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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中国制造业管理国际论坛组委会 

承    办：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 

特别支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联合支持：国家两化融合创新推进联盟|德国弗戈媒体集团|正和岛|投资与合作| 

           天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南开大学商学院 

媒体支持： 

 

【主题】从制造到创造——互联网思维下的中国制造                          	

互联网思维：商业界的“文艺复兴”。无论你身在何种行业，都正经受着互联网的冲击。对于

传统行业，如何有效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如何重新审视市场、客户、产品的价值链乃

至整个商业生态圈，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逃不开也躲不掉的问

题。 

在用互联网思维指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重新审视企业内部各环节的价值体现，也同样

重要的影响着企业经营的落地。 

第十一届中国制造业管理国际论坛，从对企业商业模式的思考到市场、资本、产品等经营层面，

再到企业内部管理方式，通过主题分享、导师评论、圆桌会议、案例展示、商业互助、现场演示等

形式均有涉猎，期望为参会者点亮一盏导航灯。 

【谁将参加】                                                      

1500 余名各界人士汇聚津门，共襄盛举！ 

R 政要：工信部、国资委、天津市政府等领导 

R 学者：全球知名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学者 

R 企业家：处在行业领导者地位和正在快速发展期，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董事长、总裁、CEO 

R 企业管理者：制造型企业研发、制造、供应链、设备管理、人力资源、信息化等各相关部门管

理者 

R 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型企业提供服务的相关行业，如咨询公司、设备维护、信息化支持等 

R 媒体：知名媒体、行业媒体、新的传播媒体使平台成果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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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点读】 

★ 对标德国制造、解密⼯业 4.0 

本届论坛主办方特与德国弗戈媒体集团、德国工商总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联合主办了两场以解

密德国制造为主题的专场，分别针对中国民企接班问题和大型制造业战略问题展开，正所谓“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德国制造为鉴，提升中国制造实力。 

★ 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忘制造本质 

“精于本业”是当前诸多制造型企业的立足点，只有夯实基础，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制造出高质量的满

足客户需求的产品的能力，才能提到开疆扩土，扩大规模、拓展领域。论坛中开设的管理案例专场，正是

通过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实践案例分享，给参会者以启发和思想的碰撞。 

★ 互联⺴时代，企业应该做什么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也带来了新的商机。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如何利用好互联网，用互

联网的思维模式思考以实现企业战略，成为企业老总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本届论坛要重点与参会者探

讨的问题。 

★ 上市是企业发展的唯⼀⼿段和⺫标吗？看看德国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此次亲临论坛，解读支撑德国 80%经济的隐形冠军企业成功的秘密！这些全球

化的企业，在其领域都是名列前茅，年营业额都高于 30 亿欧元，可他们都没有上市，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企

业如此卓越？成为论坛 VIP，您可与西蒙深度交流，更多惊喜等着您！ 

 

【论坛特色】 

成为 VIP 享受超值参与体验 论坛不只有三天 

ONLINE 从报名⼀刻开始 

o 为 VIP 专设闭门会议（与管理大师西蒙面对面

小型沙龙/谢克俭老师为您深度解析企业进化

论） 

o 无门槛参与论坛所有活动 

o 全程贵宾待遇，主论坛贵宾区就坐 

o 参加贵宾晚宴，与所有嘉宾共进晚宴 

 

报名后，请您关注论坛微信账号“china_cmmif”，

随时了解论坛最新动态。我们会为所有报名者创建微

信群，结识朋友，参与讨论，嘉宾讲什么您做主！ 

让“发声”变成习惯 混的圈⼦决定了您的⼈⽣⾼度 

彻底颠覆传统演讲模式，各种现场互动环节让您尽情

“发声”，嘉宾不只在台上，您也是嘉宾中的一员！ 
除了围绕论坛主题展开的各个专场，晚宴和晚上的小

型沙龙，咖啡廊，论坛更专门开设了“资源对接”专

场，助您寻找商机、结识世界级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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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推介】 

	

赫尔曼·西蒙 教授（Prof. Hermann Simon） 
继彼得·德鲁克之后德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思想家。 

“隐形冠军”概念首创者；企业产品定价领域全球最重要的专家，定价学三大模型之一——

西蒙模型的创立者。畅销书籍《隐形冠军》、《定价圣经》以及《利润至上》作者。 

伦敦商学院终身访问教授，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著名学府访问教授。 

	

李杰 教授（Prof. Jay Lee）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 — 智能维护系统

（IMS）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美国联合技术研究中心（United Technologies Research Center - UTRC）产品升级

和制造部主任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主任。李杰教授同时还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马丁·门拉特 博士（Dr Martin Menrath） 
爱波瑞德国首席代表，布勒集团原全球副总裁、董事会成员 

曾就职于发动机及涡轮机联盟、慕尼黑、劳斯莱斯，最后他作为威格曼公司执行管理委员

会的发言人。从 2008 年起担任布勒集团全球副总裁。在产品研发、精益制造、物流、采购

和质量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 

 

凃松柏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 
原 IBM 全球合伙人，曾在 IBM 任职 28 年，是 IBM 大中华区首位管理顾问。 

具有 30 年企业咨询和企业实战运营的背景，深谙国际及中国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专长于企

业战略，业务模式及组织架构设计，人才培育与领导力发展、信息化战略与信息系统实施、

以及企业变革管理与企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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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嘉宾掠影】 

	

<政要> 
李毅中   全国政协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苏 波  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 

周子学   工业与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陈邦柱  中国质量协会会长 原湖南省省长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原机械部总工 

张元龙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 

王治平  天津市原副市长 

宗国英   天津市副市长 

白英姿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金东虎   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 

<学者与媒体嘉宾>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 

James Morgan 原福特汽车公司研发总监，美国密

歇根大学工程学博士 

Jeffrey Liker  密歇根大学教授 

齐二石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理事长 

天津大学教授 

郑 力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  

倪 军 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学"冠名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院长 

张英华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Michael Pecht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美国众议院参事 

杨 青  中国工业报社总编 

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杨  帆 天津电视台主持人 

 

<企业家> 

尹家绪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郑昌泓 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 

聂晓夫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罗乾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会计师 

焦承尧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军  中国南车集团副总裁 

楼齐良  中国南车集团副总裁 

夏春生  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 

向  军  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左延安  江淮集团原董事长 

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杨  川  重庆大江工业集团董事长 

杨安国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由华东  中环电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立志  天津市渤海化工集团董事长 

Ken Yata 波音全球副总裁 

李重贤（韩国）  原三星集团副会长 

John Egan  联想集团全球副总裁  

Hermann Kleinod   西门子电气传动原总经理  

陈雨田  奔泰科技亚太区总裁  

周  涛  聚美优品副总裁 

姜卫东  山东五征集团董事长 

谢识才  博威集团董事长  

蒙彦东  布勒中国区营运总监 

石丰瑜  富士通（中国）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CEO 

Martin Menrath 布勒集团全球生产经营总裁 

Christian Overgaard 丹佛斯中国区总裁 

张  达  德国 Heraeus 中国区总裁 

康国泰  原丹纳赫业务系统（DBSO)亚洲区副总裁 

李志宏  IBM 原全球合伙人 

Joakim Diamant 斯堪尼亚中国战略中心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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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概览】   标 ★ 专场为仅限总裁参加专场，名额有限，请查看详细议程 

2014 年 11 ⽉ 13 ⽇周四 

全天报到（天津滨海国际会议中⼼） 09:00-17:00 

★企业家晚宴 18:00-19:30 
★企业家沙⻰：柔和社区⽂化沙⻰ 19:30-21:00 

2014 年 11 ⽉ 14 ⽇周五 

全体会议 制造业创新思维 09:00-12:20 

分会场 中国⽣产性服务业创新联盟理事会（闭⻔会议） 10:00-12:00 
主会场 精益思维——企业运营必胜法宝 13:30-16:30 

分会场⼀ ★领军者专场：⾯对⼯业 4.0，中国制造⾛向何⽅？ 
（⾯向国有⼤中型企业总裁） 13:30-16:30 

分会场⼆ ★总裁专场：德国家族企业的成⻓与传承 
（⾯向民营企业总裁） 13:30-16:30 

分会场三 ★总裁专场：万企转型升级专场（⾯向民营企业总裁） 13:30-16:30 

全体会议 
巅峰对话：互联⺴思维下中国制造 16:45-18:00 

中国精益⼤奖颁奖典礼 18:00-18:30 

晚宴 ★贵宾晚宴 ⼤众晚宴 19:00-21:00 
晚间沙⻰ ★中德⽂化沙⻰ / 正和岛夜话  21:00-22:00 

2014 年 11 ⽉ 15 ⽇周六 

平⾏专场⼀ ★私⼈董事会（仅限 15 ⼈） 09:00-16:00 
平⾏专场⼆ ★总裁专场：⼯业传奇（⼆）——解码德国制造 09:00-12:00 
平⾏专场三 ★总裁专场：通往隐形冠军之路——详解企业精益体系进化论 09:00-16:00 
平⾏专场四 精益研发与设计 09:00-16:00 
平⾏专场五 制造系统精益化 09:00-16:00 
平⾏专场六 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9:00-16:00 
平⾏专场七 企业⽂化与⼈⼒资源管理 09:00-16:00 
平⾏专场⼋ 企业信息化与智能制造 09:00-16:00 
平⾏专场九 企业运营管理 09:00-16:00 
⼤会闭幕式 16:00~ 
11 ⽉ 13-15 ⽇（周四-周六）制造业资源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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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议程】 

2014 年 11 月 14 日周五 

全会：制造业互联网思维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20 大会开幕式 
天津市领导致辞 

王洪艳 中国制造业管理国际论坛执行主席 

09:20-09:30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 

09:30-09:50 杨学山 国家工信部副部长 

09:50-10:20 工业 4.0——制造业管理的战略与趋势 Holger Kohl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IPK 总监 

10:20-10:50 

从制造到“智造”——长安新飞跃 徐留平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 

议题嘉宾：李杰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

主任 

10:50-11:10 茶歇 

11:10-11:40 
互联网思维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之路 凃松柏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IBM 原合伙人 

议题嘉宾：左延安 江淮集团原董事长 

11:40-12:25 

隐形冠军创新之道——鲜为人知的全球

市场领导者成功秘诀 

赫尔曼·西蒙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隐形冠军》作

者 

议题嘉宾：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12:25-12:30 点评嘉宾 严泽生 渤海钢铁集团总经理 

主会场：精益思维——企业运营必胜法宝 
时间 议题 嘉宾 

13:30-14:05 互联网时代的工业新思维 杨海成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 

14:05-14:40 互联网时代——传统工业凤凰涅槃新机遇 张代理 红领集团董事长 

14:40-15:15 
数字制造，西门子助力中国制造业更上一

层楼 

王海滨 西门子中国执行副总裁，西门子数字化工

厂集团总经理 

15:15-15:50 家具大规模定制商业模式与制造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集团）公司董事长 

15:50-16:10 茶歇 

16:10-16:45 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看中国制造人才培养 王  月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 

全会：制造业商业新模式 
时间 议题 嘉宾 

16:45-17:55 

巅峰跨界对话： 

互联网思维下的制造业发展 

主持人：周涛 聚美优品副总

裁 

 

叶茂新 恒天集团副总裁 

左延安 江淮集团原董事长 

Martin Menrath 布勒集团原全球副总裁，爱波瑞德国首席代表 

Thomas Sattes（萨拓思）巴鲁夫中国区总经理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集团）公司董事长 

17:55-18:00 点评嘉宾 李  杰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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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主任 

18:00-18:30 中国精益大奖颁奖典礼 

总裁专场 

★ 领军者专场：面对工业 4.0，中国制造走向何方？ 
（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裁） 

时间： 
13:30-16:30 

任何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无不需要建立一个强大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而作为国家重要经济

的支柱的国有企业，往往引领着我国某一领域的技术、产品的发展方向，决定着该行业未来的走向。该专场就是

专门为央企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开设，对标德国制造，从全球视角审视制造业发展。 

议题： 

l 德国工业现状，工业 4.0 离我们有多远 

l 从全球视角看高端制造发展 

l 全价值链精益一体化战略 

l 全球化战略运营 

导师嘉宾：白英姿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 

嘉宾： 

l 李  杰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主任、中国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 

l 张雅林  西电集团总经理 

l 严泽生  渤海钢铁集团总经理 

l 赵立志  渤海化工集团董事长 

l 王玉林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 

 

★ 总裁专场一：工业传奇（一）——德国家族企业的成长与传承 
（面向民营企业总裁） 

时间： 
13:30-16:30 

联合承办：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德国弗戈媒体集团（中国） 

在庞大的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当属德国的制造业隐形冠军居多，管理学大师赫尔曼·西蒙教授对全球隐形冠

军的系统研究已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奥秘。此外，在德国制造业企业中，家族企业具有明显的代表性，其成长故

事和传承文化值得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学习。他们的成长史和跨国经营的成功案例就是我们未来走向世界所

应该走的道路。 

时间 议题 嘉宾 

13:30-13:50 议题嘉宾 
黎昌晋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商联主席、天津
商会会⻓ 

13:50-14:20 从 ARBURG 看德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佟  朝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4:20-14:50 巴鲁夫家族故事分享与成功经验 Thomas Sattes（萨拓思）巴鲁夫中国区总经理 

14:50-15:20 菲尼克斯的家族故事 顾建党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15:20-15:35 茶歇 

15:35-16:30 
深度对话： 
德国家族企业的成⻓与传承 

⻩丽陆 正和岛执⾏董事、联席总裁兼总编辑 
Thomas Sattes（萨拓思 ）巴鲁夫中国区总经理  
佟  朝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建党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主持嘉宾： 肖捷 德国弗⼽媒体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 总裁专场二：万企转型升级 
（面向民营企业总裁） 

时间：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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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无疑是最具活力的群体，天津市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竞争力弱，产品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低，

生产经营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特推出了万企转型升级计划。为了推动万企转型的深入开展，论坛特别企

划该专场，针对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和管理转型三个主题进行典型案例发布，由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组成专家

团，对案例进行总结与点评，以给予在场的企业家们学习与借鉴。 

案例分享： 

l 孙兴文 津荣天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l 林洪新 瑞德塞恩新材料总经理 

l 虞小鸣 浙江永康金华大明铝业董事长 

l 胡广敏 海斯摩尔生物科技董事长 

 

意见领袖： 

张元龙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天津市侨联主席 

评审团：  

l 任  鹏 天津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l 蒋  南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l 杨  青 中国工业报社总编 

l 牛占文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014 年 11 月 15 日周六 

总裁专场 

★平行专场一：私人董事会（仅限 15 人） 
时间： 
09:00-16:00 

2013 年开始，私人董事会突然在中国走红起来，成为新时代企业家炙手可热的圈子。参与者在会议中常常争

得面红耳赤，针锋相对，也会感动得潸然泪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企业家们如此激动，快来一起

领略私董会的魅力吧。 

	

★平行专场二：工业传奇（二）——解码德国制造 
时间： 
09:00-16:00 

联合承办：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德国弗戈媒体集团（中国） 
2009-2012 年欧洲深陷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却依然坚挺。这完全得益于其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在德国，制造

业作为其经济增长的动力，维持着其国际竞争力！这是最值得中国企业所学习和借鉴的。然而，中国制造业和德

国制造业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德国工业 4.0 背后的秘密是什么？该专场将为您做深刻解读。 

09:00-09:10 致辞 勾建辉  南高齿齿轮集团董事总经理兼总裁 

09:10-10:00 德玛吉发展战略 闻作洲  德马吉森精机（DMG MORI）销售总经理 

10:10-11:00 
沃达迈集团在亚洲及中国市场的发展战

略 

Thomas Geiger  沃达迈灯具制造（上海）有限公

司总经理 

11:10-12:00 德国制造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管理 Max Jarmatz  诺德（NORD）全球销售总监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10 沈阳机床的国际化战略 葛兴福  沈阳机床高级顾问 

14:20-15:00 以智能生产与制造助推产业升级 武玉会  ABB 执行总裁 

15:00-15:50 工业 4.0 刘文波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 

	

★平行专场三：通往隐形冠军之路——详解企业精益体系进化论 
（仅限 VIP 参加） 

时间： 
09:00-16:00 

这是专为中小民营企业家量身打造的专场。在这里，导师嘉宾将为您深度分析企业无法做强做大的病因，挖掘企

业病灶所在，帮助您重组企业 DNA，让您发现您企业根本的潜力与价值！ 

u 由国内知名管理专家谢克俭担任导师； 

u 现场模拟演练，如何从硬件建设上营造企业自律进化的环境； 

u 听企业家亲述三个月企业效率倍增的案例，享受的改善过程，令人尖叫的改善成果！ 

u 最终，如何从财务上评价企业的问题，将隐性问题创造为显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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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案例专场 

平行专场四：精益研发与设计 
时间： 
09:00-16:00 

主持人：董航 联想集团研发运营总监 
议题主席：王玉林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 

评论嘉宾：魏云峰 高级顾问 

          李伯麒 三星研发总监 

          隋国发 长征火箭副总裁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55 向自主创新型产品开发转型 沈运峰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09:55-10:50 精益研发的探索与实践 刘大鹍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10:50-11:05 茶歇 

11:05-12:00 基于市场需求研发管理落地之路 王建清 航天九院 16 所部长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30 构建工位制的精益研发体系 施青松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14:30-15:00 研发与制造的协同设计 Holger Kohl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IPK 总监 

15:00-16:00 对话：研发的全过程管理 

刘大鹍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所办主任 

施青松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王建清 航天九院 16 所部长 

沈运峰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平行专场五：制造系统精益化 
时间： 
09:00-16:00 

主持嘉宾：张英华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30 中国精益企业的全球化战略 Martin Menrath 爱波瑞（德国）首席代表 

09:30-10:0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业务流程与管

理工具的关系 
徐  新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管理创新办公室主任 

10:00-10:30 卡特彼勒的持续改进之旅 周国强 卡特彼勒中国区 6 西格玛与精益推进经理 

10:30-10:45 茶歇 

10:45-12:00 

深度对话：精益在企业中的推进 

主持人：杨震 丹腾空气系统全球运营总

监 

胡玺光 兵器装备集团改革与管理部副主任 

闫卫华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 

孙永明 壳牌东北亚工厂运作优化经理 

张瑞兴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制造总监 

李  丹 天士力制药集团项目管理中心总监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00 精益全价值链管理 孙永明 壳牌东北亚工厂运作优化经理 

14:00-14:30 打造精益制造企业的实践与思考 王  巍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14:30-16:00 

深度对话：全价值链一体化精益系统 

主持人：杨震 丹腾空气系统全球运营总

监 

姬剑锷 东北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赵周林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钟思钊 副总裁、美卓矿机中国区制造负责人 

蒙彦东 布勒中国区营运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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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峥嵘 伊顿汽车零部件总经理 

王  巍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平行专场六：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时间： 
09:00-16:00 

主持嘉宾：赵硕 亚马逊中国培训与发展总监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10 议题嘉宾 
赵道致 天津大学 EMBA 中心主任、教授、现代制造与物流

研究所所长 

09:10-10:00 精益供应链的管理 许立红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10:00-10:50 制造企业精益物流体系打造 陶春松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工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10:50-11:10 茶歇 

11:10-12:00 
精益供应链的整合——装备制造业

的实践与经验 

Martin Menrath 爱波瑞（德国）首席代表 

蒙彦东 布勒中国区营运总监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15 互联网助力供应链管理转型升级 黄晓峰 tradeshift 全球战略副总裁 

14:15-15:00 如何真正打造三方共赢的供应链 马晓峰 某外企执行副总裁 

15:00-16:00 
深度对话：互联网给供应链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 

许立红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陶春松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工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晓峰 tradeshift 全球战略副总裁 

马晓峰 霍尼韦尔亚太区执行总经理，供应链副总裁 

赵道致 天津大学 EMBA 中心主任、教授、现代制造与物流

研究所所长 

 

平行专场七：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时间： 
09:00-16:00 

主持嘉宾：戴永春 玛氏中国巧克力精益总监/玛氏大学供应学院亚洲区总监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40 人力资源的新角色 刘  霞 飞思卡尔人力资源经理 

09:40-10:20 三星的人才培养体系 张正顺  三星集团原培训总监 

10:20-10:40 茶歇 

10:40-11:20 中集精益 ONE 模式之创意工夫实践 贾建宝  中集集团运营管理部经理 

11:20-12:00 体验变革：打造学习工作生态圈 李彦哲 时代光华研究设计院院长 

12:00-12:10 爱波瑞精益网络学院成立仪式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00 探索人才育成的精益之道 孙世骏  爱波瑞集团精益管理学院运营总监 

14:00-14:30 
移动互联网带给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与

创新 
王海军  融商科技总经理 

14:30-16:00 
分组研讨与对话：互联网对人力资源管

理的作用 

戴永春  玛氏食品供应链学院院长 

孙世骏  爱波瑞集团精益管理学院运营总监 

李长江  西电集团西安技师学院院长 

梁  冰  中国兵器人才学院副院长 

王海军  融商科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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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专场八：企业信息化与智能制造 

时间： 
09:00-16:00 

主持嘉宾：徐烁 WinTool 中国公司总经理 
时间 议题 嘉宾 

09:00-09:30 工业 4.0 思维下如何打造智能工厂 蒋南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高级顾问 

09:30-10:20 打造精益管理体系，支撑企业快速发展 马军 长安汽车股份公司 

10:20-11:00 航天数字化制造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金山 航天五院 529 厂信息中心主任 

11:00-11:10 茶歇 

11:10-11:40 
云时代，信息化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怎样

的可能？ 
王晨光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11:40-12:00 赢在大数据 张长旭 百度公司市场部经理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00 制造业数据的应用与创新 
李海洋 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系统方案事业部副总

经理 

14:00-14:40 面向智能制造的 IT 创新 金善豪（韩）三星SDS电子事业部 总经理 

14:40-15:10 工厂物联网的效能分析 卢海军 华荣汇集团物联网事业部总经理 

15:10-16:00 

对话：互联网思维碰撞 

主持嘉宾：汪波 富士通（中国）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军 长安汽车股份公司 

李金柱 红领集团副总裁 

王萍 爱波瑞高级顾问 

 

平行专场九：企业运营管理  
时间： 
09:00-16:00 

四位有着相似的经历，又有着不同的路径的导师型嘉宾，他们或曾经让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或让经营

不善的企业快速盈利翻倍，或让白手起家的企业迅速步入正轨，或将一盘散沙的企业做成业内标杆。四位嘉宾将

用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他们的故事，通过充分的互动与您探讨： 

l 如何诊断一个企业的现状，并作出有效的变革计划 

l 如何鼓舞员工士气，让员工众志成城完成变革，重塑企业文化 

l 如何制定战略与目标，并有效的导入工具，快速拿到结果 

l 如何把工具变成长期有效的机制 

时间 嘉宾 

09:00-09:50 刘  浩 施莱德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当前经济低迷已是不争的现实，⽆论是曾经的日本巨⼈佳能和三洋，还是国内的中小企业，都感到

了严重的⽣存危机（资⾦和市场压⼒⼭⼤），精益到底如何能帮助我们在此情况下⽣存和发展？企业

管理⼈员应该如何做？精益思想、流程和⼯具的实施，以及坚强的信念，会让您的企业在风浪前立

于不败之地。没有⼣阳市场，只有⼣阳管理。	

09:50-10:40 汤  明 亚新科铸造原总经理，亚新科集团总监 

以财务回报的角度、运营改善的经历、战略规划的视界与⼤家探讨企业价值最⼤化及其背后的驱动

因⼦。 

10:40-11:00 茶歇 

11:00-12:00 伍  健 凯驰清洁技术（常熟）公司董事总经 

精益是⼀项驱动持续改善的活动，凯驰在精益实践中，经历了⼯厂运⾏的各个阶段，如建厂、⽣产

启动、正常运营和成熟运营。精益改善需要持续不断地进⾏，既有自上⽽下的战略支撑，又有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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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全员参与，不断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继续不断改善。 

12:00-13:30 午餐/观展 

13:30-14:20 汤江平 万向钱潮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个企业变⾰的成功与否，很⼤程度由管理者的领导⼒来决定。如何建立公司的信仰与⽂化？领导

者应该把自⼰摆在什么位置？如何组建您的团队？如何发挥团队的聪明才智？如何让精益成为团队

的信仰？⼀个个真实的故事，坦诚的表述希望让您找到答案。 

14:20-15:45 互动讨论 

15:45-16:00 嘉宾点评：杨坤 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博士、副教授 

    企业运营包括从销售、研发、制造、供应链到服务整个链条，而决定企业整体高效的往往是各环节的连接技

术，那就是管理。该专场由四位企业总经理作为导师，他们将向您讲述他们所带领企业的真实故事，以期望给您

以启发。 

特邀嘉宾： 

刘  浩 施莱德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  明 亚新科铸造原总经理，亚新科集团总监 

伍  健 凯驰清洁技术（常熟）公司董事总经理 

汤江平 万向钱潮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点评嘉宾：杨坤 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博士、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