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5期74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完工管理系统在项目管理的作用
——以伊拉克鲁迈拉早期电站项目管理为例

蒋 峰[1] 王永庆[1] 王振和[1]

[ 摘  要 ]文章以伊拉克鲁迈拉早期电站工程项目（EPP）管理为例，介绍了完工管理系统（GoC）

的构架、原理、系统建立。实践证明，完工管理系统（GoC）可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促进工程

管理信息化向前发展，并能通过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在工程项目收尾阶段发挥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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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国际石油工程项目管理经常使用到完工管理

系统。完工管理系统软件种类很多，不同的雇主

使用的完工管理系统种类不同，比如法国道达尔

公司使用 ICAPS（Integrated Commissioning and 

Progress System）、美国埃克森美孚使用 CCMS

（Construction Completion Management System）、

马 来 西 亚 PETRONAS 使 用 PCMS（Project 

Completion Management System）、 俄 罗 斯 LU-

KOIL 使用 CMS（Completion Management System）、 

英国壳牌和英国 BP 使用 GoC（Go Completion，

完工管理）系统等。其中 GoC 系统功能最为强大，

技术比较成熟。

伊拉克鲁迈拉早期电站项目（EPP），是国际

高端石油市场最具挑战性的工程项目之一。该项目

业主是英国 BP 石油公司（BP IRAQ N.V.），合同

类型包括 FEED+EPC+2 年运行维护（另外包含安

保防护），是中石油在海外油田地面工程建设领域承

揽的全业务链工程项目。

按照合同规定，该项目管理必须使用信息管理

软件，如 Phusion 、Teambinder、GoC Database、

Maximo 以及 Acet 等，其中 GoC 系统在项目信息

化管理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作用。

二、GoC 系统概述

GoC 系统是由 QED-i 和英国 BP 石油公司共同

开发的以改进工程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数据

库软件，主要用于工程项目的完工管理。GoC 系统

提供了一种基于检测记录表（ITR）的数据库软件，

保证工程项目建造和竣工交付的技术完整性。

三、GoC 系统架构

GoC 系统主要由施工、试运、操作三部分组

成，系统通过认证 / 证书 / 记录方式跟踪管理工程

项目各项活动，详见图 1。

四、系统数据的建立

GoC 系统需要根据具体项目、具体设施、具体

设备建立数据库，步骤主要包括：

1. 在设计图纸上按工程编码要求把工程划分出

系统和子系统。

2. 在设计图纸上标记出需要检测的设备或仪表

并按规则进行编号。

3. 编制系统或子系统清单。

4. 按照设备类型，编制检查表（ITR）清单，

清单数据上传，完成 GoC 系统建立。

[1] 蒋峰，王永庆，王振和，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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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oC系统架构

5. 按照设备类型自动分配检测表（ITR），并自

动打印输出规范检查表。

6. 按照证书流程实施工程项目的完工管理（详

见图 2），最终取得系统移交证书（SH1），达到工

程完工条件。

7. 文件录入包括系统编码、设备编码、设备类

型、计划时间和竣工图。

8. 文件输出包括检查测试表、进度天际线图、

尾箱清单、移交证书和竣工文件。

9. 设立 1 名专职 GoC 系统管理员。

五、GoC 系统在 EPP 项目管理的作用

（一）实现项目管理过程一体化

图 2 GoC 证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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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 系统可根据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特征，

从项目筹建开始到项目移交与维护，进行全程跟踪

管理，并在管理过程中，充分体现设计团队、施工

团队、试运团队和运维团队的不同职能和不同权限，

分层次关注项目全生命周期，实现项目管理过程一

体化。

（二）实现全过程进度跟踪、过程动态分析 , 保

证项目质量、安全和工期受控状态

GoC 系统以工程项目进度计划作为项目管理

的主线，通过对计划完成情况的检查与分析，优化

人工、材料、设备、资金、技术等资源配备，确保

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执行完成。通过天际线报告

（skyline report，详见图 3），实施技术动态控制。

（三）工作内容提醒和自动生成工作任务清单

EPP 项目通过使用 GoC 系统，项目管理为每

个下级部门以及具体的人员分配账号和相应的权限，

大家进入自己的账号之后就能够清晰地看见当下应

该执行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流程，以

提高工作效率。

图 3 系统天际线报告

（四）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实时项目监控

工程项目的管理者可以通过 GoC 实时查看项

目的成本、进度、质量、变更、尾项、竣工资料、

安全、信息等业务详细情况，为项目完工的“三查

四定”落实和保障提供业务数据支撑。

（五）自动生成标准化工程竣工文件

GoC 系统可以自动生成标准化检查测试表、中

间移交证书、尾项清单、以及竣工文件，节省传统

编制竣工资料时间，加快项目移交。

（六）工程管理更加精准和规范

GoC 系统以设备或仪表的位号为最小单位进行

计量，通过检测表（ITR）和证书实施管理，精准

性和规范性，真正实现了工程项目信息系化管理，

为将来工程项目“数字化移交”奠定了基础。

六、结语

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工程项目“收

口”工作关键在于完工管理。伊拉克（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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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详实记载。因此，单凭履历、职务往往不能

找到最佳的采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以

事找人、以物找人、以人找人三种方式，找到事件

的最直接人员。例如在策划“建设中国第一炉”事

件采访过程中，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施工队伍主要负

责人，但采访中发现，他的工作大多是负责协调指

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缺乏了解。后来通

过他的推荐，我们找到了一位“默默无闻”的退休

技术人员，由他讲出了中国第一炉建设过程中许多

鲜为人知的精彩片段。

（三）采访过程要围绕主线灵活应对

艰苦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都有股创造历史的

自豪感，在回顾那段光辉岁月时，经常不自觉的有

所取舍、加工或偏离采访主线。遇到这种情况应采

用从开放式问题到封闭性问题的转变，循序渐进挖

掘历史细节和片段，因为细节作为记忆单元不容易

更改。口述历史的魅力，就是在一个个“小”事实

的基础上呈现出大真实。通过“聊天”，可以挖掘出

一些记忆深处极具价值的细节。对不擅言谈的老同

志，可以在预采访时提前沟通。或在正式采访时，

请公司在职领导、继任者或同事带队拜访，以拉近

彼此距离。采访时还要主动交流、活跃气氛，根据

掌握的史料适时予以启发，引导受访者详细讲述所

知所做。

（四）口述历史需要去伪存真

历史资料与当事人的相互佐证，是口述历史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关键。对于口述资料的甄别与去伪

存真，我们采取了两个方法：

1. 史料佐证

在开展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根据老同志口述

提供的事件线索，我们先后到公司档案馆、锦州市

图书馆、长春应化所、集团公司档案馆和国家图书

馆，找到了 1939 年的设计图纸、1946 年的工厂复

工建议计划、1952 年的辽西日报、1963 年的工人

日报和早期石油工业部的发文稿纸等原始资料，将

老同志记忆与表述中容易出现偏差出入的时间、数

据等信息核实修正。

2. 两个以上当事人的相互印证

例如对新中国第一块顺丁橡胶工业化生产的过

程，一些细节问题存在不同声音，为使表述的历史

更加客观准确，我们不仅采访了企业内多名参与人

员，还从第三方角度，采访了当时到企业参与橡胶

大会战的长春应化所、兰州化物所技术人员，对部

分细节进行确认，使一些关键的历史细节得以更加

完整、详细地还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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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6 页）EPP 项目采用 GoC 系统进行完工

管理，效果明显，特点突出。该完工管理系统在国

际高端市场已普遍应用，而且，西方业主非常关心

承包商是否了解 GoC 系统，并以强制性条款写在

招标文件当中，是业主选择承包商的先决条件之一。

因此，从发展战略考虑，中资企业应全面开展培训，

尽快熟悉该系统并进行研究创新，以期在国际石油

市场站稳脚跟，同时也可引领国内石油工程建设的

管理现代化快速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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