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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卷烟行业大型技改项目前期策划与决策的实践工作，并结合龙烟公
司“精品线”项目实例进行具体的实践。围绕企业创造价值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出发，重点从企业战略的高度论述项目的使命；为完成项目使命通过细致研究

库

确定项目的目标；根据项目目标研究项目实施策略，结合项目具体实践，给出了

要

一些方法及实践过程。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市场分析，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制定战略展望和确定项目使命.阐述

摘

了企业发展战略和卷烟企业大型技改项目的关系，指出了卷烟企业大型技改项目

文

的决策必须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并提出了卷烟企业大型技改项目的一般决
策流程，最后，以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精品线”大型技改项目为案例，

论

详细阐述“精品线”项目的决策过程。

士

2、根据项目使命，基于企业发展战略，应用漏斗决策模式确定项目核心目
标。从项目目标的特点出发，利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思维，分析了项目的战略目

硕

标在项目全生命过程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另外，根据烟草行业的特殊性，指出了

博

烟草企业大型技改项目中质量目标的重要性和层次结构；利用漏斗模式的思想，

学

以龙烟公司“精品线”项目为例，通过对烟草企业发展战略、外部环境、产品竞
争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约束分析，详细阐述了烟草企业大型技改项目的战略目

大

标决策的过程和方法。

门

3、最后通过策划与决策，执行和实施制定的项目战略。项目目标体系细化、
调查研究项目管理模式进而确定本次技改采用的项目管理模式，确定项目管理组

厦

织结构模式、项目管理组织分工、项目管理组织工作流程。进行业绩评估、监测
新的发展动态，实时校正调整措施。最终将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有机
地与项目管理结合。

关键词: 卷烟技改；前期管理；策划和决策

Abstract
With a case, the superior quality line of LongYan cigarette factory, being
introduced, the thesis discourses plan and decision practicing on preliminary stage of
large technical renovation project in cigarette factory.Centering on value and core

库

competency of enterprises, the project mission is addressed by discussing
strategy.Then, project objectives are deduced by using decision funnel mode.Finally,

要

several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for project are introduced to ensure these objectives.
The subjects studied in thesis and several innovation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and market circumstances of Longyan

摘

Firstly,through analyzing strategy

文

cigarette factory, the thesis has determined strategic prospect and mission of the
enterprise.From discussing the relation of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论

large-scale technical renovation project of cigarette factory,the thesis has indicated
that decision-making of project should be based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士

strategy.Moreover, the gener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as provided. Lastly, taking

硕

the project, superior quality line of cigarette factory, as an exampl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project has been elaborated.

博

Secondly, by applying the funnel model of decision-making, it has determined
the core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miss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学

strategy.From the view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objectives and the project

大

entire life cycle,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strategic guidance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during the life-cycle of project.Moreover, the importance and hierarchical

门

structure of quality objective of large-scale technical renovation project in tobacco

厦

corporation has been pointed out accord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obacco
corporation. Using the funnel model of decision-making, this thesis has elaborat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methods of the project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superior
quality line in Longyan cigarette factory through analyzing constraints of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duct competitive ability and core competence
of enterprise.
Finally, several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for the superior quality line have
introduced to ensure these objectives as discussed above. From refining project
objectives and investigating project management mode,the thesis has determined
management mode of the superior quality line in Longyan cigarette factory.Moreover,

organization structure,division of work and main workflow have also been
ensured.Then,via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new development trends monitoring,
real-time adjusting measures would make possible.
In conclusio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has brought analysis, choos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into close association in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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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加入 WTO，我国的烟草行业将面临世界知名

库

品牌的挑战。国务院有关文件指出，要推进卷烟工业企业联合重组，培育大型企
业集团，要充分发挥重点卷烟工业企业的作用，以资产为纽带，以品牌为支撑，

要

积极推动跨省联合重组。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国家烟草专卖局

摘

为了迎接挑战，以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为标志，烟草行业改革和发展进
入了新的阶段。全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积极推动省级工业公

文

司与所属卷烟工业企业合并重组。在实现合并重组的工业公司中，已有 10 家省

论

级工业公司的生产规模超过了 200 万箱，部分省级工业公司已超过 300 万箱。全

士

国已培育出 12 个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的卷烟品牌，最大的 10 个品牌集中度为
57％。企业战略整合取得明显成效，为做强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硕

提出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加快培育 10 多个重点骨干企业和 10 多个

博

重点骨干品牌，充分发挥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骨干品牌的支撑作用①。“大”并
不等于“强”。卷烟工业企业必须走一条由大变强之路。做“大”可用行政手段

学

推动，而做“强”必须依靠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依靠专卖制度下的适度、

大

有序竞争。当前，与国际跨国烟草集团相比，我们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和扩张力不
强，区域性特征明显；与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偏少，技

门

术创新对企业的贡献度不高，与新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科学、高效的内部制度体系

厦

还没有形成，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还有待提高。要提高中国烟草的总体竞争实力，
实现由大变强的目标，任重道远。
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方面，重点突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模

仿为主转向创新为主，继续坚持中式卷烟的发展方向，把中式卷烟作为烟草科技
发展的主要任务。提出要不断丰富中式卷烟内涵，突出中式卷烟风格特征，培育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中式卷烟代表品牌，使中式卷烟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对现在
的卷烟工艺进行优化、细化，提出创造“中式卷烟”的战略部署。近几年及以后

资料来源于中国卷烟生产力布局研究报告，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展计划司，2005年8月

①

1

卷烟企业大型技改项目前期策划与决策实践

的几年中，以分组加工、精细加工为特点，以服务全球所有华人为主要目标，对
现有的主干厂进行技术改造的要求。
遵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发展战略，按照福建中烟工业公司“十一五”发展规
划，结合龙岩烟草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烟公司）做强做大“七匹狼”品牌
的发展战略，努力把龙烟公司打造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实力的国内一流、国际先
进的中式卷烟生产基地和“万宝路”卷烟生产基地的发展战略；运用所学战略管

库

理和技术创新等课程的理论观念；通过漏斗模式分析，紧紧围绕发展战略，提升

要

公司核心竞争力，尽早创造价值，开展研究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提请公司进行
决策。公司决定实施精品“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精

摘

品线”）。项目于 2007 年 2 月提出，国烟计（2007）384 号《国家烟草专卖局关

文

于福建中烟工业公司龙岩卷烟厂精品“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

论

批复》等文件给予批复。作者受命兼任精品“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经理，全面负责该技改项目的管理工作。

士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是：精品“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精

硕

品线”）按 200 亿支规模（按三班制计算，年产 40 万箱）设计，并留有发展余地。
批复总投资预计 22.5 亿元，其中土建及公用工程批复投资 6.65 亿元，工艺配套

博

设备批复投资 1.8 亿元，烟草专用机械预计批复投资 14.05 亿元。总建筑面积控
①

学

制在 86820 平方米以内。

结合龙烟公司已完成的异地技改经验及多年负责技改工作的实践，认为业主

大

方项目管理应以业主的利益为前提，其项目管理的主要目标包括项目的投资目

门

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项目的投资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之间既有矛盾
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关系。要加快进度往往

厦

需要增加投资，欲提高质量往往也需要增加投资，过度地缩短进度会影响质量目
标的实现，这都表现了目标之间关系矛盾的一面；但通过有效的管理，在不增加
投资的前提下，也可缩短工期和提高工程质量，这反映了目标之间关系统一的一
面。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项目的目标控制。
企业通过市场分析，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尤其做出战略性行为或战略性反应
时，工程项目建设前期策划与决策工作是工程建设过程中基础的、前提化和影响

①

资料来源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福建中烟工业公司龙岩卷烟厂精品“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的批复，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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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重要环节。此部分应属战略管理范畴，属于高层次的管理，高层次的研究、
决策和控制。它确定了一个企业宏观的、全局的、长期的目标和计划，是企业领
导者的主要任务。对于项目来说，战略目标一旦确定，一般就不能更改。因为这
是有项目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很可能导致项目失败。我国当前在
工程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大部分矛盾和问题，多数都根源于其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
与决策工作缺乏科学化的管理。近年来工程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开始引起了国际

库

和国内项目投资方和项目管理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与决策工

要

作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工程项目的前期管理策划与决
策工作决定了项目能否存在和继续发展，也基本预测了项目实施后的投资效果；

摘

同时还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它决定了工程范围、质量标准、生产规模、

文

产品纲领及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做出是否采取战略性行为或战略性反应决策时，

论

必须提前投入相当的调研资金，开展工程目标及实现的可行性，效果预测工作。

资金是必要及必须支付的。

士

在投资风险方面，由于决策失误，致使项目失败引起沉没成本考虑，此部分调研

硕

在工程项目造价方面，工程项目造价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但是必
须重点突出。显然，工程造价控制的关键在于项目实施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

博

在项目做出投资决策后，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在于设计。根据西方一些国家分析，

学

设计费用一般只相当于建设工程全部寿命费用的１％以下，但是这少于１％的费
用对施工项目造价的影响度达到５％以上，由此可见设计阶段的重要性。要有效

大

的控制工程造价，就要把控制的重点转移到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阶段—策划阶段

门

和设计阶段上来。项目前期工作对项目投资的影响程度为 70% —90% ，设计和
计划阶段对项目投资的影响程度为 60% —70% ，项目施工阶段对项目投资的影

厦

响程度还不足 40%。而前期工作费用只占建筑物全寿命费用的 1‰—2‰。正是这
1‰—2‰的费用却决定了几乎全部随后的费用[1]。由此可见，建设项目的前期策
划与决策工作对整个工程项目投资是何等重要。
本研究首要目的是做好“精品线”改造项目。通过项目实施达到支撑企业发
展战略，实现企业效益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研究第二个目的是在龙烟公司“精品线”改造项目管理实践中，建设前期
管理方法的应用进行分析，尤其是策划与决策方面进行大胆实践，提出一些实用
方法及部分经验总结，为本项目及其它烟草行业技术改造项目决策方法提供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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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1.2 卷烟企业工程特点
1.2.1 卷烟企业生产特点
卷烟工业企业主要以加工、生产卷烟为主，其生产属于流程式生产，主要通

库

过对烟叶的制丝、卷接和包装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增值过程，其生产具有计划性

要

强、工艺流程比较固定、生产自动化水平高及工艺设备与技术更新快等特点。
1、生产计划性强

摘

由于国家对烟草行业实行专控，生产总量由国家计划下达，烟草企业只能在

文

国家计划的基础上，优化产品结构，降低成本，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工艺模式趋同

论

烟草行业的生产品种变化不大，批量大，生产设备投资高，按生产产品的工

硕

3、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高

士

艺流程进行布置，工艺模式比较固定，处理流程大同小异。

烟草行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工艺技术成熟，控制生产工艺的自动化

博

设备比较成熟，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车间的人员主要从事管理、监控和

学

设备检修，但管控一体化的水平不高。
4、设备投资大

大

烟草行业的生产线一般是由打叶复烤、制丝、卷接包生产线组成，设备投资

门

比重大，大部分是专用设备，并且设备的可靠性特别重要，一旦发生故障，损失

厦

巨大。

5、工艺设备和技术更新快
在卷烟行业，一般的工艺设备和技术使用 5 年后就已经落后。同时，在社会

文明程度日益进步的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环境保护和健康，对卷烟与健康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卷烟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生产科技含量高、产品质
量优、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产品。同时，注重对环境保护和改善，加大治理废气、
废水和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以技术进步促进生产的发展。
烟草企业技术改造的规划一般为 5 年，当然还有更长的时间，目的是与企业发展
同步，相应的完善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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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卷烟企业工程项目的模式
卷烟工业企业的工程项目一般以技术改造项目为主。技术改造项目是以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为主要内容，达到调整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节能降耗、治理“三废”
、资源综合利用、职业安全卫生为
主要目标的工程及配套项目。其技改项目内容一般包括对厂房设施的改扩建、对

库

工艺设备的更新改造及对公用工程的配套改造。

要

近年来，烟草行业普遍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实施大规模整体技术改造，提升
企业整体竞争力，大型技改工程项目主要有原址技术改造、原址扩征技术改造和

摘

易地技术改造三种模式。

文

1、原址技术改造

在不改变厂界条件下，充分利用企业原有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辅助设施，通过

论

优化调整总图布局，改扩建联合工房，更新工艺装备，达到总体技术改造的目的。

士

2、原址扩征技术改造

在原厂界的周边新征建设用地，新、老厂区总图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利用企

硕

业原有生产辅助设施，扩建或新建联合工房，更新工艺装备，理顺生产工艺流程，

博

达到总体技术改造的目的。
3、易地技术改造

学

企业受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原址自身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需易

大

地新征建设用地，重新规划、分步实施、建设新厂，实现总体技术改造的目的。

厦

门

1.2.3 卷烟企业工程项目的特点
从以上几种模式可看出，近年来卷烟工业企业工程技改项目具有建设规模

大、工程技术风险大、投资金额大、实施周期长和社会影响大等特点。
1、建设规模大
建设规模大，反映在项目占地面积、工程量、所需机械设备、技术及劳务人
员等方面，较一般项目都有更大的投入。这些项目大都涉及到全厂范围以及周边
地区，内容包括了征地、新建厂房、设备购置、设备安装调试、配套的动力能源
设施以及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等，是一个牵涉到生产全过程的系统工程，施工过程
多工种交叉作业，施工组织复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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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技术风险大
技改的目的主要是改进生产力，进行工艺技术升级，因此对工艺技术方面要
求较高。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尽管在项目实施前一般都做
了周密的设计或前期研究，但是由于工程规模大、工期长，影响因素难以全面识
别，技术问题非常复杂，由此带来的技术风险和非技术风险较一般项目大。
3、投资金额大

库

卷烟厂的总体改造项目既有新厂房施工，又有工艺设备的采购和安装调试，

要

还有其它配套设施的更新改造，因此项目范围广、子项目多，相应的资金投入也
大。如长沙卷烟厂总体改造项目、常德卷烟厂总体改造投资、龙岩卷烟厂的总体

摘

改造的投资额均达数亿元。

文

4、实施周期长

论

项目因涉及的范围广、实施的内容多、技术复杂，因此在实施前必须经过全
面、可靠的可行性研究，上级主管部门要有严格的审批过程，审批程序复杂。而

士

总体性的技术改造是一个涉及到生产全过程的系统工程，规模大，必然有一个较

5、社会影响大

硕

长的实施过程。一般烟草企业总体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周期长达 2-5 年的时间。

博

卷烟生产企业在当地都是利税大户，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学

项目投产后的经济效益明显。当地政府对烟厂的技术改造项目都很重视和支持，
如长沙和常德卷烟厂的技术改造项目都被省政府列为了重点工程、十大标志性工

大

程等。项目又涉及到居民搬迁，土建施工规模大等，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

厦

门

1.3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3.1 研究对象
由本章上一节对卷烟工业企业工程特点分析可知，通过分析一个烟厂建设项
目管理，尤其是建设项目前期管理方面进行研究，可以找出共性的问题，为以后
工程建设提供参考。由于龙烟公司“七匹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是原
址扩征技术改造，与原址技术改造、易地技术改造相通性较强。本课题选“七匹
狼”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前期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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