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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 经济研究和咨询公司IHS Global Insight发表报
告说，从制造业产值方面衡量，中国去年已经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 报告说，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1.955万亿美
元，在全球制造业占19.8%。

• 201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为1.952万亿美元，在全
球制造业总占19.4%。



2010年中国主要制造业的增长率



天河一号：每秒1206万亿次



C919亮相49届巴黎航展



即将服役的中国第一艘航母



北斗第二代导航系统：已发射八颗卫星



蛟龙号：潜向5000米深海



高铁，改变中国



电子商务真正发力

• 2010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超过4.5万亿元，其中B2B

的比例高达85%。

• 行业电子商务平台迅速发展，向细分行业深耕。

• 2010年淘宝网交易额4000亿元。 2010年淘宝网注册用户
达到3.7亿，在线商品数达到8亿。

• 2010年中国B2C网上零售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
达到1040亿元，环比增长373%。

• 网上购物带动快递行业、物流行业跨越式发展，对SCM软
件需求火爆。



一个中国卓越制造企业崛起的时代

• 华为、海尔、联想、中兴

• 三一、徐工、中联、柳工

• 宇通、吉利、奇瑞、万向、
潍柴、时代电气、福耀玻璃

• 娃哈哈、三全、立白、燕京

• 美的、格兰仕、迈瑞、双汇

• 瑞贝卡、敏实、尚德

• 。。。。。。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2011年1至5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8%



物流顽症，如何治愈？



中国收费高速公路占全球70%



2011年5月CPI涨幅创34个月新高



高油价、垄断与人民币升值



汽车产销“首负”



新能源的拐点？

• 日本的核灾难影响仍在延续。

• 德国将全面弃核，取消对太阳能的补贴。

• 截至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总量实现
4182.7万千瓦，成为世界第一。但受风电
上网瓶颈制约和产业过度扩张，曾经的风
电卖方市场已然逆转，风电设备制造商迎
来业绩下调的“拐点”。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ribendizhen/content-0/detail_2011_03/14/5139490_0.shtml


中小企业面临空前困境



中国概念股信用危机



食品安全危机愈演愈烈

http://www.bethune.net.cn/uploads/091125/1_162033_1.jpg


标准被行业巨头操纵



出口受到反倾销的严重影响



2010年A股跌幅全球第三

• 仅次于希腊和西班牙。

• 2011年上半年A股近四成公司首日破发。

• 2011年上半年创业板指数下跌逾25%。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制造业核心技术缺失－－日本地震影响关键零部件进口。

• 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空心化。

• 能源紧张、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迅速上涨。

• 中小企业利润率低，当前现金流十分困难，今年将可能出
现大面积倒闭。

• 4万亿投资绝大多数投向房地产，在带动相关制造业的同
时也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并带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经济不稳定因素加剧，可能二次探底。

• 涉及民生的诸多企业面临信用危机。



制造企业发展，大浪淘沙



卓越制造意味着通过建立卓越的研发与制造能力，能够

制造性能卓越、节能环保、质量可靠的产品；

卓越制造意味着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按时交货，维持

卓越的客户满意度；

卓越制造意味着制造企业能够以卓越的生产效率和卓越
的成本控制力，在动态多变的竞争环境中，保持卓越的

盈利能力。

中国制造企业，迈向卓越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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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管理信息化应用绩效



ERP应用的真谛

• 仅仅应用ERP部分模块，难以体现ERP的真正价值。

• 基础数据不准确，ERP难以真正见效。

• 集成问题没解决好，ERP应用效果有限。

• 信息不能及时准确采集，ERP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 IT部门如果没有实施与开发能力，ERP应用难以持续深化。

• 没有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应用，ERP无法体达到预期效果。

• 核心是高层领导的决心与引领。

ERP在中国尚未普遍成功，ERP应用仍然任重道远！



ERP应用的成功之道

• ERP是打破部门界限，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其着眼点是企业，从获取商情（捕捉机遇），拿到订单开始
，经过一系列的业务运作，把产品或服务交到客户手中，并
收回货款的全流程。这是一种始于客户、终于客户，为客户
创造价值，并实现企业与客户共赢的流程。

• 企业的每一项业务都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们之间“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信息孤岛的实质是割断了流程。实施
ERP，企业全体员工必须牢牢树立全局、整体、系统和集成
观念，才能取得成效。

－－著名ERP专家陈启申



实现卓越制造的基础是实现生产制造过程的可视化与不断优化，
实现底层自动化系统与管理信息化系统的管控一体化集成，实现

研发、生产、制造与供应链的有机集成。

卓越制造的关键在于企业要能够知己知彼，以便对市场的波动作
出迅速响应。因此，管理信息化要从支撑企业运营发展到支撑企

业决策。

致力于实现卓越制造的企业，应当朝着深度和广大两个方向进行管

理信息化的深化和拓展应用，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管理信息化支撑卓越制造



制造业信息化的八大转型

主导权转型：从厂商主导到企业主导

制造业信息化的
八大转型

观念转型：从头痛医头到系统工程

架构转型：从接口到整体集成平台

业务部门转型：从旁观者到主导者

技术转型：从固化功能到按需配置推进模式转型：从激发需求到控制需求

信息部门转型：从管IT到管业务流程一把手转型：从理解与支持到引领与应用



从企业信息化到信息化企业

企业信息化广泛应用，却未广
泛见效，应用层次差异很大。

仅改变信息化系统，不改变管
理制度，信息化还是不能完全
发挥作用。

应当回归信息化的本质：将
信息化真正融入企业，利用
信息化来创新商业模式。

以往强调信息系统集成，而最
关键的是人的集成，各部门要
统一目标，这是最难的集成。



管理信息化厂商转型

1

2

3

4

建立整体解决方案：并购与自主研发并举。

向服务转型：深耕行业应用，拓展咨询服务。

技术平台升级：基于JAVA或.NET重构新平台。

革新软件应用模式：云计算、移动计算。



ERP：实现集团管控和多工厂管理、实现实际成本管理、支持项目型制造。1

制造业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趋势

CRM：支持销售人员的移动应用，与呼叫中心集成应用。2

MES：车间生产优化排产，制造过程可追溯，与自动化、ERP和PLM集成。3

PLM：流程行业开始应用，实现对产品配方、工艺、包装、合规等管理。4

SCM：实现与供应商、客户和物流企业的协同，支持物联网应用。5

HCM：实现对劳动力绩效的管理。6

MRO/EAM：对企业的设备和产品进行预防性维修与维护管理。7

企业内容管理：实现对企业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包括知识管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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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中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智库

e-works门户、社区

e-works论坛、沙龙

e-works咨询、评测、监理

e-works培训

e-works Research

e-works创始人“根叔”：李培根院士 e-works 制造业CIO俱乐部



部署在企业内网的信息化和先进制造技术在线图书馆



e-works中国制造业CIO俱乐部－以信息化会友

武汉CIO沙龙 青岛CIO沙龙 厦门CIO沙龙 京津CIO沙龙

MES主题沙龙 PLM主题沙龙 信息安全与题沙
龙

机械装备行
业沙龙

军工行
业沙龙

流程行
业沙龙

汽车交通行
业沙龙

供应链管理主题沙龙

电子电器行
业沙龙

已聚集500多名知名企业CIO，欢迎加盟！

http://www.e-works.net.cn/


e-works制造业信息化论坛－掌握前沿，成功选型

•8月25日 第二届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年会，上海。

•9月23日 第三届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峰会，深圳。

•11月24－25日 第七届产品创新数字化国际峰会，济南。

•12月16日 第二届制造业绩效管理信息化年会，武汉。



e-works信息化高端培训－深入交流，切磋技术

• 8月3－5日，第七届PLM实施与应用高级研修班，北京，60＋（三天）

• 8月17－19日，十一届管理信息化关键技术研修班，成都，50＋（三天）



e-works第三方制造业信息化咨询服务－诊治疑难杂症

信息化需求分析、现状诊断、IT规划、产品选型、项目监理、验收评测。



e-works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 6大行业：机械、电子、工业品、消费品、汽车、能源。

• 4大体系：管理与信息化基础、研发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基础信息化。

• 18个二级指标

• 40－80个三级指标

• 5级模型



e-works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初始级

企业的信息化有了初步的应用，覆盖了
企业的核心流程，信息化成为了企业管
理的一项重要工具，但应用尚停留在以
代替手工为主的模式。

信息化覆盖了企业管理的主要流程，成为
了企业丌可或缺的一项管理工具，为企业
的规范化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应
用深度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规范级

精细级

优化级

智能级

企业充分认识到了信息战略的重要性，信息化不企业
管理相融合，二者相辅相成，企业开始关注细节管理
的提升，开始走向精细化管理之路。到达第三级后，
企业的信息化应用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实现了企业各项资源的相互关联不集成，各项计划以及核心业务
随着信息化的应用实现了自动化处理，幵丏实现了业务数据的自
动化搜索、挖掘以及多维度的分析，提升企业各项资源的利用率，
为各项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企业决策奠定了基础。

企业中的各项资源得以智能的分析和利用，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之间柔性
的动态联盟，信息化不企业战略充分融合，为企业的战略提供决策支撑，
实现了企业的智能化运作。



• 统一性：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体制和企业均纳入统一
的体系，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 全面性：涵盖了企业两化融合的各个方面。

• 体现行业个性：六大行业评估体系的二、三级指标以及指标的
权重不同，充分体现行业的个性。

• 可操作性：建立了与评估体系对应的调查表，并通过电话访谈
和现场调研，确保评估的真实、准确。

• 两个版本：完整版用于全面评估，简版可用于自评。

e-works两化融合评估体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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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企业之间的横向对比

某轨道交通企业 某电机企业



e-works两化融合评估体系的应用
－企业自身纵向对比

蓝色：2009年底
红色：201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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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规划四部曲之现状评估



信息规划四部曲之业务流程建模与优化



信息规划四部曲之需求分析

主管部门要求 企业信息化
需求分析

客户需求

信息化现状 业务需求

企业信息化需求

供应商需求



信息规划四部曲之整体规划



谢 谢！

新浪微博：e-works黄培

mailto:hp@e-works.net.cn
mailto:hp@e-works.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