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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  关注增长质量  

“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指出“力求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所谓增长质量，不仅包括增长的

持续性、稳定性、投入产出率、科技进步、产品质量、参与竞争的能力与潜力，还包括人民生活幸福指数，

甚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等。未来新的五年，必然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五年，但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日趋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领导和决策者则更注重平衡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 
    精益思想强调的正是产品的成本与技术的合理匹配、协调；讲究的是企业的整体效率的提高与可持续

发展轨迹；注重的是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统一。这正是掌控增长质量的有效方法。 
    论坛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关注增长质量”这一主题，重点就企业的发展转型、产业的多元化、有效

运营管理等展开讨论，探寻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论坛特色  

 
 
 
 
 
 
 
 
 
 
 
 
 
 
 
 
 
 

朱森第先生，现任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特别顾问，中国工业

工程的积极支持者，在多年工

作中，研究产业发展战略与规

划、技术创新、行业管理、装

备制造业信息化、企业发展战

略、企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竞

争力等取得多项成果，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前期研究及“十一五”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前期

研究和编制工作，参加“十二五”国家有关专项规

划的前期工作。 

Jeffrey K. Liker 博士现任密歇

根大学工业与运营管理工程系

教授。他是国际畅销书《丰田

汽车案例：精益制造的 14 项管

理原则》的作者，他的论文和

著作因卓越的分析荣获了 8 次

“新乡奖”。本届论坛将是 Liker
博士首次在中国进行公开演讲，并在随后的两天培

训中给国内企业的管理者带来了其最新的研究成

果。 
 

 

政府大力支持 
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支持，第
八届论坛得到了政府和国家机构的认可，更坚定了论坛人“为中外企
业精英打造最理想的管理交流平台”的信念和决心！ 

最真实的企业案例 
大量真实案例展现，现场互动答疑，专场深度剖析 ！ 

最前沿的精益话题 为您展现最新的精益研究成果：精益研发、精益 IT 专场；精益的全系

统全流程理论将贯穿整个论坛，扩展参会者的视野。 

最权威的嘉宾阵容 
来自政界、学术界及全球 500 强企业和国内精益实践企业的经典案例，

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管理专家、媒体等都将在本届论坛上有精彩的分享。 

创造充分的互动空间 

 

专场对话、每个案例的现场答疑、21 日晚长达两个小时的互动答疑，

以及今年开设的全新的导师专场，为参会者创造了充分的互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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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程  

10 月 20 日（周四） 

 全天注册（天津滨海国际会展中心） 
 精益标杆企业参观研修（限 200 人） 

路线一：丰田+天士力 
路线二：顶新+天士力 

09:00-21:00 

10 月 21 日（周五） 

全体会议：主论坛 09:00-12:00 

平行论坛：领军者专场 
平行论坛：成长之星企业总裁专场 

（精益运营与商业模式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制造与信息化管理专场 

平行论坛：制造业精益成功实践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研发管理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文化与人才育成专场 

14:00-18:00 

大会晚宴 18:00-19:30 

答疑专场：互动答疑专场 
现场义诊：精益专家现场义诊 

19:30-21:30 

10 月 22 日（周六） 

平行论坛：精益制造管理系统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场 
平行论坛：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变革管理专场 

平行论坛：导师专场 
平行论坛：精益研发管理专场 
平行论坛：成长之星企业总裁专场 

（精益运营与商业模式专场） 

08:30-17:00 

专家培训一：《丰田模式的精髓（上）》 
     主讲人：Jeffrey Liker，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教授、《The Toyota Way》等全球畅

销书作者。 
08:30-17:00 

10 月 23 日（周日） 

专家培训一：《丰田模式的精髓（下）》 
     主讲人：Jeffrey Liker 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教授、《The Toyota Way》等全球畅销

书作者。 
0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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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形式  

全体会议 
全体参会人员共同参加的

会议，安排在论坛第一天。

最重要的趋势，最权威的

学术研究，国内标杆企业

案例为主要内容，重在思

路上带给与会者启发 

 

领军者/成长之星专场 
仅面向企业总裁与 CEO，

聚集学术界专家和政要开

放的私密空间。在主持人

的精心安排下，就企业决

策者最关心的问题展开充

分的讨论 

 

导师专场 
创造一种互动性的氛围，

在导师嘉宾的设计引导

下，就某一个案例或某方

面问题与参会者展开自由

互动，推动创造性解决方

案的生成。 

 

案例专场 
嘉宾对精心准备的实战案

例进行讲解，并预留出答

疑时间，以期最大程度给

参会者以启发，拓展思路。  

答疑专场 
一个完全开放的互动空

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与嘉宾进行互动答疑，同

样的问题嘉宾所在企业也

同样存在，可能会给您不

同凡响的解决思路。 

 

互动式对话 
一组嘉宾就某话题，在主

持人的引导下分享个人的

观点，无正式的演讲或有

准备的发言，主持人会邀

请参会者提出简要的问题

进行讨论。 

 

对接专场 
• 咨询顾问一对一的为参

会者答疑解惑； 
• 资本对接：国际知名投

行参与的资源整合平台； 
• 海外人才对接：提出您

的需求，寻找良好渠道 

 

专家培训 
本届论坛邀请到全球著名

精益专家，《The Toyota 
Way》的作者，美国密歇根

大学的教授 Jeffrey Liker，
其将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公

开演讲。 

 

颁奖典礼 
隆重的颁奖典礼，褒奖在

精益推进取得卓越成绩的

企业，在业内树立标杆。

同时，今年将举行制造业

年度人物颁奖礼，为制造

业企业中辛苦耕耘的领袖

们加冕封号。 

 

社交晚宴 
为参会者提供非正式的会

面机会，参与论坛不仅会

收获知识、更会收获朋友

和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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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详细议程  

2011 年 10 月 21 日（周五）详细议程 

 

主论坛：从制造到创造——转变发展方式  关注增长质量 

时间 内容 嘉宾 嘉宾背景 

09:00-09:15 

开幕式  

天津市领导 致欢迎词 

论坛执行主席王洪艳 致欢迎词 

09:15-09:30 工信部副部长苏波演讲 

09:30-10:00 2011 年度精益大奖颁奖典礼 

10:00-10:20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10:20-10:40 东西方企业管理的比较 Jeffrey Liker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The Toyota 

Way》作者；全球著名精益大师 

10:40-11:00 茶歇 

11:00-11:20 精益管理助推转型升级 罗乾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副总 

11:20-11:40 转变供应链从优秀到卓越 John Egan 联想集团全球副总裁 

11:40-12:30 

对话：转变发展方式 关注增长质量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谢克俭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  

Jeffrey Liker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胡玺光    兵器装备集团改革与管理部副主任 

John Egan 联想集团全球副总裁 

12:30-14:00 午餐  

14:00-18:00 

平行论坛 
领军者专场 

制造业精益

成功实践专

场 

精益研发管

理专场 

精益文化与

人才育成专

场 

精益制造与

信息化管理

专场 

成长之星总裁专场

（精益运营与商业

模式专场） 

18:00-19:30 晚宴 

19:30-21:30 

活性化活动——从实践中感悟经营智慧 

互动交流专场 

现场义诊：精益专家现场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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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者专场：转变发展方式  关注增长质量 

此专场仅面向年营业额超过五十亿以上企业总裁与 CEO，学术界专家和政要开放的私密空间。 

    本专场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总裁作为导师，以其企业案例为背景与参会者展开激烈讨论，深度挖掘

该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关注增长质量发展转折时期的对策及采取此对策的深层原因，并请参会者为此案

例献计献策，以期得到思想的碰撞与启发。资深专家的点评和导师嘉宾的揭秘环节，将带给参会者意外的

收获。 

引导嘉宾 
总引导嘉宾：齐二石  天津大学教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理事长 

引导嘉宾：杨青  中国工业报社总编     郑力  清华大学教授  

点评嘉宾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                         张元龙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工商联主席 

李  冰  国资委管理发展局局长               聂晓夫  兵器装备集团副总裁 

Jeffrey  Liker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分享嘉宾 

李  文  天士力制药股份 董事 总经理         汪玉春  一汽轿车副总经理 

对话嘉宾 

王润秋         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Roger Eriksson   索爱集团全球副总裁                          谢克俭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 

Laurent  Javaudin    欧盟驻华代表团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事务一等秘书 

 

往届领军者专场嘉宾 

制造业精益成功实践专场 
通过系统展示精益生产在离散、流程行业的具体应用，为企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展示全流程方法论的思路步骤和改善

内容。 

时间 内容 

14:00-14:15 引导嘉宾：邱杰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14:15-15:05 
从精益工具应用向体系协同改善转型   徐新  中航工业企业管理部副部长 

点评嘉宾：王  萍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15:05-15:55 
大江集团运营转型的有效落地   鲁毅  大江工业精益管理部部长 

点评嘉宾：刘  旭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15:55-16:15 茶歇 

16:15-17:05 
精益助推浦镇公司走向“百亿企业”  施青松 中国南车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点评嘉宾：许立红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17:05-17:55 
对话：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精益导入模式探讨 

嘉宾：徐新、鲁毅、施青松、何桢、王萍 

17:55-18:00 点评嘉宾：何桢  天津大学教授、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 

19:30-21:30 

互动交流专场  

嘉宾：李淑华（德尔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施青松；汪玉春；谢克俭；冯常学（卡特彼勒

亚太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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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文化与人才育成专场 
突出精益文化和人才育成的成功实践，介绍咨询、培训和道场的育人模式，帮助企业打造人才竞争力提升。 

 如何实现思维方式和心智模式的改变，以实现精益可持续； 

 如何运用训练道场支撑人员的培训，强化员工的动手能力； 

 如何运用科学有效的领导力工具实现全员参与，自主改善。 

时间 内容 

14:00-15:00 精益文化与人才育成  王德强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 

15:00-15:50 联想的精益人才经营模式  董航  联想集团全球精益六西格玛委员会项目总监 

15:50-16:10 茶歇 

16:10-17:10 丰田人才育成实践   唐鸿文  丰田爱信车身有限公司人事总监 

17:10-18:00 企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孙世骏  原施耐德电气亚太区培训总监 

 

 

 

精益研发管理专场 
用精益研发体系的建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突出产品研发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方式方法，全面阐述精益研发管

理的理论和实践系统： 

 如何应用精益的思想到研发中去； 

 如何建立企业中的精益研发管理模式。  

时间 内容 

14:00-14:50 
初识精益研发方法论  

陆玮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14:50-15:40 
科研型企业技术能力建设方法——精益助推航天火箭飞速研发 

隋国发 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公司副总经理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思科在制造业的全新合作战略 

思科系统大中华区企业架构方案部总监 张凯旋 

16:50-17:50 
对话：精益研发在实践中的困惑与对策   

陆玮 隋国发 张凯旋 杜俊岭 

17:50-18:00 总结嘉宾：陆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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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制造与信息化管理专场 
围绕精益制造和研发的 IT 化，支撑企业增长质量和速度的统一。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工业企业采取精益管理模式，并与 IT

化结合，促进管理变革。但是诸多企业却受困于如何有效的借助于 IT 手段促进精益管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以实现精益管

理变革更加容易为目的的 IT 化精益管理咨询模式应运而生。 

 如何应用 IT 化技术，打造精益制造和研发系统的快速复制； 

 如何建设精益 IT 化技术系统，开发流程和应用程序； 

 如何建设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人员配置，职责范围。 

时间 内容 

14:00-14:05 两化融合的趋势  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  郭红旗致辞 

14:05-15:00 
企业管理系统与 IT 系统的融合方法——如何让信息化贴合管理实践 

沈运峰 爱波瑞公司高级顾问 

15:00-16:00 揭秘丰田 IT 系统对精益管理的支撑   魏铮 富士通 IT 工程项目经理 

16:00-16:20 茶歇 

16:20-17:10 信息化在企业供应链建设中的应用和事例  李洪波  北京艾莫基公司总经理  

17:10-17:50 精益管理与坤特管理   马国钧  北京施达优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7:50-18:00 总结嘉宾    王应泽  神华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成长之星总裁专场——精益运营与商业模式 
仅面向中国制造业明星企业总裁开放的高端对话专场。探讨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就中小企业如何引资、育人、打造管理模式

和商业模式，进行深度碰撞和交流，在彼此的成长经验中互相激励和影响。  

 商业模式升级与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对中小企业战略发展的有力支撑； 

 如何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自主转型； 

时间 内容 

14:00-15:00 
精益运营管理系统支撑民营企业快速发展 

王月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副总裁、爱波瑞精益管理学院院长 

15:00-16:00 山东康达集团精益发展之路  孙学源  山东康达集团运营总监 

16:00-16:30 茶歇 

16:30-17:30 探寻精益创新之路   王军  今创集团副总 

17:30-18:00 总结嘉宾：葛春明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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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22 日（周六）详细议程 

 

10 月 22 日周六场次安排 

平行专场 

专场一 精益制造管理系统专场 

8:30-17:00 

专场二 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场 

专场三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专场 

专场四 精益变革管理专场 

专场五 导师专场 

专场六 精益研发管理专场 

专场七 成长之星企业总裁专场（精益运营与商业模式专场） 

第八届中国制造业管理国际论坛闭幕式 17:00-17:30 

 

 

专场一：精益制造管理系统专场  
全面多维度展示精益生产在制造现场管理中的应用，所推介的案例具有良好的实战效应，可以为企业提供详实的借鉴。 

 如何通过全流程全系统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 

 如何通过优化工艺技术、生产计划、成本核算三条主线，打造坚实灵活的生产运营体系； 

 如何建设活性化现场，形成员工持续改进的动力机制。 

时间 内容 

08:30-08:45 引导嘉宾：许立红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08:45-09:45 雷盛集团 VSM 案例  王志祥 雷盛集团天津公司营运总监 

09:45-10:45 合理化推进的思考与实践  马清海 SMC 中国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单件小批制造企业精益探索  朱东辉 沈鼓集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ERP 和 JIT 在大型工业产品生产中的结合  仵军辉 维斯塔斯卓越运营经理 

14:30-15:30 拉动式生产运用案例  蒙彦东 无锡布勒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对话：打造柔性化的制造管理系统    

嘉宾：姜勇（中粮控股生产总经理）王志祥 仵军辉  蒙彦东 朱东辉 许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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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二：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场 
精益物流与供应链的打造，实现企业效率与效益的和谐增长 

 如何树立正确的供应链远景规划和方针战略的展开流程； 

 如何对供应商进行选择、评价和指导； 

 如何引入第三方物流，实现准时化供应，降低物流成本。 

时间 内容 

08:30-08:45 引导嘉宾：葛春明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08:45-09:45 方太集成供应链管理（ISC）  刘志培 方太厨具副总裁 
09:45-10:45 敏捷供应链管理  柴卫东 科勒亚太区厨卫供应链总监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供应商发展的黄金法则  刘晓丹 沃尔沃上海公司供应商发展经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丰田模式的工厂物流管理  张劲松 中国丰田集团物流部高管 

14:30-15:30 供应链成本管理  雷啸 方正科技综合运营部总经理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对话：企业整体供应链的优化   
嘉宾：刘志培 柴卫东 刘晓丹 葛春明 张劲松  

 

 

专场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专场 
用精益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保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如何招聘、使用和培训各环节有效开发和培育企业急需的人才； 

 如何运用造产品先育人的理念，打造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机制； 

 如何设计员工绩效评价晋升机制，实现正向激励。 

时间 内容 

08:30-09:30 培训变革之舞  康易成 江淮汽车 JAC 大学名誉校长 

09:30-10:30 让培训学习促进战略执行—走出培训的误区  张丽萍  新奥集团员工发展顾问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培训推动变革  王顺捷 忠良书院总经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跨国人才的引入与融合  叶阿次  渣打银行中国人力资源运营总监 
14:30-15:00 茶歇 

15:00-16:00 学习力化为企业竞争力——企业学习的不同方法  李家强  IBM 人力资本管理专家级顾问 

16:00-17:00 
对话：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   
嘉宾：张丽萍  李家强   吴铮  康易成 叶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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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四：精益变革管理专场 
通过企业变革组织，打造强有力的推进体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突出企业精益生产推进体系、组织、职责和人员，引导

企业在推进精益和项目管理迈上新台阶。 

 如何克服精益变革过程中面临的文化、组织结构、思想观念等阻力； 

 如何建立有效的精益推进组织保证精益的有效持续推进； 

 如何将变革推广到全系统，实现全员参与。 

时间 内容 

08:30-08:45 引导嘉宾：刘旭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08:45-09:45 大型企业集团精益制造管理体系建设  

胡玺光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改革与管理部副主任 

09:45-10:45 精益在美国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Bob Torrani 美国康涅狄格州质量管理委员会（CQC）副总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黎明精益推进系统思维模式经验分享  杨敏 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总经理助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精益管理在中化集团的实践  邓小军 中化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 
14:30-15:30 MTD 美特达精益推进之路   周建华 美特达机械亚太区 CI 经理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对话：精益在企业管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嘉宾：杨敏 胡玺光 邓小军 郭永强（杜邦生产系统常熟总负责人） 刘旭 周建华 

 

专场五：导师专场 
创造互动氛围，在导师嘉宾引导下，深度开展精益案例讨论。该专场导师嘉宾将率领他的团队与参会者进行互动答疑，引导

企业寻找实现自我提升的解决方案。 

时间 内容 

08:30-10:30 

汽车制造业精益生产实践  

导师嘉宾：汪玉春   一汽轿车副总   

一汽轿车精益团队现场互动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京西重工之精益实践  

导师嘉宾：姜永鑫  京西重工（上海）有限公司制造及精益经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京西重工之精益实践 

京西重工精益团队 现场互动 

14:30-15:00 茶歇 

15:00-17:00 

卡特彼勒生产系统与丰田生产系统对比    

导师嘉宾：冯常学 卡特彼勒大学亚太区校长 

            李国英 卡特彼勒 CPS 主黑带、亚太区精益生产精益推动负责人 

点评嘉宾：谢克俭  爱波瑞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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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六：精益研发管理专场 
用精益研发体系的建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突出产品研发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方式方法，全面阐述精益研发管

理的理论和实践系统： 

 如何实现产品的战略方向，攻克技术难关及超前技术的开发； 

 如何应用精益的思想育人；  

 如何从精益研发指向精益制造； 

 如何具体的使用“拉动”这一精益原则 （个例）  

时间 内容 

08:30-08:40 引导嘉宾：陆玮 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08:40-09:40 TRIZ（萃智）创新理论与方法   李静 萃智（北京）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09:40-10:40 精益研发的需求管理  廖少华 聚龙集团研发经理 

10:40-11:00 茶歇 

11:00-12:00 “拉动”计划与“拉动”课题   沈运峰 爱波瑞公司高级顾问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VE 技法——面向制造的精益设计   杜俊岺 三星电机研发经理 

14:30-15:00 茶歇 

15:00-16:00 育人利器-精益研发道场建设  陆玮 爱波瑞公司高级顾问 

16:00-17:00 
对话：精益理念引入企业研发带来的颠覆   

嘉宾：陆玮  沈运峰  杜俊岺  廖少华  李静   

 

 

专场七：成长之星总裁专场——精益运营与商业模式 

2011 年 10 月 22 日 全天 
 如何打造中小民营企业文化与领导力 

 如何搭建适合中小型企业强而有力的运营管理模式 

 利润管理工具帮助企业成本控制成功实现 

时间 内容 

08:30-09:30 
全员利润管理——中小企业发展之路 

韩文成 爱波瑞精益管理学院教学总监 

09:30-10:20 
揭秘卓越亚马逊的成功运营——精益战略推进    

周涛  卓越亚马逊北方区运营总监 

10:20-10:40 茶歇 

10:40-11:30 快速发展企业的人才培养  刘建华 长春博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11:30-12:00 中国制造如何赢销全球  潘建岳  全球市场公司运营总监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道场实践与体验——体悟企业管理经营之道（请提前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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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培训  

专家培训一：丰田模式的精髓 

时间：2011 年 10 月 22-23 日 

全球权威精益大师 Jeffrey Liker 教授精彩讲座 

首次与中国精益爱好者面对面 

首次与中国制造业管理国际论坛联手 

首次与中国企业人分享其多 年的 研究成果及经验 

 

 

 

 

 

讲师介绍： 

Jeffrey K. Liker 博士现任密歇根大学工业与运营管理工程系教授。他与人合作及单独发表了 75 余篇论

文、文章和 9 部著作。他是国际畅销书《丰田汽车案例：精益制造的 14 项管理原则》的作者，该书讲述

了推动丰田汽车讲求质量与效率文化的哲学与原则。他与他人合著的《丰田汽车：精益模式的实践》、《丰

田产品开发体系》《丰田智慧》《丰田文化：丰田之道的精髓》等书都得到了业内高度评价。他的论文和著

作因卓越的分析荣获了 8 次“新乡奖” 

《The Toyota Way》一书一经面世，即在业内引起轰动，作者深刻地剖析了丰田——世界上盈利最好

的汽车制造商——成功的本质，以及可用于实现目标和事业的实践性建议。整本书，从系统上诠释了丰田

的成功模式，从文化到人才育成，从生产现场到组织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他多年对丰田公司以及他们的经

理、管理层、供应商和培训中心研究的结果，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改变业务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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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点 

ü 了解如何将真正的丰田模式的理念，方法，领导能力和文化适用到任何部门，使其达到持续改善、

高品质、低成本、高安全性，并拥有高度士气的目标。 

ü 精益管理的新发展 

ü 丰田的质量危机，精益真的错了吗？ 

ü 日本地震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带来对零库存的新思考 

ü 莱克教授对中国企业推行精益管理的建议 

课程大纲 

 

10 月 22 日 8:30-12:00 10 月 22 日 13:30-17:00 
丰田模式的本质 

丰田之路的 4P 模式及其理念 
• 逐步发展成文化的丰田历史 
• 精益管理和消除浪费的意义是什么？ 
• 4P 模式构成一个总体系统 
• 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是丰田模式的核心动

力 
• 学习丰田模式只可能通过长远思考 
• 两大支柱是尊重员工和持续改善 

丰田模式流程 
• 理想是单件流 
• 降低库存以暴露浪费 
• 通过一个典型生产线来学习 
• 中国大型设备厂商的典型生产线案例 
• 标注化作业是持续改善的基础 
• 持续改善永不停止   

人才育成与丰田模式的实施 
• 人才育成与流程改善齐头并进 
• 文化与人才育成是确立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 目视化标准展示现状的差距来挑战员工 
• 当前工作的团队负责支持改进人员 
• 如果没有高效的工作团队，混乱就会开始，改进就会

消减 
• 公司领袖是老师和教练 
丰田模式解决问题 
• 一般公司跳过计划，只是检查和调整，然后简单地去

执行、执行、执行 
• 从问题（直接）跳到解决方案将破坏持续改善 
• “5 个为什么”方法经常被解读错误 
• A3 报告是一简要的总结和指导工具 
• 一个依赖员工组织进行流程改产的公司，永远不会拥

有真正的持续改善 
• 丰田案例：通过“解决问题”去广泛传播“解决问题” 
• 精益实施旨在使每个工作组都具有有效解决问题的

能力 
10 月 23 日 8:30-12:00 10 月 23 日 13:30-17:00 

策略调整实现丰田模式 
“方针管理”的介绍 
• 方针管理的起源 
• 方针管理如何来到丰田 
• 方针管理的四个阶段及其案例 
• 公司总裁必须进行现场指导，检查和加强工作进程 

方针管理背后的理念 
• 指导原则 

把方针管理付诸行动:来自丰田的鲜明案例 
• 工作团队是丰田方针管理的核心 
• 目视管理支撑工作团队达到方针管理 
• 方针管理需要在所有领导层中定期严格监督指导 
• 塞恩的故事：从策略到行动 
• 通过方针管理把 2010 年的全球视野转化到行动中 
• 经济危机如何造就/影响了未来发展策略和方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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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管理 vs. 方针管理 
• 方针管理全方位纵横培养人才 
• 方针管理植根于东方人的 DPCA 观点 
• 方针管理是一种能动体制，而不是一种强制体制 

理 
方针管理的实施 
• 调整和内在驱动以使方针管理正常实施 
• 在方针管理中，人才培养和问题解决齐头并进 
• 驱动来自于向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 丰田通过方针管理流程锻炼和成就企业领袖 
• 传统西式领导力不适合方针管理理念 
• 领导力开发是一种挑战和学习的循环过程 
• 行动吧，从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