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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 项 目 启 动 （一）需

求分析 1．能够识别需求，发现问题，提出项目构思 2．能对

影响需求的因素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 #8226. 需求分析方法 （

二）可行性研究 1．能组织中小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2．能够对

可行性报告作出评价 1．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有关知识 2．项目

方案比较法 二、 项 目 计 划 （一）范围计划 能够编写项目范

围说明书及有关文件 1．成果分析方法 2．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3．项目方案识别技术 4．专家评定原则 （二）进度计划 1．

能够编制进度计划 2．能够使用项目管理软件编制进度计划 1

．网络计划编写技术知识 2．资源平衡方法 3．项目管理软件

的使用方法 （三）费用计划 1．能够编制资源计划，确定完

成项目所需要资源的种类以及每种资源的需要量 2．能够对

资源所需费用进行定量估算 3．能够编制项目预算 1．项目资

源计划的知识 2．自上而下估算法 3．自下而上估算法 4．估

算软件工具的使用方法 5．项目预算的知识 （四）质量计划 1

．能够对项目进行质量成本效益分析 2．能够制订项目质量

管理计划 1．质量成本分析的一般知识 2．质量管理的知识 3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知识 （五）人力资源管理计划 1．

能够确定项目组织中的角色、权限和职责，并制定人员配备

计划 2．能够根据人员配备计划，进行人员招聘，并明确组

织人员的报告关系 3．能够编制项目组织人员的培训计划 1．

人力资源管理知识 2．培训的知识和方法 （六）沟通计划 能



够编制沟通计划 沟通计划编制方法 （七）风险管理计划 能够

编制风险管理计划 1．风险管理计划编制方法 2．风险应对措

施开发方法 （八）采购计划 能够编制采购计划和有关文件 1

．自制和外购分析方法 2．合同类型的选择原则 3．询价知识 

（九）综合计划 能够拟订项目计划 综合平衡的原则和方法 三

、 项 目 执 行 （一）计划执行 能够指导项目计划的执行 1．

工作授权的知识 2．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知识 （二）团队建

设 1．能够组建项目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气氛 2能够

解决团队成员的矛盾和冲突，维持团队的稳定性 3．能够评

价绩效，实施激励 1．团队组建方法 2．奖励和评估的知识 3

．激励理论 4．团队成员冲突管理的方法 （三）采购 1．能够

主持招标工作 2．能够评价投标文件 3．能够审核付款申请 1

．招投标的一般知识 2．供方选择的方法 四、 项 目 控 制 （

一）范围控制 1.能够分析范围变更影响，并提出建议 2．能够

在项目变更批准时编制新的项目范围管理计划 范围变更管理

的知识 （二）变更控制 1．能够根据合同的变更，适当地更

新项目计划和其他有关文档 2．能够评价项目变更，进行权

衡，提出建议 项目整体变更管理的知识 （三）进度控制 1．

能够进行偏差分析，找出影响进度的原因 2．能够调整进度

计划 1．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知识 2．进度控制软件工具的应

用知识 （四）费用控制 1．能够进行费用偏差分析，找出原

因，采取措施 2．能够更新预算 1．费用审计的知识 2．费用

控制原理及过程 3．挣值分析知识 4．费用控制软件工具的应

用知识 （五）质量控制 1．能够对质量的偏差采取纠正和预

防措施 2．能够调整项目质量管理计划 质量控制原理及方法 

（六）沟通控制 1．能够编写项目进展报告 2．能够按沟通计



划进行通报，并能及时、准确地送达利益相关人 趋势分析法 

（七）风险控制 能够在风险发生时执行应对计划，并对风险

计划进行更新 五、 项 目 收 尾 （一）合同收尾 1．能够核实

合同的全部条件和要求是否都得到满足 2．能够组织项目交

接并正式结束合同 3．能够组织合同归档工作 合同法 合同收

尾的知识和方法 （二）管理收尾 1．能够建立完整的项目档

案 2能够组织项目组织内部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 3．能够组织

项目总结 1．项目验收的知识和方法 2．后评价的一般知识

3.4 高级项目管理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必备知识 一

、 项 目 启 动 （一）需求分析 1．能够明确项目需求 2．能够

善于与项目的利益相关人进行充分的沟通 投资分析的知识 （

二）可行性研究 1．能够组织多种项目可行性研究 2．能够对

可行性报告做出评价决策 1．项目评价的知识 2．投资环境与

法规知识 3．贸易知识 4．系统工程模型与方法的有关知识 二

项 目 计 划 （一）范围计划 1．能够创建多级项目的工作分解

结构 2．能够在多项目的管理中审核项目的范围，划分项目

之间的界面 3．能够组织编制工作分解结构词典 多项目分解

知识 （二）进度计划 能够制定多项目总进度计划，并协调各

个项目之间的进度 1．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知识与方法 2．多

项目平衡知识 （三）费用计划 1．能够审定项目资源计划、

项目估算和项目预算 2．能够进行多方案成本效益分析 3．能

够组织制定多项目的费用管理计划 项目费用管理知识 （四）

质量计划 1．能够制定项目的质量方针 2．能够指导建立项目

的质量管理体系 1．质量策划知识 2．质量改进知识 （五）人

力资源管理计划 1．能够建立项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 2．

能够确定项目团队的分工和职责 3．能够组织建立项目组织



的招聘、考核、培训和奖惩制度 1．组织理论 2．人力资源管

理理论 （六）沟通计划 1．能够制定发布信息的标准和准则 2

．能够组织建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3．能够协调项目内外重

要关系 信息管理系统的知识 （七）综合计划 1．能够组织编

制多项目的计划 2．能够制定项目计划执行的评估准则 运筹

学模型知识 （八）采购计划 能够审核项目采购计划 有关采购

法规 （九）风险管理计划 能够审核项目风险管理计划 风险预

估知识 三、 项 目 执 行 （一）计划执行 能够监督多项目的执

行情况，并协调各项目的关系 多项目管理知识 （二）质量管

理 能够对质量管理活动进行审查，并监督质量管理计划的执

行 质量审核知识 （三）团队建设 能够提高项目成员及团队的

能力 1．绩效管理知识 2．企业文化的一般知识 （四）沟通 1

．能够指导建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2．能够保证多项目之间

的信息共享，避免信息的冲突，并有效地进行传输 1．多项

目管理中的信息分发方法 2．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知识 （

五）采购 1．能够主持合同谈判 2．能够审定付款清单 3．能

够根据合同，建立项目的支付系统和规章制度 1．国际招标

方式及程序 2．合同的谈判与授予原则 四、 项 目 控 制 （一

）范围控制 1．能够分析多项目范围变更影响，并提出建议 2

．能够在范围变更批准后，指导多项目新的范围计划并修改

文件 3．能够在多项目执行过程中审查可交付成果和工作成

果 4．能够协调多项目的范围计划执行情况 多项目范围变更

控制的原则 （二）变更控制 1．能够制定项目变更控制系统 2

．能够协调多项目之间的变更 3．能够组织项目变更评价，

审定建议，并监督实施 项目整体变更原则 （三）进度控制 1

．能够指导建立进度变更控制系统 2．能够针对项目进度偏



差采取纠正措施 3．能够协调多项目的进度冲突 4．能够预测

项目进展趋势 多项目进度控制的方法 （四）费用控制 1．能

够制定费用控制系统所遵循的程序 2．能够分析成本趋势，

预测可能出现的机会和问题 3．能够评审项目的成本和费用

状况 费用控制方法 （五）质量控制 1．能够监督质量管理计

划的实施 2．能够预测项目的质量趋势 （六）沟通控制 能够

监督沟通管理计划的实施 （七）风险控制 1．能够在风险发

生时，对备用方案做出决策 2．能够预测风险的发生，并采

取相应措施 风险处置权变理论 五、 项 目 收 尾 （一）合同收

尾 1．能够评价项目的执行结果 2．能够组织合同的终止工作

3．能够对项目成果的交付做出审批，指导项目交接 合同法

知识 （二）管理收尾 能够组建项目评价小组，对项目进行评

价 项目评价技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