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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项 目高层管理团队有效沟通模型构建 

赵 辉，王雪青 
(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进行实现 EPc项 目TMT有效沟通研究，对于我国开展 EPc项 目意义非凡。本文基于沟通满意度 

维度研究，提出了 EPc项目rrMT有效沟通的维度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搭建了 EPC项 目TMT有效沟通模型框 

架，这为实现 EPC项目TMT有效沟通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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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IlctiOn On TOp M anagement Te锄 E ctiVe COmmuIlicatiOn M odel 

of EPC Project 

ZHA0 Hui，WANG Xue-qing 

(Sch00l 0f Management，Ti in universily，Ti in 300072，China) 

Abstract：Carrying on the study，how to reaMze the eflfectiVe c0mmunicati0n 0f tlle top management 

team(TMT)in EPC p Dject，has great significance t0 develop EPC p rlDjec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the paper ves the TMT eflfeetive communication mode1 0f EPC 

project，and more，based 0n the m0de1，the paper builds the TMT eflfective c0mmunic砒i0n m0del 

framew0rk 0f EPC project，all which pmVides a new an e t0 realize the TMT eflfectiVe communicati0n 0f 

EPC pm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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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 ，随着国际工程承包业 

的发展，EPc总承包模式逐渐成为国际工程承发 

包的主流模式之一。̈ 为加快与 国际工程承包与 

管理方式接轨 ，适应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和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在政府政策鼓励和工程 

总承包企业实力逐步增强的基础上 ，我国越来越 

多的工程承包商开始向 EPC总承包领域发展。 

EPc总承包商在获得 EPc总承包项目后，总承包 

商将以项 目为中心搭建 自己的组织机构，以使 

EPc总承包项 目顺利完成。EPc模式一般适用于 

大型工业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冶金、 

电力工程等工业领域。 采用该模式建设的项目 

都有投资规模大、专业技术要求高、管理难度大等 

特点，这使得传统的高层领导的工作方式发生了 

改变，以前那种领导人单打独斗的方式已经很难 

适应 EPC总承包项 目的特点 ，更多 以团队即高层 

管理团队的方式进行高效运作。 高层管理团队 

(T0p MaJ1agement Te踟 ，TMT)是由组织中主要承担 

统筹规划和决策职责的高层管理者所组成的团 

队，是决定组织发展和影响组织绩效的核心群 

体。 

随着对高层管理团队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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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发现，EPc项目 rMT沟通对运作过程进 

而团队绩效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于沟通是如 

何影响高层管理团队运作，进而影响整个组织绩 

效的机理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刻，而对于如何实现 

EPC项 目 rMT有效沟通 ，研究的相对较少 ，因此， 

进行实现 EPc项目 rMT有效沟通研究，对于我国 

开展 EPC项 目意义非凡。 

一

、EPC项目 IMT沟通的 内涵 

组织沟通主要指围绕组织运作展开的各种沟 

通。组织沟通与一般的沟通有很多相似之处，但 

也有其独特内容。chades conard(1994)提出：组 

织沟通与一般意义上沟通的区别在于情境和人的 

维度上，组织沟通特定的情境是在工作场所，其对 

象既是人际关系沟通的一般对象，同时又是工作 

任务要求沟通的对象，具有双重性。组织沟通的 

定义有多种，其主要区别是对组织和沟通的理解 

不同，本研究对前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整 

理 ：[9-l1] 、 

表 l 组织沟通定义汇总 

学者(年代) 关于组织沟通的定义 

组织沟通是组织成员相互交换事实、观点与观念，以促使组织内的成员能享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并同心 
sch0lz(1965) 协力合作完成组织的任务

。 

Simon(1976) 组织沟通是组织中的一成员，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另一成员的任何过程。 

组织沟通是指组织内部成员在其工作职位上，为达成组织 目标所发生的信息传送与接受：组织沟通 目标 ， 
Green Baum(1982) 在运作上是透过组织的沟通网络

。 

dllaber(199o) 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期问个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创造或交换信息。 

小的单位活动一起发生作用以形成组织的过程即为组织沟通。组织被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期间个体 
Raymond zeuschner(1992) 为了应对环境

，而在相互依赖关系的网络中创造或交换信息。 

Chade8(1994) 发生在组织内的沟通即为组织沟通。 

组织为了达到其 目标，必须通过沟通来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使大家可以在相同的理念及目标下，共同完 
Fritz＆Rhee(1998) 成组织的工作

，同时也可以通过同事间的互动来促进彼此间的合作。 

组织沟通包括组织内部、组织与外部沟通两个方面。组织内部沟通主要指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同事之间 
严文华 (2Oo7) 的沟通以及员

工与组织之间的沟通；组织外部的沟通主要指与顾客、客户和其它组织之间的沟通。 

总结以上学者对组织沟通的定义，组织沟通 

可视为组织成员基于工作需要以组织为基础，透 

过组织的通道，与其它成员间相互传递信息、交换 

意见，以此建立共识、协调行动或满足需求，进而 

达成组织 目标之动态历程。 

而且可以看 出组织沟通广义上包括 ：组织 内 

部沟通和组织外部沟通 。组织内部沟通是指组织 

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沟通；组织外部沟通 

指组织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的沟通。本文研究 

的是 EPc项目高层管理团队内部员工之间，团队 

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满意，因此在本研究中组织沟 

通采用的是 “内部”概念 ，即：EPC项 目 TMT成员 

之间，EPc项目TMT项 目总经理与其他高管人员 

之间的沟通 。 

二、EPC项 目TMT有效沟通维度模型 

对 于 沟 通 的 有 效 性 (Co咖 unicati0n 

e ctiveness)，学术界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和衡量 

尺度，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法 

给其定义。例如：O’Reilly和R0berts(1977)认为沟 

通有 效 性是 指沟 通结 果 (Pmductivitv)的适 应性 

(Ad印tability)和灵活性 (fekibilily)；“ Hiltz(1988) 

则将 沟通 有 效 性 定 义 为 决 策 结 果 的 质 量u引； 

Olaniral1(1993)指出，沟通有效性是指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媒介H ；sink和 

sIIlith(1994)对其理解为：实际沟通结果与期望沟 

通结果之间的相异程度。“纠梅红、吴建南和宋晓 

平(2008)指出“沟通有效性”含义是：为实现特定 

的组织目标而清晰地表达所要发送的信息，准确 

地理解所接受的信息的程度，它可以通过观测沟 

通满意度和沟通开放性两个变量反映出来。u 该 

文所研究的 EPC项 目 rMT沟通有效性，基于梅 

红、吴建南和宋晓平(2008)的“沟通有效性”，同 

时，认为变量“沟通开放性”所体现出来的沟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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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载体任然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最终还 

是通过人的“情绪”得以体现。因此，笔者认为，沟 

通开放性与沟通满意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 

用一个指标沟通满意度来替代。基于此，该文所 

研究的 EPC项 目 rMT有效沟通是 ：为实现特定的 

组织目标而清晰地表达所要发送的信息，准确地 

理解所接受的信息的程度，达到克服沟通中的障 

碍，提高沟通效率的目的，它可以通过观测沟通满 

意度这一变量反映出来。所谓组织沟通满意度， 

指的是组织内成员在组织中对于各种的沟通形式 

的满意程度 的认知 ，也就是成员处在整个沟通环 

境中 ，感到满足的程度(Redding，1972) 。 

沟通满意度最初被认为由单一构面所决定， 

认为仅是个人对自身所处的沟通状况的一种简单 

感觉。如 1'haver(1968)所定义的那样，沟通满意 

度是双向沟通中的个人满意度，这种满意度不仅 

存在于主动沟通中，也存在于被动沟通中。“副随 

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逐渐感到用简单的单一 

构面来定义沟通满意度是抽象的，不具有操作性， 

进而提出了从多构面角度来探讨组织沟通满意 

度。 

目前，Downs&Hazen开发的沟通满意度问卷 

(csQ)作为一个重要工具被最广泛地使用。 

与(csQ)相对应的“Downs&Hazen组织沟通 

满意度维度模型”同样也被大部分研究者认可与 

接受。u副“Downs＆Hazen组织沟通满意度维度模 

型”包括八个大的维度：水平沟通、个人反馈、沟通 

气氛、媒介品质、组织远景、组织整合、上行沟通及 

下行沟通。 

图 1 EPC项 目 TMT有效沟通维 度模型 

本章所研究的组织沟通满意度也是以被大部 

分研究者认可与接受的“Downs&Hazen组织沟通 

满意度维度模型”为基础。此外，我们这里所研究 

的 EPC项 目TMT的沟通仅是整个团队的沟通 ，与 

其下属部门的沟通是隔离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 

沟通 满 意 度 维 度 不 需 要 考 虑 “组 织 整 合 

(O理ranization Inte洲 ion)”。另夕 ，由EPC项 目TMT 

沟通内涵可知，该文所研究的沟通是组织内部的 

沟通，即 EPc项 目 TMT成员之间，EPC项 目 TMT 

(其代表)与员工之间的沟通，这就决定了该文所 

研究的沟通满意度维度不需要考虑“组织愿景 

(O aniza【ion Perspectives)”，基于以上所述 ，可以得 

到 EPC项 目 TMT有效沟通维度模型 ，如图 1所 

示，各维度的具体含义如表2所示。 

三、EPC项 目TMT有效沟通模型 

EPc项目TMT有效沟通，意味着团队能够克 

服沟通 的障碍，提高沟通的效率。 要想实现 

EPc项目TMT有效沟通，应当依据 EPc项 目 I'MT 

有效沟通维度模型，使其 6个维度最大程度的提 

升，为此构建了 EPc项 目高层管理团队有效沟通 

模型 ，如图 2所示 。 

(一)建立信息的发送者和信息的接受者的沟 

通制度 ，树立沟通的意识与愿望 

在 EPc项目高层管理团队中，沟通的主体是 

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沟通制度的存在起着强 

制性规范 EPc项目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作为沟通 

主体的沟通行为。沟通主体之间的沟通意识，意 

味着遇到事情将进行有效的沟通。沟通的主体之 

间遇到事情具有的意识与正式的制度确定的沟通 

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仅有沟通的明确制度， 

而沟通主体之间并没有这种沟通的意识和愿望的 

话，沟通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受到影响。在 

EPc项 目高层管理团队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制 

度，可以采取总经理办公会议，内部协调会议等对 

需要沟通的事项和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为了 

培育和树立成员之间 的沟通意识与愿望 ，要在团 

队中树立共同的目标，培育信任，鼓励沟通。 

(二)充分熟悉沟通主体之 间的心理、个性和 

偏 好 

熟悉沟通主体之间的心理、个性，意味着沟通 

主体对沟通 双方将采取 的表达方式和 内容 的理 

解，意味着能很好地领会沟通方将要表达的内容。 

沟通是个心理相互作用的过程，心理的特征因素 

起着很大的作用，任何成员的心理变化和心理因 

素将影响沟通的效果，因此，在沟通前对双方的心 

理的了解程度将影响沟通的效果。个性和偏好意 

味着个人对选择某种沟通方式、媒介和表达的含 

义的倾向和偏好上的不同。对不同沟通主体个性 

的了解将有利于明白和领会沟通方将要表达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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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沟通的媒介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是信息沟通的物质 

基础，如果沟通缺乏了媒介，沟通将无从谈起。同 

时媒介本身的质量，也会影响信息的内容和信息 

传递的效果。媒介是沟通的基础平台，也是信息 

交流的载体，直接决定着高层管理团队沟通的效 

果。一般情况下，选择和使用沟通途径需要遵循 

以下原则：(1)面对面交流。它是信息富裕度最高 

的沟通方式，面对面互动有助于在高层管理领导 

者之间建立信任；(2)实时媒介，它可以使团队成 

员进行同步互动，同步通信方式适合问题解决和 

冲突协调；(3)非同步媒介，它为成员在不同时间 

进行联系提供技术支持，异步通信方式适合问题 

识别和数据收集任务；(4)富有度的媒介。对于复 

杂沟通(非例行公务)应选择信息富裕度高的媒 

介，对于简单沟通(例行公务)应选择信息富裕度 

低的媒介。 

表 2 EPC项 目 删 T有效沟通各维度的具体含义 

维度 具体含义 

个人反馈 指
组织成员对其自身在组织中的表现得到评估并得到反馈信息的满意程度。 (

Personal Feedback) 

上行沟通 指组织成员对于向上沟通的满意程度。包括管理者倾听与注意组织成员表达意见的程度，管理 

(Supervis0ry C0mmunication) 者为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的程度等。 

水平沟通 指组织内平行
及非正式沟通的活跃与正确程度。 (

H z0n试 Cor啪 unjc on) 

沟通气氛 指组织成员对组织内总体的沟通状况与环境的满意程度。包括管理者对组织成员所面临问题 

(C0舢 unicati0n climate) 的了解程度，管理者使用沟通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乐意程度等。 

媒体品质 指组织成员对
组织沟通中信息传递渠道的有效性的满意程度 

(Media Quality) 

下行沟通 指管理者对组织成员提供的信息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状况的满意程度。(该维度仅适用于衡量 

(subo na把Communic on) 组织中的管理者) 

图2 EPc项目高层管理团队有效沟通模型 

(四)进行互动 

媒介所传递的最基本的信息能否达到最佳的 

效果，关键在于它能否得到回应，能否实现互动。 

沟通互动的强弱影响着信息沟通的效率，强势的 

互动能轻松、有效地完成信息沟通，而惰性的互动 

沟通非常费力，严重的将会影响到组织的决策、计 

划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必须加强互动。对此可以 

采用一些对策，如营造积极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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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个给定的群体在学习如何处理外部适应与 

内部整合问题时所发明、发现或发展起来的，是组 

织的某种氛围，会被当作感觉、认知和思考有关内 

部整合和外部适应问题的正确方法传递给新的成 

员，经过长期的反复传递，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和 

无意识的、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动和思维方式，决 

定着组织行为和价值的基本取向。在组织内部营 

造一种积极主动进行信息沟通的氛围，形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并传承延续下来，发布方及时、准确的 

发布信息，适时的进行跟踪，接收方积极主动的获 

取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形成信息沟通的强势互 

动。 

(五)关系的协调和培育 

关系主要反映了在高层管理团队各成员之间 

促成团结，建立关系的那些内容。它涉及到各成 

员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彼此间的关 

系，如何维持高层管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到沟 

通的气氛。对此应做好 以下两点 ：一是团队关系 

的积极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和人际 

协调程度是影响共同思维长期、有效运作的重要 

因素。以共同利益维系的团队沟通更强调一种适 

应性行为，组织成员间彼此沟通对象的差异、沟通 

内容的分散，容易形成利益冲突、关系复杂的沟通 

内群体 ，并且因为某些 问题处理不 当引起 团队共 

识度的下降。为此需要积极关注成员或群体间的 

实际态势，克服因目标冲突而造成的团队紧张，并 

利用其示范效用化解团队冲突的可能条件，避免 

团队互动能量的耗损与减弱，彼此间团队凝聚力 

增进是维持团队沟通生存与健康的重要保证；二 

是落实团队信任度，培育健康的沟通氛围。一般 

认为，成员之间和谐的关系有利于团队任务的完 

成，而他们之间的沟通则有利于关系的建立和维 

持。沟通只有在信任对方提供的有价值的基础 

上，才会动用一切必要的资源来对这些信息加以 

吸收和消化，进而将沟通成果加以扩展。沟通基 

数扩大的同时，更要减少猜忌和提防，使沟通在开 

诚布公的气氛中得以进行。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 

任价值体系的建立有助于避免人浮于事的消极沟 

通行为。 

(六)运 用沟通的技巧 

EPC项 目高层管理团队为了实现有效的沟 

通，除了确实掌握影响沟通及沟通历程的因素外， 

同时 要 具备 以下 几项 良好 沟 通 的技 巧 (Karen 

Irn1sher，1996) ：(1)倾听。好的倾听者是不打断 

别人的言谈，尤其是不矫正错误、不做判断、保持 

亲密的态度。注意肢体语言、全神贯注倾听、当有 

别人在交谈时避免大声的朗诵、不坚持己见。(2) 

反馈。对于别人的回答给予注意，赞美、释义、看 

法的检查、行为描述、聚焦于最近事件或能够改变 

的回馈、不要强迫别人改变 、允许组织成员知道如 

何做好他们的工作、给予大量正向积极的回馈、不 

做人身攻击。(3)描述行为。简单描述你的印象 

或看法、避免任何赞成或不赞成的陈述，当与其他 

人意见不一时，用较合宜的方式去描述，不去非难 

或综合个人动机、态度、特征的描述。(4)不使用 

批评、责备或命令的口吻，使用微笑的方式或幽默 

的口吻。(5)身体的动作。以优雅的姿势、自信和 

热情的态度，脸部表情和善迎接每位同事。(6)眼 

神的接触。传达关注、自信的眼神，避免对立的沟 

通。(7)保持密切非正式的关系，避免使人有不易 

亲近的感觉。(8)穿着得体，避免过分讲究的穿 

着。 

“沟通制度”的存在规范了沟通主体的行为， 

“沟通意识与沟通愿望”的建立增强了沟通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互动”的加入使得“个人反馈”得到 

有效提高；在“沟通主体之间心理、个性和偏好熟 

悉”以及“关系得到 良好的协调和发展”的前提下， 

在“互动”过程 中运用“沟通 的技巧”并辅助于 良好 

的“沟通媒介”，“上行沟通”、“水平沟通”与“下行 

沟通”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当然，“关系的培育和发 

展”以及“选择沟通的媒介”分别在“沟通气氛”和 

“媒体品质”方面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就沟通的本质而言，沟通是信息凭借一定的 

载体，在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不断进行 

传递的过程。由于沟通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每个 

组织对其都给予了高度关注。EPc项 目TMT在 

整个组织中的位置决定了实现有效沟通意义更是 

非同寻常 ，本文提出的 EPC项 目 TMT有效沟通模 

型，为实现 EPc项 目TMT有效沟通提供了一种新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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