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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安排论坛安排论坛安排论坛安排    

11111111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主论坛主论坛主论坛主论坛    从企业的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企业的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企业的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企业的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平行论坛共平行论坛共平行论坛共平行论坛共

六个专场六个专场六个专场六个专场    
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    

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    

精益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精益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精益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精益物流与供应链专场    

精益品质专场精益品质专场精益品质专场精益品质专场    

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OFFOFFOFFOFFICE LEANICE LEANICE LEANICE LEAN））））    

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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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３３３３日日日日    主论坛主论坛主论坛主论坛：：：：    从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从战略与经营高度看精益管理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精益管理在中国推行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 精益管理在不同国度、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是如何的定位和如何推进？ 

� 推行精益的文化土壤和机制如何保证，推行精益的障碍有哪些，各层之间的矛盾如何克服与化解？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9:00 – 09:10 致欢迎词 全国工商联  副秘书长 王忠明 

09:10 – 09:15 《本届论坛综述》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总经理 王洪艳 

09:15 – 09:35 《谈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  所长 张文魁 

09:35 – 10:20 《精益管理在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技术总监 谢克俭 

11 月 13 日 

上午 

10:50 – 12:00 《后危机时代再看丰田的原点回归》 原日本丰田 制造部部长 青木幹晴 

13:30 – 14:10 《联想实施精益的全球战略构想与评价》 联想全球精益六西格玛推广委员会 总监 黄震亚 

14:10 – 15:20 《波音的精益实践》 美国波音中国公司  副总裁 KEN YATA 

15:50 – 16:30 《关乎精益生产实践成败的几个管理辨证关系》 原麦肯锡高级顾问，现奇瑞量子制造总监 郦  宏 

16:30 – 17:10 《如何培育精益得以存活和生长的文化土壤》 原日本优尼卡（中国） 总裁  崔爱玲 

17:10 – 17:50 《精益企业感动中国》颁奖典礼  

11 月 13 日 

下午 

19:30 – 21:30 《精益不眠夜》：精益对话与答疑  嘉宾：谢克俭、崔爱玲、郦宏、黄震亚、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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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第一专场第一专场第一专场第一专场：：：：    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精益文化与精益人才育成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导入却无法植活”，精益推行效果不能维持深化，强力反弹，原因到底是什么？ 

� “后继无人”特别是骨干关键岗位，没有后备人才，这可怎么办？ 

� “总是白忙活”培训也做了不少，可效果总是不理想，企业如何建立人才育成系统？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09:30 《推进精益人才育成系统的障碍与解决方案》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运营总监 王德强 

09:30 – 10:35 《精益领导力》 赛默飞世尔科技  亚太区精益运营总监 刘 浩 
11 月 14 日 

上午 

10:55 – 12:00 《精益人才育成如何支持现场》 

原一汽丰田发动机  制造部长 

现天津内燃机  总经理 栾广辰 

13:30 – 14:35 《企业的细胞与基石——班组建设》 一汽丰田  高级经理 刘 健 11 月 14 日 

下午 
14:55 – 17:05 《丰田的人才育成与问题解决》 原日本丰田  资深管理专家  杉山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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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        第二专场第二专场第二专场第二专场：：：：    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精益现场管理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现场改善停留在表面，改善成果不能维持，反弹很快； 

� 目视板无法全面地对现场进行管理与指导，目视内容和实际操作不一致； 

� 现场没有活性化，员工没有持续改进的意识； 

� 现场的管理靠少数管理者督促，工人漠不关心，更不参与。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09:30 《精益现场的障碍与解决途径》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高级顾问 许立红 

09:30 – 10:35 

《单件制造企业快速缩短交付周期改善 

             ——沈阳鼓风集团公司精益实践》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永强 

10：55 - 11：35 《企业生产体系比较与分析》 施耐德电气亚太区  培训总监 孙世骏 

11 月 14 日 

上午 

11：35 – 12:10 《三星的六西格玛推进革新方法与案例》 三星  SDI 推进革新部长 吴振山 

13:30 – 14:35 《精益工厂设计与布局》 一汽丰田  规划部高级经理 高 岩 

14:35 – 15:40 《安徽合力精益实践》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 杨安国 

11 月 14 日 

下午 

16:00 – 17:05 《如何在现场改善中实现人才培养》 原日本丰田 制造部部长     青木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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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第三专场第三专场第三专场第三专场：：：：    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物流与供应链专场物流与供应链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供应商本身水平高低不齐，对供应商的管理没有统一标准，与供应商不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急功近利、讨价还价极为突

出，单纯的买卖关系。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从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 

� 企业如何帮助供应商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整个价值链的精益？ 

�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如何实现无缝连接，提高整体物流水平？ 

� 供应商的成本居高不下，质量事故反复出现；内部物流系统如何能够降低成本，减少浪费？ 

� 在库资金占压严重，资金周转速度极低，配送方式陈旧，效率低。 

    

备注：王建表（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9:3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 原丰田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  副厂长 葛春明 11 月 14 日 

上午 
9:30 – 10:30 《回归价值原点，共筑精益之路-供应链管理》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汪玉春 

 
11:00 – 12:00 《差异化供应商管理策略》 原施乐 戴尔 供应链管理  总监 王保华 

13:30 – 14:35 《供应链的全球化管理和本地化创新》 

霍尼韦尔（天津）有限公司区域供应链 高

级经理 陈 卓 

14:35 – 15:40 《生产计划与物流设计》 电装电机物流 总监 王宝龙  

11 月 14 日 

下午 

16:00 – 17:05 

现场对话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如何实现无缝连接》 汪玉春 、王保华、 葛春明、王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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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第四专场第四专场第四专场第四专场：：：：    品质管理专场品质管理专场品质管理专场品质管理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品质的稳定性不够，产品合格率波动大； 

� 品质合格率/直通率不高，导致返工、返修率等内部质量成本过高； 

� 品质问题引起的客户投诉频繁，导致外部质量成本过高，并使客户对产品可靠性丧失信心； 

� 品质问题对交期、效率等生产性目标造成很大的冲击； 

� 品质检验投入成本很高，但效果不佳； 

� 预防性品质管理水平不够，从设计、生产准备阶段的品质管理效果不好； 

� 品控和品管的文件很系统完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有效执行，没有实际的管理效果。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09:30 

《企业当前品质管理的障碍 

与精益品质的解决方案》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高级顾问 王  萍 

09:30 – 10:35 《豫北的现场品质管理案例》 

中航工业豫北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 

品质部长 张世良 

11 月 14 日 

上午 

10:55 – 12:00 《现场品质的异常管理》 一汽丰田公司  高级经理 马振来 

13:30 – 14:35 《德尔福的品质管理》 德尔福制动产品公司  总经理 汤江平 

14:35 – 15:40 《约翰迪尔的品质管理案例》 约翰迪尔  大中国区品质经理 杨  建 
11 月 14 日 

下午 

16:00 – 17:05 

现场对话 

《品质的全系统管理》 张世良、王萍、汤江平、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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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第五专场第五专场第五专场第五专场：：：：    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非制造部门的精益管理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精益在全球推行２０多年，大部分企业仍然停留在现场，但在实践中很多问题并非是单个制造部门的问题，而是技术、研

发、人力资源、财务、销售及各职能部门综合而致； 

� 如何在非制造部门推行精益；如何在制造现场实践精益变革中，拉动职能部门的参与和改善；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09:30 《如何构筑非制造系统的精益“协同工程” 》 爱波瑞精益管理学院院长  高级顾问 王  月 

09:30 – 10:35 《索爱 OFFICE LEAN 的思考与实践》 北京索爱公司  工业工程总监 范  斌 
11 月 14 日 

上午 

10:55 – 12:00 《精益在杭维柯非制造部门的实践》 

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精益

生产办公室主任、 陈元春 

13:30 – 14:35 《如何从财务和价值视角评估精益成果》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高级顾问 王钟灵 

14:35 – 15:40 《企业运营的尖兵——精益研发》 唐山爱信齿轮  原生产技术部部长 陆公伯 

11 月 14 日 

下午 

16:00 – 17:05 《精益与平衡计分卡的整合》 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  总经理助理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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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第六专场第六专场第六专场第六专场：：：：    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流程行业与公共事业专场    

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企业的挑战与困惑：：：： 

� 在巴斯夫、拜耳、杜邦、葛兰素史克、LG 化学等全球五百强流程型生产企业中，精益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绩效改善最

有效管理方法。在中国精益管理在流程型企业的推行才刚刚拉开帷幕。如何全面系统地导入精益管理模式，打造核心竞争

优势对中国流程型生产企业已经迫在眉睫。 

� 本专场将深入剖析国际、国内的优秀流程型制造企业的精益管理推进案例，为您呈现围绕流程型企业生产运营能力提升的

精益管理体系的全貌。并对国内流程行业企业如何推行和深入开展精益管理进行探讨和交流。 

 
 

 

 

时间 演讲题目 主讲人背景 主讲 

08:30 – 09:30 《流程行业的精益管理实践》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  高级顾问 邱 杰 

09:30 – 10:35 《全员的提案改善——玛氏文化》 玛氏中国（德芙巧克力） 工厂总监 戴永春 
11 月 14 日 

上午 

10:55 – 12:00 《精益执行力》 

美国领导管理发展中心（LMI）艾乐迈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咨询顾问 刘秋廉 

13:30 – 14:35 《中化化肥精益管理推进纪实》 中化化肥  精益办主任 曹松磊 

14:35 – 15:40 《精益管理的原动力—精益营销》 英格索兰  副总裁 余  峰 

11 月 14 日 

下午 

16:00 – 17:05 《精益在医药行业的思考》 博士伦中国  运营总监 盘  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