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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中广核集团在建核电机组



�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国在建核电机组总数全国在建核电机组总数全国在建核电机组总数全国在建核电机组总数24242424台台台台，，，，合计容量合计容量合计容量合计容量2720272027202720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

其中中广核集团其中中广核集团其中中广核集团其中中广核集团14141414台台台台，，，，合计容量合计容量合计容量合计容量1658165816581658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分别占全国在建分别占全国在建分别占全国在建分别占全国在建

总台数的总台数的总台数的总台数的58.3%58.3%58.3%58.3%，，，，总容量的总容量的总容量的总容量的60.9%60.9%60.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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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占全占全占全国国国国58.3%

812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

占全国占全国占全国占全国29.9%

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1658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

占全占全占全占全国国国国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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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2004200420042004

图例图例图例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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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中广核集团厂址分布图----2009200920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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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中广核集团职工数



中广核集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中广核集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中广核集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中广核集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



� 始终20台以上的在建机组规模：

� 20台左右的接产规模；

� 海外核电项目的突破；

� 风电装机规模1400万千瓦，综合绩效国内前五；太

阳能装机规模50万千瓦，综合绩效国内领先；

� 资产规模是2008年的两翻至三翻（6000亿元），营

业收入是2008年的两翻至三翻（900亿元），利润总

额是2008年的两翻至三翻（200亿元）。

� ……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新时期新时期新时期新时期，，，，新阶段新阶段新阶段新阶段，，，，新战略新战略新战略新战略

� 新时期新时期新时期新时期、、、、新阶段新阶段新阶段新阶段，，，，企业工作重点将企业工作重点将企业工作重点将企业工作重点将

有所转移有所转移有所转移有所转移。。。。““““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期间期间期间期间，，，，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处于开拓布局阶段处于开拓布局阶段处于开拓布局阶段处于开拓布局阶段，，，，政府管制和市场政府管制和市场政府管制和市场政府管制和市场

机会是重点机会是重点机会是重点机会是重点。。。。““““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阶段阶段阶段阶段，，，，进入进入进入进入

实施蓝图和获得价值回报阶段实施蓝图和获得价值回报阶段实施蓝图和获得价值回报阶段实施蓝图和获得价值回报阶段，，，，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和改革攻坚和改革攻坚和改革攻坚和改革攻坚

（（（（调整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会是焦点和热点会是焦点和热点会是焦点和热点会是焦点和热点。。。。



中广核集团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广核集团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广核集团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广核集团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规划

信息化五年规划目标信息化五年规划目标信息化五年规划目标信息化五年规划目标：：：：

集团信息化水平在央企总排名保持A级前五名，在

核电、风电和太阳能领域保持国内第一，成为国内企业信息

化能力的排头兵，成为国际核电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标杆。



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

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

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 干部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 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电子学习电子学习电子学习电子学习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

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 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 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合并报表合并报表合并报表合并报表 预算管理预算管理预算管理预算管理

基于信息化战略的中广核基于信息化战略的中广核基于信息化战略的中广核基于信息化战略的中广核ERPERPERPERP建设目标建设目标建设目标建设目标：：：：构建完整构建完整构建完整构建完整、、、、高效高效高效高效、、、、顺畅的集团顺畅的集团顺畅的集团顺畅的集团

清洁能源业务和经营管理清洁能源业务和经营管理清洁能源业务和经营管理清洁能源业务和经营管理 ““““统一大厦统一大厦统一大厦统一大厦””””，，，，支撑集团又好又快地发展支撑集团又好又快地发展支撑集团又好又快地发展支撑集团又好又快地发展

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 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

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 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 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 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 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

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 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 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
风电建设风电建设风电建设风电建设

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

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

风电公司风电公司风电公司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核燃料核燃料核燃料核燃料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铀业公司铀业公司铀业公司铀业公司
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

建设及建设及建设及建设及

运营运营运营运营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
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

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苏州院苏州院苏州院苏州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 水电建设水电建设水电建设水电建设

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能源公司能源公司能源公司能源公司 其他板块其他板块其他板块其他板块

核服总核服总核服总核服总广利核广利核广利核广利核



集团集团集团集团ERPERPERPERP系统覆盖了核电工程系统覆盖了核电工程系统覆盖了核电工程系统覆盖了核电工程、、、、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燃料保障核燃料保障核燃料保障核燃料保障、、、、核电研发与技术服务核电研发与技术服务核电研发与技术服务核电研发与技术服务、、、、风风风风

电建设电建设电建设电建设、、、、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司金融等业务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司金融等业务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司金融等业务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司金融等业务，，，，包含了二十多个包含了二十多个包含了二十多个包含了二十多个SAPSAPSAPSAP标准模标准模标准模标准模

块块块块，，，，是迄今为止国内企业业务覆盖范围最广是迄今为止国内企业业务覆盖范围最广是迄今为止国内企业业务覆盖范围最广是迄今为止国内企业业务覆盖范围最广、、、、应用模块最多的应用模块最多的应用模块最多的应用模块最多的ERPERPERPERP信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平台



建成的建成的建成的建成的ERPERPERPERP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单一系统架构实现了多业务之间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单一系统架构实现了多业务之间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单一系统架构实现了多业务之间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单一系统架构实现了多业务之间、、、、

多单位之间相互集成集约多单位之间相互集成集约多单位之间相互集成集约多单位之间相互集成集约，，，，目前国内企业集团层面尚无此先例目前国内企业集团层面尚无此先例目前国内企业集团层面尚无此先例目前国内企业集团层面尚无此先例。。。。

集团公司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SAP SAP 

集团协同工作平台集团协同工作平台
P3EP3E

AVEVA VPRMAVEVA VPRM

现有系统现有系统
BIMSBIMS人员卫星库人员卫星库一卡通一卡通风险评估管理系统风险评估管理系统 考勤系统考勤系统中华英才网招聘系统中华英才网招聘系统

GTMSGTMS系统系统 设计管理子系统设计管理子系统常规岛和常规岛和BOPBOP支付系统支付系统点系统点系统 土建管理系统土建管理系统运行一处管理平台运行一处管理平台
LPOMS LPOMS 运行二处管理平台运行二处管理平台HPS HPS 职业安全与风险系统职业安全与风险系统

HEMIS HEMIS 人因失效管理系统人因失效管理系统………………
财务公司用户 运营公司用户 设计公司用户 工程公司用户 研究院用户 其他公司用户

ERPERP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整体环境�建立了以SA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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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户门户门户门户门户门户门户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现有各公司门户

SAP Netweaver / PISAP Netweaver / PI

SAP DMSSAP DMS
SAP Solution SAP Solution 

ManagerManager

SAP SAP 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
SAP SAP 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 SAP SAP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SAP SAP 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SAP SAP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SAP SAP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SAP SAP 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商业智能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与数据仓库外部用户

内部用户 SAPSAP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信息总线
SAPSAP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一套主数据编码规

则。

�为信息共享、互

通打下了基础

�将对今后集团信

息化规划和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 SAPSAPSAPSAP系统和工作流无缝对接系统和工作流无缝对接系统和工作流无缝对接系统和工作流无缝对接，，，，对所有合同商务工对所有合同商务工对所有合同商务工对所有合同商务工

作实现了标准化流程化运作作实现了标准化流程化运作作实现了标准化流程化运作作实现了标准化流程化运作，，，，规范了操作规范了操作规范了操作规范了操作，，，，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了管控了管控了管控了管控，，，，降低了风险降低了风险降低了风险降低了风险

� 统一了统一了统一了统一了EPCSEPCSEPCSEPCS各板块进度管控各板块进度管控各板块进度管控各板块进度管控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实现了进度联动实现了进度联动实现了进度联动实现了进度联动，，，，强强强强

化了进度跟踪与控制化了进度跟踪与控制化了进度跟踪与控制化了进度跟踪与控制

� 搭建了物流管理平台搭建了物流管理平台搭建了物流管理平台搭建了物流管理平台（（（（物资物资物资物资

采购采购采购采购、、、、订单订单订单订单、、、、收货收货收货收货、、、、领用领用领用领用、、、、

发货全过程均在系统中完成发货全过程均在系统中完成发货全过程均在系统中完成发货全过程均在系统中完成

））））实现了库存价值管理实现了库存价值管理实现了库存价值管理实现了库存价值管理，，，，提提提提

升了物资管理水平升了物资管理水平升了物资管理水平升了物资管理水平

� 及时准确的提供公司经营与项目及时准确的提供公司经营与项目及时准确的提供公司经营与项目及时准确的提供公司经营与项目

管理核心业务数据和全面多维度管理核心业务数据和全面多维度管理核心业务数据和全面多维度管理核心业务数据和全面多维度

直观的统计分析报表直观的统计分析报表直观的统计分析报表直观的统计分析报表，，，，为公司管为公司管为公司管为公司管

理层理层理层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

合同管理合同管理合同管理合同管理

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

进度管理进度管理进度管理进度管理

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

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物资管理

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

决策支持决策支持决策支持决策支持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核电工程建设管理ERPERPERPERP系统建立了五大业务平台和一个决策支持平台系统建立了五大业务平台和一个决策支持平台系统建立了五大业务平台和一个决策支持平台系统建立了五大业务平台和一个决策支持平台，，，，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了经营与项目管理完整数据库了经营与项目管理完整数据库了经营与项目管理完整数据库了经营与项目管理完整数据库，，，，实现了项目精细化管理实现了项目精细化管理实现了项目精细化管理实现了项目精细化管理，，，，ERPERPERPERP系统已经成为系统已经成为系统已经成为系统已经成为

核电工程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核电工程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核电工程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核电工程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反应堆反应堆反应堆反应堆、、、、汽轮机汽轮机汽轮机汽轮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

与业务相关与业务相关与业务相关与业务相关人员总数人员总数人员总数人员总数 2010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
SAP操作业务的操作业务的操作业务的操作业务的人员数人员数人员数人员数

1512 1375

UPM工作流工作流工作流工作流用户数用户数用户数用户数 2010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工作流的人员数工作流的人员数工作流的人员数工作流的人员数
5912 5655

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2010年年年年8月份数据月份数据月份数据月份数据)

采购

立项

采购

订单

物料凭

证

交货

单

装箱单 发票校

验

会计凭

证

UPM工作

流审批次

数

7266 3361 25481 273 5183 4026 22806 43718

理层理层理层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项目管理层、、、、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中心与部门

运作层提供决策支持运作层提供决策支持运作层提供决策支持运作层提供决策支持
� 所有财务业务集中管理所有财务业务集中管理所有财务业务集中管理所有财务业务集中管理，，，，实现了财务实现了财务实现了财务实现了财务

与业务的结合与业务的结合与业务的结合与业务的结合，，，，提升了财务核算质量提升了财务核算质量提升了财务核算质量提升了财务核算质量

和效率和效率和效率和效率，，，，加强业务管控加强业务管控加强业务管控加强业务管控，，，，降低了财务降低了财务降低了财务降低了财务

和经营风险和经营风险和经营风险和经营风险

� 构建了公司和项目的成本控制体系构建了公司和项目的成本控制体系构建了公司和项目的成本控制体系构建了公司和项目的成本控制体系

，，，，搭建了以系统和厂房为单元的成搭建了以系统和厂房为单元的成搭建了以系统和厂房为单元的成搭建了以系统和厂房为单元的成

本控制平台本控制平台本控制平台本控制平台，，，，为成本精细化管理及为成本精细化管理及为成本精细化管理及为成本精细化管理及

公司经营报价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公司经营报价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公司经营报价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公司经营报价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业务平台



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ERPERPERPERP系统实际应用效果展示示例系统实际应用效果展示示例系统实际应用效果展示示例系统实际应用效果展示示例：：：：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工程项目

WBSWBSWBSWBS结构和项目过程成本数据展示结构和项目过程成本数据展示结构和项目过程成本数据展示结构和项目过程成本数据展示。。。。



风电公司通过实施风电公司通过实施风电公司通过实施风电公司通过实施ERPERPERPERP大大提高了其信息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其信息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其信息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其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实现了实现了实现了““““四个统一四个统一四个统一四个统一””””,ERP,ERP,ERP,ERP系系系系

统已在统已在统已在统已在65656565个风电建设项目上广泛应用个风电建设项目上广泛应用个风电建设项目上广泛应用个风电建设项目上广泛应用，，，，成为其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其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其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其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报表格式报表格式报表格式报表格式、、、、报表定义统一报表定义统一报表定义统一报表定义统一

•数据编码统一数据编码统一数据编码统一数据编码统一、、、、管控数据统一管控数据统一管控数据统一管控数据统一

•业务流程程序化业务流程程序化业务流程程序化业务流程程序化、、、、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

•风电公司与集团平台统一风电公司与集团平台统一风电公司与集团平台统一风电公司与集团平台统一•风电公司内部平台统一风电公司内部平台统一风电公司内部平台统一风电公司内部平台统一

平台统一平台统一平台统一平台统一

业务统一业务统一业务统一业务统一

数据统一数据统一数据统一数据统一

报表统一报表统一报表统一报表统一

各地财务为各地财务为各地财务为各地财务为““““单机版用友单机版用友单机版用友单机版用友””””软件软件软件软件，，，，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只能通过只能通过只能通过只能通过人人人人

工工工工导出表格导出表格导出表格导出表格，，，，然后邮件然后邮件然后邮件然后邮件手工手工手工手工传递再查看数据传递再查看数据传递再查看数据传递再查看数据。。。。

合同管理通过合同管理通过合同管理通过合同管理通过手工手工手工手工台帐处理台帐处理台帐处理台帐处理，，，，大量合同已支付金额大量合同已支付金额大量合同已支付金额大量合同已支付金额、、、、即将支付即将支付即将支付即将支付

款项通过款项通过款项通过款项通过手工手工手工手工进行检查进行检查进行检查进行检查。。。。

各项目资金计划通过人为检查判断支付时间各项目资金计划通过人为检查判断支付时间各项目资金计划通过人为检查判断支付时间各项目资金计划通过人为检查判断支付时间，，，，手工手工手工手工填写表格后填写表格后填写表格后填写表格后

邮件上报集中汇总邮件上报集中汇总邮件上报集中汇总邮件上报集中汇总，，，，各地实际情况变化更新不及时直接导致资各地实际情况变化更新不及时直接导致资各地实际情况变化更新不及时直接导致资各地实际情况变化更新不及时直接导致资

金不足或沉淀金不足或沉淀金不足或沉淀金不足或沉淀。。。。

无针对开发项目无针对开发项目无针对开发项目无针对开发项目、、、、工程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系统，，，，停留在微软停留在微软停留在微软停留在微软

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编制计划编制计划编制计划编制计划，，，，并通过专人电话沟通后并通过专人电话沟通后并通过专人电话沟通后并通过专人电话沟通后手工手工手工手工修改取得信息修改取得信息修改取得信息修改取得信息；；；；

17171717
新手新手新手新手、、、、老手老手老手老手

干的项目一个样干的项目一个样干的项目一个样干的项目一个样

地域近的地域近的地域近的地域近的、、、、远的远的远的远的

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

独资的独资的独资的独资的、、、、合资的合资的合资的合资的

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项目一个样

确保高品质的风电项目建设确保高品质的风电项目建设确保高品质的风电项目建设确保高品质的风电项目建设

与业务相关人与业务相关人与业务相关人与业务相关人员总数员总数员总数员总数（（（（不包不包不包不包括风电生产业括风电生产业括风电生产业括风电生产业务务务务）））） 2010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
SAP操作业务操作业务操作业务操作业务的人员数的人员数的人员数的人员数

232 225

UPM工作流用工作流用工作流用工作流用户数户数户数户数 2010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年应用过工作流的人员工作流的人员工作流的人员工作流的人员数数数数
805 805

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

采购

立项

采购

订单

物料

凭证

发票

校验

项目

数

项目信

息维护

次数

会计凭

证

UPM工作流
审批次数

2010年8月 3552 1409 805 256 65 4206 18087 34969

2008年8月 --- 89 --- --- 1 --- 212 ---



财务公司ERP实施已覆盖了其90%的业务，是国内首个通过SAP系统将集团

公司、成员单位、财务公司、商业银行进行系统直联的案例，成功构建了

集团各单位ERP系统与内、外部网银系统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结算支付体系

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13
日，财务公司已通过SAP系统处理
148家成员单位结算业务共132,029

笔，其中成功处理成员企业对外代理

支付业务99,869笔(通过银企直联电
子化支付渠道支付85,204笔)，贷款
业务2,776笔，存款业务10,600笔，
内部转账业务18,784笔，本外币结18,784
算总量折合超过6,758亿元人民币，
结算支付率为100%，准确率为
100% 。

通过使用SAP系统配合集团进行

资金集中管理，财务公司有效地对

33家二级成员企业进行实时的资金

计划额度管理及支付控制，集团资金

集中度日均高于95%，财务公司月
（年）末自动结帐处理1天内完成,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系统应用数据

结算笔数 贷款合同 投资合同 会计凭证 UPM工作流
审批次数

2010年8月 21120 48 58 32612 159

2008年8月 3876 31 12 1612 ---



工作执工作执工作执工作执行行行行工作执工作执工作执工作执行行行行工单批工单批工单批工单批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工单批工单批工单批工单批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
审批通审批通审批通审批通知单知单知单知单审批通审批通审批通审批通知单知单知单知单 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到项目到项目到项目到项目WBS

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创建工单，，，，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将工单分配到项目到项目到项目到项目WBS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单单单单创建创建创建创建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单单单单 技术关技术关技术关技术关闭闭闭闭技术关技术关技术关技术关闭闭闭闭
工单成本工单成本工单成本工单成本结算到结算到结算到结算到

WBS

工单成本工单成本工单成本工单成本结算到结算到结算到结算到
WBS执行成本执行成本执行成本执行成本分摊分配分摊分配分摊分配分摊分配执行成本执行成本执行成本执行成本分摊分配分摊分配分摊分配分摊分配

编制业编制业编制业编制业务计划务计划务计划务计划、、、、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计划计划计划计划项目建项目建项目建项目建立申请立申请立申请立申请 创建项目创建项目创建项目创建项目与与与与WBS

项目可项目可项目可项目可行性研行性研行性研行性研究和评究和评究和评究和评估估估估 预算编制预算编制预算编制预算编制、、、、批准后下达批准后下达批准后下达批准后下达电站异电站异电站异电站异常报告常报告常报告常报告或工作或工作或工作或工作请求请求请求请求创建工创建工创建工创建工单隔离单隔离单隔离单隔离申请申请申请申请创建工创建工创建工创建工单隔离单隔离单隔离单隔离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SRT筛选筛选筛选筛选、、、、分派通分派通分派通分派通知单知单知单知单SRT筛选筛选筛选筛选、、、、分派通分派通分派通分派通知单知单知单知单 工单准工单准工单准工单准备备备备工单准工单准工单准工单准备备备备工单排工单排工单排工单排程程程程工单排工单排工单排工单排程程程程 制作工制作工制作工制作工作隔离作隔离作隔离作隔离许可许可许可许可制作工制作工制作工制作工作隔离作隔离作隔离作隔离许可许可许可许可

IPSECIPSECIPSECIPSEC
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实施构建起一套以核电站设备资产管理为中心实施构建起一套以核电站设备资产管理为中心实施构建起一套以核电站设备资产管理为中心实施构建起一套以核电站设备资产管理为中心，，，，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业务与人业务与人业务与人业务与人////财财财财////物高度集成的标准化业务流程体系和系统解决方案物高度集成的标准化业务流程体系和系统解决方案物高度集成的标准化业务流程体系和系统解决方案物高度集成的标准化业务流程体系和系统解决方案

支撑大量核电机组接产支撑大量核电机组接产支撑大量核电机组接产支撑大量核电机组接产、、、、运营运营运营运营红沿河红沿河红沿河红沿河 宁德宁德宁德宁德 阳江阳江阳江阳江 台山台山台山台山 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 。。。。。。。。。。。。。。。。
业务的业务的业务的业务的 数据的数据的数据的数据的人员能人员能人员能人员能 系统的系统的系统的系统的

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业务流程总图业务流程总图业务流程总图业务流程总图

发发发发料料料料库存预留库存预留库存预留库存预留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印印印印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准和打印印印印 闭闭闭闭闭闭闭闭

批准承包批准承包批准承包批准承包商商商商服务工时服务工时服务工时服务工时
创建采购创建采购创建采购创建采购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创建采创建采创建采创建采购订单购订单购订单购订单 发票校发票校发票校发票校验验验验发票校发票校发票校发票校验验验验批准采批准采批准采批准采购订单购订单购订单购订单批准采购批准采购批准采购批准采购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备料备料备料备料
创建询创建询创建询创建询价价价价

录入承包录入承包录入承包录入承包商商商商服务工时服务工时服务工时服务工时
完成收货完成收货完成收货完成收货工作管理工作管理工作管理工作管理（（（（

SAP PM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
(SAP MM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SAP FICO模模模模块块块块））））SAP系统外系统外系统外系统外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预算预算预算预算（（（（
SAP PS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现金预现金预现金预现金预测测测测现金预现金预现金预现金预测测测测

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际成本分际成本分际成本分际成本分析报告析报告析报告析报告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预算与实际成本分际成本分际成本分际成本分析报告析报告析报告析报告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WCA

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WCA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许可许可许可许可
WCD

许可许可许可许可
WCD

198198198198个标准个标准个标准个标准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8888个模块的系个模块的系个模块的系个模块的系统解决方案统解决方案统解决方案统解决方案 470470470470万条主数据万条主数据万条主数据万条主数据52525252门标准的门标准的门标准的门标准的培训课程培训课程培训课程培训课程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

业务的业务的业务的业务的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 数据的数据的数据的数据的积累积累积累积累人员能人员能人员能人员能力的快力的快力的快力的快速培养速培养速培养速培养 系统的系统的系统的系统的快速部快速部快速部快速部署署署署



涵盖全集团涵盖全集团涵盖全集团涵盖全集团16家家家家单位近二单位近二单位近二单位近二万万万万人员的数据人员的数据人员的数据人员的数据。。。。最最最最

终用户分布在广东终用户分布在广东终用户分布在广东终用户分布在广东、、、、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江苏江苏江苏江苏、、、、广西广西广西广西

、、、、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辽宁辽宁辽宁辽宁、、、、湖北湖北湖北湖北、、、、内蒙古等各地内蒙古等各地内蒙古等各地内蒙古等各地，，，，是中广是中广是中广是中广

核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信息管理系统核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信息管理系统核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信息管理系统核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信息管理系统。。。。

更广更广更广更广

集团人资通过集团人资通过集团人资通过集团人资通过ERPERPERPERP的实施的实施的实施的实施，，，，建立了全集团一致的业务数据规范建立了全集团一致的业务数据规范建立了全集团一致的业务数据规范建立了全集团一致的业务数据规范，，，，满足了人资业务运满足了人资业务运满足了人资业务运满足了人资业务运

作作作作““““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及时及时及时及时、、、、准确准确准确准确、、、、可靠可靠可靠可靠””””的管理要求的管理要求的管理要求的管理要求，，，，并已成为国内应用并已成为国内应用并已成为国内应用并已成为国内应用SAPSAPSAPSAP模块最广的人模块最广的人模块最广的人模块最广的人

资系统资系统资系统资系统，，，，有效地承载了集团人资迈向人力资本管理阶段的战略转变有效地承载了集团人资迈向人力资本管理阶段的战略转变有效地承载了集团人资迈向人力资本管理阶段的战略转变有效地承载了集团人资迈向人力资本管理阶段的战略转变。。。。

更快更快更快更快

自动产生自动产生自动产生自动产生200余张报表与余张报表与余张报表与余张报表与400余张查询清单余张查询清单余张查询清单余张查询清单;  

部分统计工作耗时部分统计工作耗时部分统计工作耗时部分统计工作耗时(如人员名单清册如人员名单清册如人员名单清册如人员名单清册)从原来从原来从原来从原来

3-5天天天天缩短到缩短到缩短到缩短到0.5小时小时小时小时之内之内之内之内。。。。

更精细更精细更精细更精细

梳理了梳理了梳理了梳理了1700多个多个多个多个组织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单位（（（（细化到了班组细化到了班组细化到了班组细化到了班组）。）。）。）。同同同同

时设计了时设计了时设计了时设计了400多个多个多个多个人事信息字段可以满足各方面精人事信息字段可以满足各方面精人事信息字段可以满足各方面精人事信息字段可以满足各方面精

细化管理的需要细化管理的需要细化管理的需要细化管理的需要。。。。



商务商务商务商务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

BIBIBIBI

数数数数

据据据据

汇汇汇汇

管理驾驶舱管理驾驶舱管理驾驶舱管理驾驶舱

财务主题财务主题财务主题财务主题（（（（15151515）））） 安全主题安全主题安全主题安全主题（（（（5555））））净资产收净资产收净资产收净资产收益率益率益率益率 总资产报总资产报总资产报总资产报酬率酬率酬率酬率
总资产周总资产周总资产周总资产周转率转率转率转率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率率率率

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收入总额收入总额收入总额收入总额 20202020万工时万工时万工时万工时事故率事故率事故率事故率核电核电核电核电IOE/LOE IOE/LOE IOE/LOE IOE/LOE 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营业利润营业利润营业利润营业利润率率率率 成本费用成本费用成本费用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率利润率利润率盈盈盈盈利利利利能能能能力力力力资资资资产产产产质质质质量量量量偿偿偿偿债债债债能能能能力力力力 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安全总体安全总体安全总体安全总体指标指标指标指标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总总总总资产资产资产资产
集团职业安集团职业安集团职业安集团职业安全指标全指标全指标全指标 核电站集核电站集核电站集核电站集体辐射剂体辐射剂体辐射剂体辐射剂量量量量流动比流动比流动比流动比率率率率

营运主题营运主题营运主题营运主题（（（（9999））））在运核电装在运核电装在运核电装在运核电装机容量机容量机容量机容量
人均净利人均净利人均净利人均净利润润润润发电量发电量发电量发电量////上上上上网电量网电量网电量网电量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建建建建

人均收入人均收入人均收入人均收入机组能力机组能力机组能力机组能力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电价电价电价电价
在建核电装在建核电装在建核电装在建核电装机容量机容量机容量机容量非计划自动非计划自动非计划自动非计划自动紧急停堆次紧急停堆次紧急停堆次紧急停堆次数数数数

为支持集团管理决策为支持集团管理决策为支持集团管理决策为支持集团管理决策，，，，设计了以设计了以设计了以设计了以BIBIBIBI管理驾驶舱进行管理驾驶舱进行管理驾驶舱进行管理驾驶舱进行

展现的五大主题共展现的五大主题共展现的五大主题共展现的五大主题共37373737个关键指标个关键指标个关键指标个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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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数据仓库数据仓库数据仓库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抽抽抽抽取取取取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维护维护维护维护物料管理物料管理物料管理物料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汇汇汇汇

总总总总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人力主题人力主题人力主题人力主题（（（（6666））））

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增长率增长率增长率资本保值资本保值资本保值资本保值增值率增值率增值率增值率 现金流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
总人数总人数总人数总人数人均工资人均工资人均工资人均工资 关键岗位空关键岗位空关键岗位空关键岗位空缺比例缺比例缺比例缺比例管理人员比管理人员比管理人员比管理人员比例例例例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资金集中资金集中资金集中资金集中度度度度力力力力经经经经营营营营增增增增长长长长资资资资金金金金状状状状况况况况
人工成本利人工成本利人工成本利人工成本利润率润率润率润率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建建建建设指标设指标设指标设指标（（（（进进进进度和成本度和成本度和成本度和成本））））
科技主题科技主题科技主题科技主题（（（（2222））））科技投入科技投入科技投入科技投入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核电专利核电专利核电专利核电专利数数数数、、、、版权版权版权版权数和成果数和成果数和成果数和成果数数数数



以核电工程公司以核电工程公司以核电工程公司以核电工程公司ERPERPERPERP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推广推广推广推广

扩展的实施策略扩展的实施策略扩展的实施策略扩展的实施策略，，，，可以实现后续工程项目可以实现后续工程项目可以实现后续工程项目可以实现后续工程项目ERPERPERPERP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

� 核电工程管理部署方案核电工程管理部署方案核电工程管理部署方案核电工程管理部署方案：

在工程总承包方式的公司，

按照现有标准的核电工程

项目结构（WBS）进行快

速推广复制，核电工程项

目开展到那，ERP系统就

配置到那里，目前已经在

岭东、红沿河、宁德、阳

核电工程ERP系统可以基于核电工程ERP标准模板，

在新核电项目进行标准化快速部署，每个项目的系

统部署时间在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以内

�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 �陆丰陆丰陆丰陆丰 �咸宁咸宁咸宁咸宁 �芜湖芜湖芜湖芜湖

岭东、红沿河、宁德、阳

江、防城港、陆丰、咸宁、

岭澳三期 项目上应用、

同时正在研究非工程总承

包方式下的核电工程管理

ERP方案（台山一期项

目）；

�22222222�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ERPERPERPERP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



以核电运营公司以核电运营公司以核电运营公司以核电运营公司ERPERPERPERP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推推推推

广应用的实施策略广应用的实施策略广应用的实施策略广应用的实施策略，，，，可以实现后续投产电站可以实现后续投产电站可以实现后续投产电站可以实现后续投产电站ERPERPERPERP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

� 核电生产管理解决方案核电生产管理解决方案核电生产管理解决方案核电生产管理解决方案：

以运营公司正在实施的核

电SAP/PWC模板为基础，

包含SAP的财务管理

（FICO）、库存采购

（MM）、工厂维护（PM）、

清场隔离（WCM）、项目

管理（PS）、文档管理

核电运营ERP系统可以基于核电运营ERP标准模板，

在新的核电基地进行标准化适应性部署，每个基地

的系统部署时间在6666个月个月个月个月以内

�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防城港 �阳江阳江阳江阳江 �红沿河红沿河红沿河红沿河 �宁德宁德宁德宁德

管理（PS）、文档管理

（DMS）、商务智能（BI）

形成核电生产管理标准解

决方案，在集团核电基地

进行应用复制推广，目前

台山公司、阳江公司、红

沿河、宁德公司都按照此

思路和策略开展了前期实

施准备，其他核电基地也

按照此策略进行复制推广

�23232323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



以风电公司以风电公司以风电公司以风电公司ERPERPERPERP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实施成果和方案模板为基础，，，，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采用翻版复制、、、、推广推广推广推广

应用的实施策略应用的实施策略应用的实施策略应用的实施策略，，，，可以实现后续风电项目可以实现后续风电项目可以实现后续风电项目可以实现后续风电项目ERPERPERPERP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系统的快速部署。。。。

� 风电项目解决方案风电项目解决方案风电项目解决方案风电项目解决方案：

以风电公司已经实施的

SAP系统为标准，在新开

发的风电项目上复制推广

和应用，支持风电项目建

设和后续运行的业务需要。

目前已经上线了65个风电

�吉木乃吉木乃吉木乃吉木乃 �民勤民勤民勤民勤 �阿拉善阿拉善阿拉善阿拉善 �上川岛上川岛上川岛上川岛

风电项目ERP系统可以基于风电项目ERP标准模板，

进行标准化快速部署，每个项目部署时间在1111个月个月个月个月以

内

项目，后续可实现按照每

年20个单位的速度进行标

准化部署

�24242424�风电项目风电项目风电项目风电项目ERPERPERPERP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标准模板



建成的建成的建成的建成的ERPERPERPERP系统特别适合于多数据的积累系统特别适合于多数据的积累系统特别适合于多数据的积累系统特别适合于多数据的积累、、、、多空间的运作多空间的运作多空间的运作多空间的运作、、、、多业务多业务多业务多业务

的协同的协同的协同的协同，，，，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战略转型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战略转型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战略转型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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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两个战略型转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两个战略型转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两个战略型转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广核的两个战略型转变：：：：

•从单基地从单基地从单基地从单基地、、、、单项目单项目单项目单项目、、、、单产业单产业单产业单产业、、、、单行业向多基单行业向多基单行业向多基单行业向多基

地地地地、、、、多项目多项目多项目多项目、、、、多产业多产业多产业多产业、、、、多行业的转变多行业的转变多行业的转变多行业的转变。。。。

•从单纯的生产建设型向生产从单纯的生产建设型向生产从单纯的生产建设型向生产从单纯的生产建设型向生产、、、、建设建设建设建设、、、、经营和经营和经营和经营和

资本运作型的转变资本运作型的转变资本运作型的转变资本运作型的转变。。。。



4444年前我集团的信息系统状况就如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程度年前我集团的信息系统状况就如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程度年前我集团的信息系统状况就如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程度年前我集团的信息系统状况就如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程度：：：：还停还停还停还停

留在信息孤岛和专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上留在信息孤岛和专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上留在信息孤岛和专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上留在信息孤岛和专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上。。。。显然显然显然显然，，，，它无法支撑集团的战略转型它无法支撑集团的战略转型它无法支撑集团的战略转型它无法支撑集团的战略转型

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ERPERPERPERP建设开始前信息系统状况建设开始前信息系统状况建设开始前信息系统状况建设开始前信息系统状况

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设计管理子系设计管理子系 采购管理子系采购管理子系 进度计划子系进度计划子系 投资控制子系投资控制子系 施工管理子系施工管理子系决策子系统（统计系统）决策子系统（统计系统）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IMS

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ERPERPERPERP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

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实施前的信息系统状况

P3E

安全技术顾问日志系统工作许可证延期管理备件信息查询 LPOMS运行二处历史数据
供应商评价系统采购不到或即将停产备件跟踪系统工作票备件采购跟踪系统 工作票信息辐射防护承包商管理系统大修网优化 查询MAP网站

仓库异常单系统仓库验收统计系统 采购澄清系统人员信息审计管理系统 约约约约120120120120多套信息系统多套信息系统多套信息系统多套信息系统

企企企企业业业业信信信信息息息息门门门门户户户户
EIP

外部网外部网
内部信息平台内部信息平台

理子系统理子系统 理子系统理子系统 划子系统划子系统 制子系统制子系统 理子系统理子系统质保管理子系统质保管理子系统 合同管理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 安全管理子系统安全管理子系统 培训管理子系统培训管理子系统 文档管理子系统文档管理子系统
基础办公平台基础办公平台基础办公平台基础办公平台

OA子系统OA子系统 财务系统（金蝶）财务系统（金蝶） e-HR系统e-HR系统审计子系统审计子系统
物资管理子系统物资管理子系统 调试子系统调试子系统执照申请子系统执照申请子系统 …..…..

……

LPMPT长期未执行工作票跟踪系统 COMIS

(OAMS)

FAMIS

(FIS)

一核CBA 二核CBA三核CBA

DAMI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COL提供设备等信息

AMS

反写信息
AEPS电子拣选相关信息

文件升版控制条目信息进入DAMI

群堆管理程序数据库系统 电子文件生成系统I

DAMI结果送入结果写入DAMI调用DAMI

IPM 生产计划管理平台I

4、5级票跟踪系统I

PTMS

COL为COMIS提供授权服务 操纵员日志 运行电子日志系统EFS 事件单信息读主要操作信息 ENTEK

PDM
RCM 提供数据 提供数据设备信息

TEF指标查询系统取功能位置
日常CM票实时查询段 工作申请查询模块调用申请票隔离票信息PUM

事件单 仪表校验单管理系统 重复性维修管理系统MIC备件查询工作票、功能位置等图数项目维修培训授权
MIC大修工作管理 MIC工作票监控申请票、隔离票查询 历史数据申请票、隔离票工作票信息状态回写工作票信息状态回写

TEM

PDM

是IPM的子系统TEM网站程序号 BPM业务流管理系统程序编码等信息设备等信息 相关信息物资替代项目管理系统 SPC

管理系统 查询
CIS 人员信息MAP网站 工作票信息

功能位置、技术参数、备件和非COLSED状态的工作票信息等文件基本信息
FPIS

程序数据库
EDA技术不同点 仪表鉴定证书管理系统化学管理系统电站计量信息系统能量统计系统 放射源管理系统放射物排放管理系统

振动分析信息系统 任务督办系统



当初ERP建设的策划方案：“三纵四横一统一”



“创新不是数量上

的增加，而是质的

变化，是革命性变

化。”

中广核的发展必须靠创新才能实现中广核的发展必须靠创新才能实现中广核的发展必须靠创新才能实现中广核的发展必须靠创新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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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不管你把多大数量

的驿站马车或邮车

连续相加，也绝不

能得到一条铁路。”



深圳地铁深圳地铁深圳地铁深圳地铁，，，，对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对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对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对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



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是否已经开始改变城市的出行模式是否已经开始改变城市的出行模式是否已经开始改变城市的出行模式是否已经开始改变城市的出行模式？？？？



巴黎地铁巴黎地铁巴黎地铁巴黎地铁！！！！它与深圳地铁相比显然已经不只它与深圳地铁相比显然已经不只它与深圳地铁相比显然已经不只它与深圳地铁相比显然已经不只

是线路数量的多少了是线路数量的多少了是线路数量的多少了是线路数量的多少了



1111））））不支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支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支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支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战略；；；；2222））））与其它交通方与其它交通方与其它交通方与其它交通方

式式式式（（（（机场机场机场机场、、、、火车火车火车火车、、、、公交等公交等公交等公交等））））的规划不配套的规划不配套的规划不配套的规划不配套、、、、不衔接不衔接不衔接不衔接；；；；3333））））

各条线路之间不能换乘各条线路之间不能换乘各条线路之间不能换乘各条线路之间不能换乘；；；；4444））））各条线路轨距各条线路轨距各条线路轨距各条线路轨距、、、、车辆车辆车辆车辆、、、、控控控控

制手段不同制手段不同制手段不同制手段不同，，，，车辆不能调剂和互为备用车辆不能调剂和互为备用车辆不能调剂和互为备用车辆不能调剂和互为备用。。。。5555））））各条线路各条线路各条线路各条线路

独立运营独立运营独立运营独立运营，，，，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

假如深圳后续的地铁线路都是数量的简单增加假如深圳后续的地铁线路都是数量的简单增加假如深圳后续的地铁线路都是数量的简单增加假如深圳后续的地铁线路都是数量的简单增加，，，，即都是独自设计即都是独自设计即都是独自设计即都是独自设计、、、、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鉴于下述原因深圳将永远达不到巴黎那样的城市水准鉴于下述原因深圳将永远达不到巴黎那样的城市水准鉴于下述原因深圳将永远达不到巴黎那样的城市水准鉴于下述原因深圳将永远达不到巴黎那样的城市水准

独立运营独立运营独立运营独立运营，，，，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信息无法共享，，，，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无法有效预见客流高峰，，，，

及时调整运力及时调整运力及时调整运力及时调整运力。。。。6666））））调度无法集中调度无法集中调度无法集中调度无法集中，，，，站场不能共用站场不能共用站场不能共用站场不能共用，，，，司司司司

乘人员不能通用乘人员不能通用乘人员不能通用乘人员不能通用，，，，维修设施和资源不能共享维修设施和资源不能共享维修设施和资源不能共享维修设施和资源不能共享；；；；……………………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SAPSAPSAPSAP系统的实施就如构筑城市轨道交通网系统的实施就如构筑城市轨道交通网系统的实施就如构筑城市轨道交通网系统的实施就如构筑城市轨道交通网，，，，需要有关各方统筹整体线网布局和建设规划需要有关各方统筹整体线网布局和建设规划需要有关各方统筹整体线网布局和建设规划需要有关各方统筹整体线网布局和建设规划，，，，

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各条轨道线路既要独立解决其客流运载需求各条轨道线路既要独立解决其客流运载需求各条轨道线路既要独立解决其客流运载需求各条轨道线路既要独立解决其客流运载需求，，，，又要做好各轨道之间的又要做好各轨道之间的又要做好各轨道之间的又要做好各轨道之间的

换乘接驳换乘接驳换乘接驳换乘接驳，，，，还要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还要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还要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还要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才能充分发挥整体效应才能充分发挥整体效应才能充分发挥整体效应才能充分发挥整体效应，，，，支撑整体战略支撑整体战略支撑整体战略支撑整体战略。。。。

SAPSAPSAPSAP功能模块集成示意图功能模块集成示意图功能模块集成示意图功能模块集成示意图



ERPERPERPERP\\\\SAPSAPSAPSAP的特性恰好既适合上述业务要求的特性恰好既适合上述业务要求的特性恰好既适合上述业务要求的特性恰好既适合上述业务要求:SAP:SAP:SAP:SAP标标标标

准模块主要针对业务运作和业务管理而设计准模块主要针对业务运作和业务管理而设计准模块主要针对业务运作和业务管理而设计准模块主要针对业务运作和业务管理而设计

BPC 预算管理

FM 基金管理

IM 投资管理

ESS 员工自助

E_Learning 电子学习

BCS 报表合并

WCM 清场隔离

WEC 工作效率组件

FI 财务管理

CO 成本管理

HR 人资管理

MM 物料管理

PS 项目管理

PM 工厂维护

WM 仓储管理

DMS 文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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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对象：业务，而不是政策和要求。

� 擅长的管理内容：业务流程处理和业务数据分析，而不是电子办公和文件存档。

� 管理主体：业务用户，而不是职能用户。

� ERP中的组织或岗位，必须有产生业务数据或业务责任的环节！

WEC 工作效率组件

OM 电厂运行管理

BI 商务智能

DMS 文档管理

QM 质量管理

FSCM 财务供应链



� 再好的文章，不是通用文字，只能局限于“信息孤岛”内传播。

� SAP软件通过后台总体设计，使各个功能模块在数据交换和信息汇总方面是融

会贯通的，效果类似于统一了“语言、文字、文种、文法、修辞规则”等；

� 实施SAP就是根据SAP的“行文规则”，组织创作“人人都能够阅读”的文章：

ERPERPERPERP\\\\SAPSAPSAPSAP的特性也恰好适合上述集约和共享要求的特性也恰好适合上述集约和共享要求的特性也恰好适合上述集约和共享要求的特性也恰好适合上述集约和共享要求::::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把实施把实施把实施把实施

SAPSAPSAPSAP比为写文章比为写文章比为写文章比为写文章，，，，SAPSAPSAPSAP软件可以发挥出软件可以发挥出软件可以发挥出软件可以发挥出 ““““通用文字通用文字通用文字通用文字””””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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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散文、诗歌……；

� 好文章是优秀才子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进行提炼和升华，通过复杂的智

力劳动精心创作出来的；

� 国内目前各类“作品”不少，好“文章”不多。



� 实施SAP就是把需要信息化的业务“镶嵌”在SAP模块群中。

� 因此，SAP的实施是一个把业务与IT技术“揉和”在一起的创造

和创新过程。

实施实施实施实施ERPERPERPERP\\\\SAPSAPSAPSAP的本质的本质的本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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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业务结果的责任者亲自主导这一创新过程，其实施效果才

会有保证。

� “交钥匙工程”是ERP实施的大忌！



由由由由““““孤岛孤岛孤岛孤岛””””到到到到““““集成集成集成集成””””再到再到再到再到““““集约集约集约集约””””，，，，建成建成建成建成““““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



集约统一的系统架构还可以使得集团统一设计的组织、数据、流程等规范

得以“不动声色”地嵌入成员企业的系统中，从此管控需求“水到渠成”

主数据统一主数据统一主数据统一主数据统一 财务流程统一财务流程统一财务流程统一财务流程统一整体组织架构统一整体组织架构统一整体组织架构统一整体组织架构统一

集团公司通过集中

设计，共设计了八

十七个通用性的财

务流程。

统一了公司代码，

控制区域，功能范

围，等10大组织架

构。

统一了会计科目表，

客户编码等17类主数

据。



信息科技应用的未来展望信息科技应用的未来展望信息科技应用的未来展望信息科技应用的未来展望----2012201220122012，，，，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巴黎地铁巴黎地铁巴黎地铁巴黎地铁””””，，，，

最好有最好有最好有最好有““““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上海地铁””””为基础为基础为基础为基础，，，，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公司博客网络电话
语音通信和呼叫中心语音识别文语转换/ 言语合成

SOAWikis
XBRL

4G
内部网络服务播客 模型驱动方法

P2P
公司语义网页桌面搜索业务规则引擎真正简单连锁

平板电脑 BPM手写识别 网状网络传感器
量子计算 DNA 逻辑 微型燃料电池

有机光散发设备 802.16.2004WiMAX
可信赖计算组

增强现实
缩写关键字4G 第四代ASP 应用服务提供商BPM 业务流程管理P2P 点对点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SOA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VoiP 互联网语音传输协议WiMAX 全球微波接入互通XBRL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视频会议

网络收集智能 文本挖掘
预测市场

P2P网络电话Linux 在桌面上为主流企业用户电子墨水/数字文件
互联网小额付款 位置感知应用

BPM套装
网格计算服务软件/ASP技术

碳纳米管
生物特征用户识别RFID(被动) 喷墨打印机制造

使能商业模式
业务流程网络生物识别身份证明文件



构建信息化企业构建信息化企业构建信息化企业构建信息化企业，，，，是新时期的是新时期的是新时期的是新时期的

企业发展方向企业发展方向企业发展方向企业发展方向，，，，是顺利实现企是顺利实现企是顺利实现企是顺利实现企

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业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面对信息化建设的新使命面对信息化建设的新使命面对信息化建设的新使命面对信息化建设的新使命、、、、新挑新挑新挑新挑

战战战战，，，，企业企业企业企业CIOCIOCIOCIO面临着转型的考验面临着转型的考验面临着转型的考验面临着转型的考验



委任状委任状委任状委任状--------““““真真真真CIOCIOCIOCIO””””的起码标志的起码标志的起码标志的起码标志！！！！

CIOCIOCIOCIO是企业战略高管是企业战略高管是企业战略高管是企业战略高管，，，，不不不不

是项目经理是项目经理是项目经理是项目经理，，，，更不是更不是更不是更不是

包工头包工头包工头包工头

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只有真只有真只有真只有真CIOCIOCIOCIO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从组织上讲，，，，只有真只有真只有真只有真CIOCIOCIOCIO

才存在转型问题才存在转型问题才存在转型问题才存在转型问题；；；；

仅仅仅仅仅仅仅仅““““被被被被CIOCIOCIOCIO””””并不是真并不是真并不是真并不是真

正的正的正的正的CIOCIOCIOCIO



一一一一、、、、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才才才

能准确识别并引领企业能准确识别并引领企业能准确识别并引领企业能准确识别并引领企业

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的战略方向



建议1：将“把中广核构建成为信息化信息化

企业企业”作为我集团的战略目标之一

，作为达到“国际一流”的标志之

一。

在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建议在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建议在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建议在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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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议2：将“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从企业职能战略

提升到企业整体战略的高度



战略转型战略转型战略转型战略转型……………………

� 前五年，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做“排头兵、领头羊、生力军”，

并为此“东征西伐”，战功卓著。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是“打

江山、闹革命”---创业的行家里手。

� 下个五年，我们已经是“排头兵、领头羊、生力军”了，如

今更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如何“治理好江山” 。历史告诉我们

“坐江山”（创新/创优）比“打江山”更复杂、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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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作好当“领头羊”的心理准备了吗？我们还准备用过去

“打仗”的那些套路来应付新时期、新阶段的角色？

当年竞争的是短板当年竞争的是短板当年竞争的是短板当年竞争的是短板，，，，如今决胜的是长板如今决胜的是长板如今决胜的是长板如今决胜的是长板！！！！过去是分兵把守过去是分兵把守过去是分兵把守过去是分兵把守，，，，

前线各自为战前线各自为战前线各自为战前线各自为战，，，，前方将士决定生死前方将士决定生死前方将士决定生死前方将士决定生死；；；；如今信息时代是超越时如今信息时代是超越时如今信息时代是超越时如今信息时代是超越时

空的立体战争空的立体战争空的立体战争空的立体战争，，，，可以运筹帷幄可以运筹帷幄可以运筹帷幄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决胜千里决胜千里决胜千里，，，，信息完整信息完整信息完整信息完整、、、、全局全局全局全局

部署决定成败部署决定成败部署决定成败部署决定成败！！！！



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从职能战略提升到整体战略从职能战略提升到整体战略从职能战略提升到整体战略从职能战略提升到整体战略

� 借助信息化实现调整业务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仅靠职能

战略无法实现！

� 组织变革的“机会”仅靠“职能战略”无法敏锐感觉和有

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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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识别。

� 对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战略的全面支撑仅靠“职能战

略”无法实现。

� 构建“信息化企业”，仅靠“职能战略”更无法实现。



……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

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

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

好的反面教材：即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

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

当年当年当年当年，，，，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

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

国经济日见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

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

……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

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

《《《《《《《《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33333333章章章章，（，（，（，（英英英英））））马丁马丁马丁马丁章章章章，（，（，（，（英英英英））））马丁马丁马丁马丁........雅克雅克雅克雅克雅克雅克雅克雅克



1793年9月，遵从英王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团长英

国公使马戛（JIA）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

事贸易。

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

令：“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

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

当年当年当年当年，，，，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

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

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

益。”((((《《《《明史明史明史明史••••职官志职官志职官志职官志》》》》：：：：““““诰敕诰敕诰敕诰敕，，，，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六品至九品敕命六品至九品敕命六品至九品敕命六品至九品敕命。。。。””””

清承明制清承明制清承明制清承明制，，，，诰敕的使用基本相同诰敕的使用基本相同诰敕的使用基本相同诰敕的使用基本相同))))

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写到“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

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

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

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

““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他在位六十年，，，，，，，，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继康熙、、、、、、、、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雍正之后，，，，，，，，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为加强封建专制

统治统治统治统治统治统治统治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都作了重大的努力，，，，，，，，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

当年当年当年当年，，，，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

历史又是无情的历史又是无情的历史又是无情的历史又是无情的：：：：正是乾隆正是乾隆正是乾隆正是乾隆，，，，还是其后的嘉庆和道光皇还是其后的嘉庆和道光皇还是其后的嘉庆和道光皇还是其后的嘉庆和道光皇

帝帝帝帝，，，，都没有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导致的都没有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导致的都没有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导致的都没有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导致的

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给予足够的关注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给予足够的关注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给予足够的关注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也因而痛失工中国也因而痛失工中国也因而痛失工中国也因而痛失工

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使整个中国的一部近代史成为中国使整个中国的一部近代史成为中国使整个中国的一部近代史成为中国使整个中国的一部近代史成为中国

人民饱受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人民饱受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人民饱受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人民饱受屈辱和苦难的历史。。。。

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了全盛期。。。。。。。。””””””””

《《《《《《《《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第十卷第十卷第十卷第十卷，，，，第第第第第十卷第十卷第十卷第十卷，，，，第第第第1818181818181818册册册册册册册册



中广核会错失信息革命的机遇吗？中广核会错失信息革命的机遇吗？

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信息社会

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面对工业革命的敲门，，，，，，，，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乾隆皇帝下

达了达了达了达了达了达了达了达了““““““““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闭关自守””””””””的敕令的敕令的敕令的敕令；；；；如今如今如今如今的敕令的敕令的敕令的敕令；；；；如今如今如今如今，，，，，，，，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面对新

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

如今如今如今如今，，，，……………………

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世纪全球信息化的再一次叩门，，，，，，，，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中广核的

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宣言会是怎样的呢？？？？？？？？



二二二二、、、、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战略需求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战略需求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战略需求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战略需求

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集团战略和经营分析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及决策支持
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核电工程 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培训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组织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薪资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发展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电子学习电子学习电子学习电子学习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集团人资管理 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财务会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结算业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管理会计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员工自助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管理合并报表合并报表合并报表合并报表预算管理预算管理预算管理预算管理

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 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合营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岭澳公司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核电新项目前期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红沿河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岭东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阳江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防城港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咸宁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陆丰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宁德公司风电建设风电建设风电建设风电建设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
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统一系统架构和平台风电公司风电公司风电公司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甘肃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内蒙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吉林风电公司。。。。。。。。。。。。核燃料核燃料核燃料核燃料保障保障保障保障铀业公司铀业公司铀业公司铀业公司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建设及建设及建设及建设及运营运营运营运营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公司 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科研及共用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苏州院苏州院苏州院苏州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北京分院 水电建设水电建设水电建设水电建设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及运营能源公司能源公司能源公司能源公司 其他板块其他板块其他板块其他板块核服总核服总核服总核服总广利核广利核广利核广利核



三三三三、、、、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

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并与并与并与并与CEOCEOCEOCEO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



三三三三、、、、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才能有效介入到企业集团

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的日常运作中，，，，并与并与并与并与CEOCEOCEOCEO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良好的沟通



集团公司集团公司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总经理总经理总经理总经理部部部部
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

信息化规划

重大项目协调与决策

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策

组织、计划、资源决策

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集团发展战略领导小组集团发展战略领导小组集团发展战略领导小组集团发展战略领导小组
信息化政策决策

首席信息官首席信息官首席信息官首席信息官

CIOCIOCIOCIO

四四四四、、、、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会关注并着手建立系统的才会关注并着手建立系统的才会关注并着手建立系统的才会关注并着手建立系统的

信息化治理体系信息化治理体系信息化治理体系信息化治理体系

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集团公司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集团公司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集团公司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集团公司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

谋划、规划、计划、组织

指导、协调、检查、考核

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集团信息技术中心

对集团外部

工作联系与交流

集团核心业务专业化公司集团核心业务专业化公司集团核心业务专业化公司集团核心业务专业化公司

（（（（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

集团电力控股业主公司集团电力控股业主公司集团电力控股业主公司集团电力控股业主公司

（（（（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

集团其它财务管控公司集团其它财务管控公司集团其它财务管控公司集团其它财务管控公司

（（（（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

流程优化、需求设计、组织实施、推广应用、反馈改进 系统运维、安全保障、技术服务

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

（（（（集团信息技术专业化服务机构集团信息技术专业化服务机构集团信息技术专业化服务机构集团信息技术专业化服务机构））））

集团信息化专家库集团信息化专家库集团信息化专家库集团信息化专家库 专项评审与专家建议



中广核集团信息化管理政策（10条）



构建三层次集团信息化管理控制流程体系构建三层次集团信息化管理控制流程体系构建三层次集团信息化管理控制流程体系构建三层次集团信息化管理控制流程体系



�借鉴国内外借鉴国内外借鉴国内外借鉴国内外

电力行业及信电力行业及信电力行业及信电力行业及信

息技术领域相息技术领域相息技术领域相息技术领域相

关信息技术标关信息技术标关信息技术标关信息技术标

准体系架构准体系架构准体系架构准体系架构，，，，

参照参照参照参照COBITCOBITCOBITCOBIT、、、、

ISO27001ISO27001ISO27001ISO27001、、、、

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技术标准体系

ISO27001ISO27001ISO27001ISO27001、、、、

CMMiCMMiCMMiCMMi和和和和

ISO20000ISO20000ISO20000ISO20000等标等标等标等标

准体系准体系准体系准体系，，，，结合结合结合结合

中广核集团多中广核集团多中广核集团多中广核集团多

年的实践积累年的实践积累年的实践积累年的实践积累

，，，，构建了中广构建了中广构建了中广构建了中广

核集团信息技核集团信息技核集团信息技核集团信息技

术标准体系术标准体系术标准体系术标准体系



以“服务套

餐、充分共

享、自主点

菜、市场计

价、考核调

运维运维运维运维：：：：服务套餐服务套餐服务套餐服务套餐，，，，自主点菜自主点菜自主点菜自主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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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各方共

赢”为原则

建立中广核

集团信息化

内部交易市

场化机制



投资：集中投资，有偿租用

� 中广核集团结合自身信息化组织治

理架构的特点，积极探索“集中投

资有偿使用”的集团信息化投资机

制，2008年制定发布了《集团信息

化建设集中投资与有偿使用管理暂

行规定》。目前已按此规定执行的

项目有：ERP硬件平台、UPM工作流

硬件和系统软件平台、集团协同办

公信息系统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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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工作的总体定位信息化工作的总体定位信息化工作的总体定位信息化工作的总体定位：：：：

以集团信息化以集团信息化以集团信息化以集团信息化““““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的相关要求为指导规划的相关要求为指导规划的相关要求为指导规划的相关要求为指导，，，，以提升集团核以提升集团核以提升集团核以提升集团核

电多基地电多基地电多基地电多基地、、、、多机组接产和运营能力为战略重点多机组接产和运营能力为战略重点多机组接产和运营能力为战略重点多机组接产和运营能力为战略重点，，，，以核电运营以核电运营以核电运营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系统上系统上系统上系统上

线应用以及后续新基地线应用以及后续新基地线应用以及后续新基地线应用以及后续新基地ERPERPERPERP推广实施为主线推广实施为主线推广实施为主线推广实施为主线，，，，在前期在前期在前期在前期ERPERPERPERP实施和深化应实施和深化应实施和深化应实施和深化应

用的基础上形成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和快速部署能力用的基础上形成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和快速部署能力用的基础上形成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和快速部署能力用的基础上形成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和快速部署能力，，，，着着着着

力提升系统高可用条件下的力提升系统高可用条件下的力提升系统高可用条件下的力提升系统高可用条件下的ITITITIT运维能力和服务水平运维能力和服务水平运维能力和服务水平运维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各上线单建立健全各上线单建立健全各上线单建立健全各上线单

位的系统用户培训上岗与授权管理体系位的系统用户培训上岗与授权管理体系位的系统用户培训上岗与授权管理体系位的系统用户培训上岗与授权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完善适应集团信进一步优化完善适应集团信进一步优化完善适应集团信进一步优化完善适应集团信

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

信息化工作纳入集团统一的计划信息化工作纳入集团统一的计划信息化工作纳入集团统一的计划信息化工作纳入集团统一的计划、、、、

预算和绩效管理联动体系预算和绩效管理联动体系预算和绩效管理联动体系预算和绩效管理联动体系

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息化新环境、、、、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新形势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

七大战略焦点七大战略焦点七大战略焦点七大战略焦点（（（（DDDD）：）：）：）：

1111、、、、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系统的成功上线和应用系统的成功上线和应用系统的成功上线和应用系统的成功上线和应用。。。。

2222、、、、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核电运营ERPERPERPERP解决方案在新核电基地的推广实施解决方案在新核电基地的推广实施解决方案在新核电基地的推广实施解决方案在新核电基地的推广实施。。。。

3333、、、、构建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构建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构建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构建各业务板块信息化标准解决方案，，，，形成快速实施和部署能力形成快速实施和部署能力形成快速实施和部署能力形成快速实施和部署能力。。。。

4444、、、、加强各上线单位加强各上线单位加强各上线单位加强各上线单位ERPERPERPERP系统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的应用系统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的应用系统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的应用系统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的应用

5555、、、、优化完善优化完善优化完善优化完善ITITITIT服务组织运作的体制和机制服务组织运作的体制和机制服务组织运作的体制和机制服务组织运作的体制和机制，，，，促进促进促进促进ITITITIT运维能力和服务水运维能力和服务水运维能力和服务水运维能力和服务水

平的提升平的提升平的提升平的提升。。。。

6666、、、、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信息系统的高可靠性要求保障信息系统的高可靠性要求保障信息系统的高可靠性要求保障信息系统的高可靠性要求。。。。

7777、、、、优化完善集团信息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优化完善集团信息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优化完善集团信息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优化完善集团信息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适应集团信息化新环境适应集团信息化新环境适应集团信息化新环境适应集团信息化新环境、、、、

新形势的要求新形势的要求新形势的要求新形势的要求。。。。



推动信息化进入集团总体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信息化进入集团总体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信息化进入集团总体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信息化进入集团总体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信息化任务在成员公司内部向部门和员工的分解信息化任务在成员公司内部向部门和员工的分解信息化任务在成员公司内部向部门和员工的分解信息化任务在成员公司内部向部门和员工的分解



五五五五、、、、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有能力策划信息化与业务才有能力策划信息化与业务才有能力策划信息化与业务才有能力策划信息化与业务

的融合的融合的融合的融合



““““发明一架飞机并没有什么大发明一架飞机并没有什么大发明一架飞机并没有什么大发明一架飞机并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不了的不了的不了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

六六六六、、、、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只有成功转型，，，，CIOCIOCIOCIO才能驾御推进信息化过程中才能驾御推进信息化过程中才能驾御推进信息化过程中才能驾御推进信息化过程中

的严峻局面的严峻局面的严峻局面的严峻局面

不了的不了的不了的不了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

成就了成就了成就了成就了，，，，但是把它送上天空才但是把它送上天空才但是把它送上天空才但是把它送上天空才

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事情。。。。””””

德国飞行界先驱德国飞行界先驱德国飞行界先驱德国飞行界先驱----奥托奥托奥托奥托....李林塔尔李林塔尔李林塔尔李林塔尔



创新不是技术术语创新不是技术术语创新不是技术术语创新不是技术术语，，，，而是经济和社会术语而是经济和社会术语而是经济和社会术语而是经济和社会术语

------------德鲁克德鲁克德鲁克德鲁克

搞搞搞搞ERPERPERPERP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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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搞搞搞ERPERPERPERP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属于高危项目，，，，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不仅仅项目本

身难度大身难度大身难度大身难度大，，，，成功率不高成功率不高成功率不高成功率不高，，，，来自项目外来自项目外来自项目外来自项目外

的困扰也不少的困扰也不少的困扰也不少的困扰也不少……………………

� 这主要源于项目的变革和创新这主要源于项目的变革和创新这主要源于项目的变革和创新这主要源于项目的变革和创新，，，，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项目的对象以及项目本身的运作项目的对象以及项目本身的运作项目的对象以及项目本身的运作项目的对象以及项目本身的运作。。。。



ERP项目管理采用多单位、跨业务领域集约、协同的项目群管理方

式，有效地保证了项目质量、缩短了项目工期，节省了项目资源。

项目群管理部项目群管理部项目群管理部项目群管理部

业业业业

务务务务

组组组组

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20+11: 20+11: 20+11: 20+11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13+113+113+113+1人人人人CIT :     5CIT :     5CIT :     5CIT :     5人人人人工程工程工程工程、、、、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设计公司（（（（含岭东含岭东含岭东含岭东））））
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7+7:  7+7:  7+7:  7+7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5+25+25+25+2人人人人研究院研究院研究院研究院
CIT:    8CIT:    8CIT:    8CIT:    8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19: 19: 19: 19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15151515人人人人CIT:    8CIT:    8CIT:    8CIT:    8人人人人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运营公司((((含岭澳及合营含岭澳及合营含岭澳及合营含岭澳及合营)))) 集团人资组集团人资组集团人资组集团人资组集团财务组集团财务组集团财务组集团财务组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10:  10:  10:  10人人人人CIT :    4CIT :    4CIT :    4CIT :    4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10:  10:  10:  10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9:    9:    9:    9人人人人CIT :    4CIT :    4CIT :    4CIT :    4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8:  8:  8:  8人人人人CIT :    4CIT :    4CIT :    4CIT :    4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8:  8:  8:  8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10:    10:    10:    10人人人人CIT :    4CIT :    4CIT :    4CIT :    4人人人人

SAPSAPSAPSAP第三方监理第三方监理第三方监理第三方监理组员组员组员组员 CITCITCITCIT：：：： 30303030人人人人工作流组工作流组工作流组工作流组凯捷凯捷凯捷凯捷：：：：6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9:9:9:9人人人人
项目管理难度大项目管理难度大项目管理难度大项目管理难度大：：：：

1111））））全集团多种不同业务统一实施全集团多种不同业务统一实施全集团多种不同业务统一实施全集团多种不同业务统一实施

2222））））5555个单位业务个单位业务个单位业务个单位业务，，，，14141414家公司人资实施家公司人资实施家公司人资实施家公司人资实施

3333））））项目参与人员近项目参与人员近项目参与人员近项目参与人员近300300300300人人人人

项目群管理措施项目群管理措施项目群管理措施项目群管理措施：：：：

1111））））集中管理和分组实施相结合集中管理和分组实施相结合集中管理和分组实施相结合集中管理和分组实施相结合

2222））））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统统统统

CIT:     1CIT:     1CIT:     1CIT:     1人人人人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  5+1:  5+1:  5+1:  5+1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7777人人人人CIT:     1CIT:     1CIT:     1CIT:     1人人人人财务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凯捷凯捷凯捷凯捷：：：： 5+25+25+25+2人人人人CIT:     4CIT:     4CIT:     4CIT:     4人人人人 监理总监监理总监监理总监监理总监：：：： 1111人人人人监理项目经理监理项目经理监理项目经理监理项目经理：：：：1111人人人人

凯捷顾问 CIT内部顾问 工作流开发 专职人员 合计

130 69 30 69 298

2222））））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集中管理共用开发和后台资源、、、、统统统统

一项目管理标准和数据标准一项目管理标准和数据标准一项目管理标准和数据标准一项目管理标准和数据标准

项目群管理优势项目群管理优势项目群管理优势项目群管理优势：：：：

1111））））便于管控和协同便于管控和协同便于管控和协同便于管控和协同；；；；

2222））））系统统一性好系统统一性好系统统一性好系统统一性好；；；；

3333））））共享资源共享资源共享资源共享资源，，，，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集中开发组集中开发组集中开发组集中开发组26262626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21212121人人人人 CITCITCITCITBIBIBIBI组组组组2222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5555人人人人 CITCITCITCIT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系统管理组2222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4444人人人人 CITCITCITCIT 数据管理组数据管理组数据管理组数据管理组3+13+13+13+1人人人人凯捷凯捷凯捷凯捷4444人人人人 CITCITCITCIT 宣贯组宣贯组宣贯组宣贯组凯捷凯捷凯捷凯捷5555人人人人 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集团管控集团管控集团管控集团管控合同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采购集团管控集团管控集团管控集团管控合同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采购凯捷凯捷凯捷凯捷6666人人人人 CITCITCITCIT凯捷凯捷凯捷凯捷8888人人人人 3333人人人人



企业信息化要想成事企业信息化要想成事企业信息化要想成事企业信息化要想成事，，，，特别是特别是特别是特别是

要想要想要想要想成势成势成势成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要想要想要想成势成势成势成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事是前提作事是前提作事是前提作事是前提，，，，是基础是基础是基础是基础，，，，作局作局作局作局是是是是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内外兼修内外兼修内外兼修内外兼修！！！！



从从从从““““武师武师武师武师””””到到到到““““牧师牧师牧师牧师””””



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举办““““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 促进集团科学发展促进集团科学发展促进集团科学发展促进集团科学发展””””专题学习专题学习专题学习专题学习实践办宣传组实践办宣传组实践办宣传组实践办宣传组 贾秀丽贾秀丽贾秀丽贾秀丽 2009200920092009----6666----5 17:58:245 17:58:245 17:58:245 17:58:24
因因因因““““势势势势””””利导利导利导利导，，，，内外互动内外互动内外互动内外互动

6666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在深圳科技大厦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在深圳科技大厦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在深圳科技大厦举办集团公司党组理论中心组在深圳科技大厦举办““““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促进集团科学发促进集团科学发促进集团科学发促进集团科学发

展展展展””””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集团公司党组书记集团公司党组书记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同志主持学习会董事长钱智民同志主持学习会董事长钱智民同志主持学习会董事长钱智民同志主持学习会。。。。

学习会上学习会上学习会上学习会上，，，，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集团公司财务部集团公司财务部集团公司财务部集团公司财务部、、、、财务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公司、、、、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公司、、、、集团公集团公集团公集团公

司司司司ERPERPERPERP项目部进行了集团项目部进行了集团项目部进行了集团项目部进行了集团ERPERPERPERP实施第一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中广核UUUU----e2008e2008e2008e2008））））成果汇报和演示成果汇报和演示成果汇报和演示成果汇报和演示。。。。会议特别邀请到国资会议特别邀请到国资会议特别邀请到国资会议特别邀请到国资

委信息办副主任石治平委信息办副主任石治平委信息办副主任石治平委信息办副主任石治平、、、、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建生参加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建生参加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建生参加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建生参加

………………………………



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信息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信息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信息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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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报告各种报告各种报告各种报告



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表彰表彰表彰表彰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仅仅简单的成为技术专仅仅简单的成为技术专仅仅简单的成为技术专仅仅简单的成为技术专

家或业务专家或企业家或政治家或业务专家或企业家或政治家或业务专家或企业家或政治家或业务专家或企业家或政治

家或家或家或家或……………………，，，，并不能胜任并不能胜任并不能胜任并不能胜任CIOCIOCIOCIO

CIOCIOCIOCIO需要成为集各种需要成为集各种需要成为集各种需要成为集各种““““家家家家””””

于一体的于一体的于一体的于一体的““““杂家杂家杂家杂家””””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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