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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胜任力理论引入到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中，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筛选出２５
个人才胜任特征，利用问卷调查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建立了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模型，模型包括
团队工作能力、国际视野、国际项目特殊能力、态度及价值观４个维度。研究结果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
业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国际化；建筑工程

０

项目工作情境的考虑，而管理胜任特征结构受到

引言

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任务环境等的影响归１，国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５ Ｅｔ中国某公司发布公告，其

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境显然比国内更加

承建的沙特阿拉伯轻轨ＥＰＣ项目出现巨额亏损，

复杂，必须面对不同文化背景、法律和标准等带

４１．５３亿元的亏损额达到合同总额的３４％。２０１

来的挑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等方式

１

年６月３１日，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公开宣布解

建立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特征列表，并

除与中国某公司签署的波兰高速公路项目承包协

在此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胜

议，索取约合１７．５１亿人民币的赔偿，并禁止三

任特征进行分类，建立胜任力模型。

年内参与波兰公开招标，波兰作为中国承包商进

军欧洲市场的试验场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国大型

１

研究综述

承包企业在国内市场叱咤风云，但在国际市场却
时有令人震惊的惨败，国际工程的失败可以归结

哈佛大学教授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ｌｌ０］于１９７３年提出

为很多原因，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国际化

胜任力概念，认为当时美国普遍采用的智力测试

项目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作为决定项目经营成

并不能检验出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并提出用胜任

败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直是影响我国国

力测验来替代传统的智力测验，由此引起理论界

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企业

和实业界对胜任力的广泛关注。１９８２年，

与欧美企业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如何选

Ｂｏｙａｔｚｉｓ等…ｏ将胜任力的概念应用于管理工作，

拔和培养满足国际工程需要的国际化项目管理人

从此胜任力理论在管理领域迅速普及，绝大部分

才，形成完善的选择与培养机制，是我国国际工

企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将胜任力理论应用到企业

程承包业务取得突破，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突

人员的选拔、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中，

出重围的关键。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２Ｉ。

胜任力理论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

在胜任力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早期学者认为

广泛应用于管理领域。国内外大量学者从胜任力

胜任力是跨领域的通用性概念，独立于情境，可

模型构建旧。｜、胜任力动态评价Ｈ引、胜任力影响

以使个体在多个岗位或领域产生高绩效¨３’１４］。然

情境因素∞剖等多个视角进行了工程项目管理人

而，随着研究的深人，学者逐渐认识到胜任特征

才的胜任力研究，但这些研究都缺少对国际工程

并不是通用的，员工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胜任特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１７２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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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通过员工所处的特定工作情境表现出来

特征分为人力管理和项目控制、建筑创新和沟通、

的‘１ ５Ｉ，受到组织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

财务管理、风险和质量管理、商业伦理、物资和

境、社会文化环境、行业环境）、内部环境（组

采购管理等六个维度。侯景亮、李远富¨副构建了

织性质、组织文化、组织所处发展阶段）以及任

工程项目经理胜任力结构化模型及工程项目团队

务环境（管理职能、管理层次）等的影响‘９Ｊ，将

执行力模型，发现两者具有相互促进作用，项目

胜任力定义为“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与他人

经理胜任力对团队执行力有积极影响，团队执行

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优点的集合”¨６Ｉ。

力对项目经理胜任力也有积极影响。Ｓｈｉ等¨引将

综上所述，胜任力是人的特征集合，可以区分组

关注点转移到建设工程管理咨询人员的胜任力，

织中的优秀绩效者和普通绩效者，同时与工作情

以中国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识别出人

境密切相关。本文所涉及的国际工程承包活动具

员品质、现场实践技能、持续专业学习能力三个

有独特的国别建设市场环境、跨国、跨文化等情

关键胜任力。Ｓｈａｈｈｏｓｓｅｉｎｉ等Ｍ１将胜任力理论和数

境。因此，本文将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的胜

理方法结合用于建设领域的人力资源管理，通过

任力定义为：个体在跨国、跨文化的社会情境以

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建立胜任力评估标准，并

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他人互动完成国际工程

通过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ＡＮＦＩＳ）建立胜任力

项目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区别于普通绩效项目

假设规则，从而评估和选择合适的建设项目人员。

管理人员的独特特征的集合。

崔彩云等Ⅲ１建立了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项目经理胜

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领域和岗位对胜任力

任力测试方法和步骤。蒋天颖、丰景春＂１将贝叶

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而管理者胜任力模型的研

斯网络引入项目经理胜任评价中，动态地评价不

究始于Ｂｏｙａｔｚｉｓ ｏ！¨提出的经典“胜任力洋葱模

同工程项目阶段的项目经理胜任力。关于胜任特

型”，该模型包括自我评估、自信、影响力等２１

征情境因素研究中，国外学者对男性和女性项目

项管理胜任特征，处于“洋葱”里层的胜任特征

经理在胜任特征上的差异性¨ｏ，不同项目阶段对

难以培养与评价，“洋葱”外层的胜任特征易于
培养和评价。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经典模型是

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要求旧１进行了研究。而张水
波、康飞∞１研究了不同建设模式对项目经理胜任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１４１提出的“胜任力冰山模型”，该模

特征的影响，相比于ＤＢＢ模式，ＤＢ／ＥＰＣ模式在

型包括知识等六种基本的胜任特征，其中，知识

总体上对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有更高的要求，ＤＢ／

与技能是冰山漂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属于较为显

ＥＰＣ项目经理在组织协调能力、冲突管理能力、

性的特征；而角色定位、自我认知、特质和动机

风险管理能力、积极主动以及坚韧性等五项指标

是冰山隐藏在水面下的部分，属于个人较深层、

上与ＤＢＢ项目经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难以发现的内隐特性，可以统称为态度与价值

根据查找到的文献，国内外没有研究将胜任

观。然而，以上两种模型都是通用的管理胜任力

力理论应用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领域。本文注重

模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受到

对满足国际工程承包需求的工程项目管理人才的

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不同的管理工作对胜

测评，以“冰山模型”为胜任力的基本模型，综

任力的要求并不相同，从而否认了通用模型的合

合已有的工程项目管理胜任力模型，并在模型中

理性‘１ ７Ｉ。

融人国际化人才特征，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

因此，学者主要针对特定工作情境的胜任力
进行研究。关于胜任力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研

及问卷调查建立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
模型。

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胜任力模型构建、胜
任力动态评价、胜任力影响情境因素等视角进行

２胜任特征收集与数据分析

研究。Ｄａｉｎｔｙ等’２ ｏ通过对工程项目经理的深度行
为访谈，建立了沉着、团队领导力等１２个胜任特

２．１

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特征列表

征构成的建筑工程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

通过对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模型、

Ｄｏｇｂｅｇａｈ等’３ ｏ通过主成分分析将项目经理的胜任

国际化人才素质结构以及领导性格理论的文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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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学等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模型

行分析和总结，并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才及专

３１

层管理工作，保证了调研数据的可靠性。

家进行调研访谈，提取出５７个国际化工程项目

选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对问卷的内部一致

管理人才胜任特征，通过统计出现次数，删除出

性信度进行检验，运用ＳＰＳＳｌ９．０统计软件进行

现次数不足３次的胜任特征，并将明显相似、相

分析得到问卷的Ｏｔ系数为０．９３１，说明问卷具有

同意义的胜任特征合并，初步筛选出４２个胜任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验证收集到的数据是

特征并进行定义。定义过程中发现一些指标仍具

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指标，首先对问卷进行

有高度相似性，因此进行第二次筛选。例如，将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检

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合并，精神由能力体现，故

验结果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９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的卡

取创新能力。第二次筛选后获得３７个指标。

方检验值为１９６６．３０１，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说明数据

．

以３７个胜任特征作为测量指标，每个测量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指标表述为一种行为方式，比如冲突管理能力指

表１

“准确找出冲突起因，并解决冲突的能力”。据此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检验

编制问卷进行预调研，要求评价者选择近期参加

或了解的海外工程项目中所熟悉的并认为符合国

进行打分。问卷采用里克特５分制打分，５分表
示该胜任特征能力或表现很好，１分表示该胜任
特征能力或表现很差。
考虑到胜任力模型应能够区分绩优员工与普
通员工，而答卷者选择的评价对象中存在两类员

１９６６．３０ｌ

Ｃｈｉ－ｓｑＬｌａｒｅ值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ｄｆ

３００
Ｏ．０（）０

Ｓｉｇ．

际化人才要求的项目管理人员作为评价对象，根

据其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对该人员的各项胜任特征

０．８９５

ＫＭＯ测试系数

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选用主成分
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选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因
子，并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最终得出

４个公因子，累计变异解释率为５９．８９３％。进行
因子分析后所得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的因子载荷

工，如果某指标方差较小，说明该指标无法明确

公因子

区分两类员工，应考虑删除。通过对预调研各指

胜任特征指标

标方差排序，并经过专家讨论，删除最高学历情
况、精力和体力情况、适应性、身体抵抗恶劣环

ｌ

２

３

４

应变能力

０．７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５

０．０６ｌ

激励能力

０．７５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２ｌ

组织能力

０．７４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１

规划能力

０．６８８

０．１２３

０．２９６

０．１８４

标。为进一步优化模型，与专家再次讨论各指标

沟通能力

０．６４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６

０．２６２

含义以进一步合并和删减指标，比如将学习能力

抗压能力

０．６１６

０．２７６

０．０２３

０．２３０

信息处理能力

０．５８７

０．２１３

０．１６１

０．３７８

授权能力

０．５４７

０．１３７

０．５４６

０．０１４

也不会有好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的部分涵义也

督导能力

０．５３７

Ｏ．１５４

０．３９４

０．２９６

表现在信息处理能力上。经过预调研最终筛选出

创新能力

０．５１７

０．２５３

０．３１８

０．１７４

学习能力

０．４８５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８

０．４２４

国际惯例的熟悉程度

０．０５５

０．８３７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１

国际化意识及环境了解程度

０．２２９

Ｏ．８ｌｌ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国际工程相关工作经验

０．１４７

０．８０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７

国际标准了解程度

０．２１０

０．７９３

—０．０ｌｌ

０．１０４

国际职业资格了解程度

０．１６３

０．７６５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２

项目管理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０．０７５

０．５０７

０．４０７

０．２０１

人力资源开发能力

０．２５９

０．０１８

０．７６７

０．１１６

跨文化管理能力

０．１０７

０．２２０

０．６４７

０．２３０

冲突管理能力

０．３６４

０．１３６

０．５４３

０．２８７

风险应对能力

０．３７０

０．２１５

０．５３０

０．３０７

团队精神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９

０．７４４

客户意识

Ｏ．２２ｌ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７３９

毅力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８

０．３２０

０．７０６

０．３６４

Ｏ．０７８

０．３４０

０．４５８

境的能力、诚实诚信、外表等六个方差较小的指

与理解能力合并，因为一个人的理解能力不强，

２５个胜任特征指标。据此形成正式问卷并开始

调研。
２．２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以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国内总部和海
外项目的中高层项目管理人员作为调研对象，共
发放问卷２５０份，回收问卷１７９份，其中有效问
卷１４４份，８７％以上答卷者曾从事项目副经理或
以上高层管理工作。从答卷者工作经验来看，答
卷者平均工作年限达到１５．６年，９５％以上工作
年限在５年以上，答卷者平均海外工作年限也达
到３．７年，答卷者丰富的工作经验及其从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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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这一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对国际环境及国际工

３结果与讨论

程管理相关国际化要求的了解与掌握程度，是工
程项目领域国际化项目管理人才区别于非国际化

与专家就因子的解释和命名进行多次讨论和
修改，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团队工作能力、国际

项目管理人才的最显著特征，因此定义为国际
视野。
（３）第３个因子包括人力资源开发能力、跨

视野、国际项目特殊能力、态度与价值观，模型

文化管理能力、冲突管理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

分层结构如图１所示。
应变能力
激励能力

组织能力

团 队 工 作 能力

４个特征指标。这一因子主要反映的是人才对一

些具有明显国别特征的海外工程项目内部重要事

规划能力

项进行管理的能力，强调在海外工程环境中对人

沟通能力

的管理能力以及对危机的管理能力，其中跨文化

抗压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

管理能力是工程项目领域国际化人才区别于非国

授权能力

际化人才所特有的能力，而国际化人才的人力资

督导能力

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
国际惯例的熟悉程度

国 际 视野

源开发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冲突管理能力也要

充分考虑国别因素，明显区别于对非国际化人才

国际化意识及环境了解程度

在相应能力上的要求，因此定义为国际项目特殊

国际工程相关工作经验

能力。

国际标准了解程度

（４）第４个因子包括团队精神、客户意识、

国际职业资格了解程度
项目管理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国化程目理才任模 际工项管人胜力型

国际项目

…力｛瓣力
团队精神

态度 与 价

毅力、自信心等４个特征指标。这一因子主要反
映的是人才在国际工程管理工作中的深层心理特

征，主要体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自身价值观
上，因此定义为态度与价值观。

此外，对各因子分量表的信度进行了检验，

客户意识
毅力

自信Ｄ

如表３所示，４个因子量表的信度系数均超过了
０．７，进一步表明该量表是有效和可靠的。

图１

国际化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模型分层结构

表３各因子分量表信度系数

（１）第１个因子包括应变能力、激励能力、

因子

组织能力、规划能力、沟通能力、抗压能力、信

Ｏｔ系数

ｌ
Ｏ．９３ｌ

２
０．８８４

３

４

０．７７３

０．７７７

息处理能力、授权能力、督导能力、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等１１个特征指标。这一因子主要反映

４

结语

的是人才在海外工程项目团队中工作以及与其他
团队成员协作的能力，因此定义为团队工作能

优秀的项目管理人才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

力。海外工程项目团队从组织结构上具有明显的

障，但是随着工作情境的改变，对项目管理人才

项目化特征，成员均专门服务于一个项目，绝大

胜任特征的要求也会有很大差异。本文以国际工

多数成员远离家乡和亲人，日常的吃喝住行乐均

程项目中的管理人才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国际化

在项目现场，更强调团队步调的一致性。

工程项目管理人才胜任力模型，该模型包括团队

（２）第２个因子包括国际惯例的熟悉程度、

工作能力、国际视野、国际项目特殊能力、态度

国际化意识及环境了解程度、国际工程相关工作

及价值观４个维度。模型的四个维度与经典的

经验、国际标准了解程度、国际职业资格了解程

“胜任力冰山模型”相契合，除了涉及“冰山模

度、项目管理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等６个特征指

型”中的知识与技能等显性胜任力以及态度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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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等隐性胜任力外，国际惯例熟悉程度、国际
化意识及环境了解程度等构成的国际视野因子体
现了国际化项目管理人才的国际化特征，而人力

资源开发能力、跨文化管理能力等构成的国际项
目特殊能力又体现了国际化项目管理人才的管理
特质和特殊管理要求。

（５］蒋天颖，丰景春．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工程项目经理胜任力
评价研究［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０（１）：５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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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胜任力与工作情境密切相连，受到岗
位、职务等特征的影响，由于目前国内外较少将
胜任力理论应用到国际工程项目领域，因此，本
文建立的国际化项目管理人才通用胜任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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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导评价和聘用国际化管理人才以及对海外项
目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均具有很好的借鉴任
用。但在将其应用到国际工程人才的管理时，还

应充分考虑具体岗位职责和职务的特点，做出进
一步的修正，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同时，胜任力
是动态发展，而不是静态的。一方面，随着经
工作任务，其胜任力也会随之改变；另一方面，
随着工程项目的动态发展，各管理岗位在项目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胜任力的要求也会不断变
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应用考虑胜任力的动态
性，对如何动态、有效地评价国际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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