据接口等；
+ 采购管理线：请购、招标、采买、催交、监造、领用、租赁、结算、库管等；
+ 合同管理线：合同的招投标、合同执行、支付、变更、索赔、结算等；
+ 资源管理线：人员招聘、考勤、工资核算；材料现场管理；机具管理；
+ 质量与HSE管理线：规划、计划、检查、控制、统计、体系管理等；
+ 图档管理线：分类管理、审批流转、版本处理、竣工资料管理、借阅分发、查询等；
+ OA管理线：日常办公、沟通、资料、资产登记、知识管理等。
一个平台：
+ PBP（多项目管理基础业务平台）：基础技术平台、业务集成与协同平台、自定义开发平台；
三个门户：
+ 多项目管理门户：集团统一管控、跨区域多项目资源协调和管理
+ 项目门户：项目管理仪表盘、统计报表、信息查询等；
+ 个人信息门户：责任事项、警示告示、启动起草、邮件、即时消息等

PowerOn应用情况
普华科技长期为国内外大型的设计院、工程公司和EPC总承包商提供最专业的项目管理服务和IT
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应用实践，包括电力、石油化工、建筑交通等各行业均普遍进行PowerOn
的应用，以下是部分大型客户：
 中石化建设公司（SEI）、中国天辰、中石油华东院、山东化工设计院、上海工化院、胜利油
田设计院、四川天一科技、化十建……
 中国电建咨询总公司、华北电力设计院、西北电力设计院、中南电力设计院、河南电力设计
院、福建电力设计院、东方电气、哈尔滨电站电气、广东电力设计院、广东火电、上
海电力院、核五院……

的电力行业、化工行业和其

合到PowerOn系统中，对我们公司

现在已经实现了总部运营和项目部的信

 中南勘测设计院、上海勘测设计院、水电四局、水电十一局、水电
十二局、水电十三局、水电十四局、二滩建设、长江委设计院……
 隧道股份、上海市政院、中铝国际、电投工程、西安煤科

，从技术角度保证了我们公司信息化的全

院、长宏公路、宝钢建设总公司、大连三川、中海外经总公

先地位。

司、中交建设股份……

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 刘龙武

 北方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工大、东南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

PowerOn® PBP
——多项目管理基础业务平台
项目型企业信息化的核心平
台、是普华公司提供个性化解
决方案的核心；
通过PBP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
进行表单定制与开发，而完全
不需要做任何代码的改动。让
应用最大限度贴近客户的真实
需求。

更多Power解决方案
普华科技提供全方位项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以确保不同管理角色均能找到合适企业的应用
模式：

 PowerPiP：普华项目管理信息平台
给客户提供项目建设过程中专业而全面的项目管理业务处理方法，同时给客户提供一个将所
有项目干系人协同在一起工作的平台。
适用对象：集团公司项目管理部门、项目业主方、政府项目管理部门、项目管理公司

 PowerOn：普华项目管理集成系统
为项目型企业构建跨区域、分布式的多项目管理平台，涵盖从业务操作层、管理层、决策层
三个不同层次的实际需求，满足单项目管理、多项目管理、项目组合管理及企业集约化经营
的要求。
适用对象：设计院、工程公司、EPC总承包企业、施工总承包企业、施工单位

 PowerDocument：普华文档管理软件
提供图纸文档从文件的产生、修改、批准到修订，到最终归档的系统管理。为企业或项目提
供文档管理所有内容。
适用对象：所有工程企业或项目

PowerOn® PEP
——多项目管理信息门户
集团统一监控、跨区域多项目
精细信息反馈、项目进度执行
情况分析、项目合同执行情况
分析、项目预算成本控制情况
分析、项目资源运行状况分
析、流程审批执行、远程风险
提醒、企业知识库信息查询。

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58号 东方国际科技大厦24层（200122）
电话：021-68406841
021-58207654
021-68406038
传真：021-68406611
Email：info@powerpms.com
北京
深圳
山东
四川
西安
江苏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owerpms.com

浙江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1992-2010 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我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PowerOn、PowerOn PEP、PowerOn PBP、PowerPiP、PowerDocument均为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辽宁

河南

SPS-P-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