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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中国PMI指数50.1%,环比下降0.1%,维持6月回落趋势。



 2012年6月，标志中国制造业出口景气程度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
数为49.3。

 全国工业用电同比下降，港口出现煤炭积压。

 上半年汽车生产953万辆，同比增长4.08%；汽车销售960万辆，
同比增长2.93%。上半年，乘用车生产760万辆，同比增长
7.87%；销售761万辆，同比增长7.08%。上半年，商用车生产
193万辆，同比下降8.6%；销售198万辆，同比下降10.4%。

 中国光伏、LED照明、风电等行业在经历了产能过剩、产品价格
下滑、小企业倒闭的阵痛后，没有痛定思痛，继续在政策的“鼓
动”下，资金的“催促”下，上演“无核心技术”的发展旧戏。
这是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写照。

 上半年，中钢协74家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仅23.85亿元，
同比大减超过90%以上，其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142.48亿
元，亏损面33.75%。扣除投资收益，钢铁主业实际亏损13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依靠“入世”带来的出口繁荣、火箭式爆发的房地产
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从过度

消费转向“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锐减。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推出了“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

 但中央没有预料到的是，“四万亿”计划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
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
飙升至超过10万亿元。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令市场震惊的10万亿规模。

 在过度刺激的背景下，房价再度飙升，通货膨胀卷土重来，2011年CPI一度突破
6％高位。突然之间，中央陷入三重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
方政府债务危机。作为应对，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
备金率，15.5%上调到历史新高21.5%；清理整顿地方平台债，减慢高铁建设速
度；对房地产采取极端的“限购”。

 几幅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通胀急剧下降至2.2%低位，房价也陷入徘徊僵局。

但是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投资驱动，
在刺激计划的推动下2011年投资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49％。在这样的经济格

局下，贸然对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急刹车的结果不难想象：推动经
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引擎同时熄火，经济急剧降温。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新一轮的经济刺激？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压缩消费，来换取高投资、高
出口的增长模式。

 投资和出口，不是发展的目的，只是发展的手段。

 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两级分化，造成社会不和谐。

 出口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健康情况。

 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是近年劳动成本急速上升的重要
推手，也是劳动力结构性、地域性严重短缺的推手。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是靠廉价劳动力，而且要靠廉价的土地
和环境资源，才可以支撑如此高的发展速度。

 这种发展模式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土壤。

--引自姚树洁 观点



 改变GDP的分配结构，提升消费水平。

 改变工业结构，严格控制高污染、低就业的行业。提高能
源消耗效率，减少GDP增长对石油、煤炭、钢铁和水泥的
依赖程度。

 逐步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垄断规模和范围。

 国家逐步退出直接微观经济活动，放弃对非垄断行业产品
的定价权，降低民间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

 理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强市场作用。让股票市场
真正成为有效、稳定和可信的资本市场。

 通过有效的价格手段和市场调节手段，大幅度提高能耗、
物耗和土地利用效率。

--引自姚树洁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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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转型：相关产业多元化、拓展品牌价值与服务、从出
口为主转向以内销为主、进入新的蓝海。

 盈利模式转型：由卖产品到卖服务、由提供单一产品转向
提供成套产品或整体解决方案、从销售自主产品，转向建
立行业产品的贸易枢纽、从销售产品转变为租赁产品。

 运营模式转型：由单一工厂变为多地点、多工厂运作、由
纵向一体化转向横向一体化、制造外包、由涉足多种产业
转向归核化、由主要依靠自主发展转向并购与行业整合、
开展电子商务、由单一组织变为集团架构。

信息化深化应用是制造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由单体企业向集团化发展，在全国，乃至全球布局。

 加速并购与整合。

 从模仿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建立正向研发体系。

 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

 向服务要效益。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制造业、物流业和零售业的供应链整合。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D6%C6%D4%EC%D2%B5%B5%C4%C9%EE%BF%CC%B1%E4%BB%AF&in=28890&cl=2&lm=-1&pn=12&rn=1&di=46745298405&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D6%C6%D4%EC%D2%B5%B5%C4%C9%EE%BF%CC%B1%E4%BB%AF&in=28890&cl=2&lm=-1&pn=12&rn=1&di=46745298405&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D6%C6%D4%EC%D2%B5%B5%C4%C9%EE%BF%CC%B1%E4%BB%AF&in=28890&cl=2&lm=-1&pn=12&rn=1&di=46745298405&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D6%C6%D4%EC%D2%B5%B5%C4%C9%EE%BF%CC%B1%E4%BB%AF&in=28442&cl=2&lm=-1&pn=21&rn=1&di=25812558345&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施振荣：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应当从制造水平的提升开始。
制造水平的提升源自精细化管理。



信息技术改变制造业发展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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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化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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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企业门户，实现统一登录与身份管理。

 角色驱动，通过业务流程引擎驱动异构系统流程集成。

 统一的主数据管理与信息集成平台。
 主流厂商提供集成管理套件。

 支持多工厂、多组织的运作。

 支持项目型制造。

 支持移动应用。

 支持企业搜索。

 支持业务流程建模。

 基于SOA，软件实现组件化、可配置。

 基于云计算的部署模式。



 ERP：集团管理信息化，实现分子公司业务统一管控。

 制造执行系统：车间的实时管控与追溯。

 供应链管理：从执行到协同计划，从货架到供应商的集成。

 企业信息门户：基于角色的工作区和集成中枢，以人为本。

 客户关系管理：实现移动应用，与呼叫中心集成。

 商业智能：为各级负责人提供决策支持。

 电子商务应用：打通企业前后台信息系统。

 企业资产管理：充分发挥核心设备的价值。

 企业内容管理：应对大数据的挑战，管理非结构化数据。

 项目管理：实现与管理信息化系统的集成应用。

 业务流程管理：从业务流程建模到业务流程集成。

 劳动力管理：提升劳动力整体绩效(OLE)。

 灵活的部署方式：云、移动。

 企业社交网络：建立企业内部的Facebook。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战略顾问

“大数据”—>“智能数据”：围绕HANA（ High-

Performance Analytic Appliance ）：把HANA与Sybase结合

发展数据库；把HANA与BO结合发展商业分析；把HANA与B1结

合发展ERP。

收购Sybase之后，大力发展企业级的移动应用，并重点打造开

放性的移动应用开发架构。

在云计算方面， 2月，约34亿成功收购人力与绩效方面领袖供

应商Success Factors和5月，43亿美元收购互联网商务公司

Ariba，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整合中，SAP Business ByDesign® 

解决方案进一步拓展，例如SAP® Sourcing OnDemand、SAP® 

Sales OnDemand和SAP® Travel OnDemand等。 。

在中国加大了PLM方案的推广力度，近期与安徽合力签署协议，

部署SAP PLM整体平台，包括SAP PLM 7.02 解决方案和SAP 

Visual Enterprise可视化企业解决方案等。



基于硬件基础Oracle的云计算发展很快，Oracle云提供了涵盖

广阔的、基于行业标准的集成服务，这些服务能让客户基于订购

的模式访问Oracle 平台服务（Oracle Platform Services）、应

用服务（Application Services）、社交服务（Social 

Services）。

为应对SAP的HANA，甲骨文今年强推一体机，包括Oracle 

Exadata数据库一体机、Oracle Exalytics商务智能云服务器，强

调软硬件结合下的性能优势。

ORACLE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基础上（包括针对人力资源管理

的PeopleSoft及领先的SaaS解决方案（Taleo），针对产品生命

周期管理（Agile）、需求计划（Demantra），针对客户关系管

理（Siebel CRM），针对企业绩效管理（Hyperion），针对服

务的客户服务管理（RightNow、InQuira），针对商务智能的

Oracle 商务智能套件和Exalytics商务智能云服务器，以及涵盖

全面产品功能的ERP（Oracle电子商务套件和JDEdwards）等）

推出了Oracle融合应用。Oracle融合应用软件作为一个全面的模

块化应用软件套件提供，能与已有应用软件一起使用，可帮助企

业逐步实现应用环境的演进，进而实现更高的应用性能。



2011年底，Infor约20亿美元，并购了著名管理软件公司

LAWSON，加强了INFOR在时尚行业和公共事业等行业的竞争力。

INFOR公司推出了INFOR10和INFOR ION套件。

ION是一个松耦合、轻量化的中间件产品，不仅可以实现应用程

序之间的信息传递，还可以定义业务流程和事件(Event)，驱动相

关的审批，触发事件处理流程，或者关键事件未发生（例如客户

订单未及时交付）的提醒等。

INFOR10将INFOR的各种应用软件以及集成的第三方软件（例

如SalesForce的SAAS模式CRM），通过基于Web的工作区

（Workspace）来进行展现，并实现单点登录。

INFOR发布了新一代的开发平台Mongoose，可以通过可视化

配置的方式，更方便地对INFOR的应用软件进行客户化定制开发。

INFOR推出了Local.ly软件，可以更好地支持全球企业在世界各

国的本地化配置，支持不同国家的财税制度。

INFOR与Salesforce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提供INFORCE系列

解决方案。双方基于INFOR ION实现了Salesforce基于云计算模

式的CRM系统与INFOR ERP等企业管理软件的无缝集成，实现企

业前台业务与和后台管理系统的协同。



2012用友的业务策略为： “转型、创新、人才、管理”八字方

针，从四个方面推动用友股份“转型升级2.0”全面部署。

2012年4月23日，用友正式发布“用友企业云平台”，推出面

向大型企业、小微企业、医疗卫生等行业的云平台与云服务。伴随

着“用友云平台”的正式发布，“新长城计划”的全面实施，用友

的英文字号由“UFIDA”更新为“yonyou”，并正式启用了新的

“用友”和“用友云(yonyou cloud)”品牌标识。

用友企业社交网络平台用友企业社区的核心服务之一——UU微博

通移动端（www.uu.com.cn）正式上线,这是为企业提供的一款微

营销应用工具，主要适用于iPhone、android等市场主流智能移动

终端产品。

用友NC6发布，支持多集团运营--支持大型集团企业多行业应用，

基于私有云部署、分布部署模式下的集团智控，多组织，动态企业

建模，基于客户流程优化的商业创新，帮助集团企业打造全球实时

运行平台。

http://www.uu.com.cn/


 2012年，金蝶集团向互联网转型，推出“金蝶微博”平台。

 2012，金蝶定调“云管理．触手可及”发展战略，并推出金

蝶桌面系统“移动应用版”，同时进一步巩固“ERP+咨询”等

核心业务。

 金蝶与支付宝进行战略合作，实现了金蝶ERP与支付宝产品的

对接，正式面向企业推出“支企直联”解决方案。支付宝与金蝶

合作显示了电子商务时代，电子商务基础服务整合不断深入的新

趋势，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浪潮与微软携手，发布两款企业云产品：CSP云服务支撑平

台和CEPP电子采购云平台，加快向云计算解决方案供应商全面

转型。

 浪潮PS 10.5企业管理软件新品发布，支持“云+端”的应

用模式，可以在云中心集中部署，支持多种终端的连接。 PS 

10.5将“端”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在智能客户端、浏览器的基

础上，突出移动特性，支持用户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

上进行移动分析、移动审批、移动查询，随时随地浏览、访问。



基于SOA架构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 解决方案Epicor iScala

2.3 SR3 ，加强了项目和合同收入确认、高级信用控制以及业务

事务控制引擎。

在模具等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Epicor启动中国大学教育计划 大力推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30年的德国中小企业商务软件供应商，采用了“核心层”与

“表示层/灵活用户界面”相分离的多层系统架构，来适应企业个

性化定制的要求。

abas商业软件在标准ERP组件之外还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其它

应用组件，比如：文档管理系统（DMS）、商业智能（BI）以及

移动解决方案等。

神州数码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更名为鼎捷软件，神州数码成为鼎

捷集团的股东，进行了两岸资源整合。

鼎捷发布了“智慧企业”的核心战略，致力于制造企业“制造

流通一体化经营”的商业转型需求。

发布易飞9.0一体化解决方案。



发布新一代商业管理软件Exact Globe Next，把Exact Globe

的管理功能与Exact Synergy的协同优势和一套自动警报系统相

结合。

赛捷ERP Accpac 6.0是赛捷ERP家族中最新的升级产品，能够

真正的实现浏览器访问。

继续稳固在汽车零部件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拓展快消品、生命

科学等行业的应用。

QAD 2011既可用本地模式运行，亦可用远程模式运行（On 

demand）模式。

结合装备制造企业的实际需求，基于RS10推出了集团

版、项目管理、MRO(大修维护管理)等管理软件。

迎来10周年庆典。



管理信
息化新
兴领域

MES

http://www.camstarsystems.cn/
http://www.epichust.com/
http://www.kmsoft.com.cn/default.aspx
http://www.bilin.com.cn/




4.制造业管理信息化实施策略

1. 中国制造业面临拐点？

3.制造业管理信息化市场趋势

5. e-works制造业信息化服务

2.中国制造企业转型之道



 当前经济环境不景气，应当缩减信息化投资？

 ERP应用以财务为中心？

 财务+进销存=ERP？

 管理信息化应用一定要追求零库存？

 中国已进入后ERP时代？

 信息化规划=信息化计划？

 集团企业信息系统必须集中部署？

 信息化投资，关注价格还是价值？

 信息化效益如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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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产计划不合理。生产计划是一个静态的、分散的、不连续的、按

台套的计划，不能进行合理的通用件合并，缺乏科学的计划政策、批
量政策、储备政策、提前期等生产计划参数。

2 采购计划太粗放。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分开编制，采购计划粗放。

库存数据、消耗定额数据、在制品数据、采购在途数据不及时，不准
确，造成采购计划不准，物资积压或短缺严重。

3 按单生产难管理。按订单设计（ETO)这种生产类型的企业没有很好
的解决方案。项目管理与ERP没有有效集成。

4 供应链计划无序。整个供应链的计划协调与控制不好。造成采购制

造周期长，库存在制品储备高，准时交货率低，客户响应速度慢，流
动资金占用大，资源利用不充分，生产成本高。

5 物流管理只为财务记账。不少企业都实施了财务加供销存系统，这
无疑是ERP的基础，是必须的，但是许多企业在实施这些系统时所设
计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制度是以财务记账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
物流管理不能为生产计划、财务、成本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6 财务管理停留在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还停留在会计核算的阶段，没

有达到管理会计的水平，全面预算管理仅仅在少数企业中开展。没有实
现成本计划与控制。

7 成本核算模式落后。成本计算模拟人工核算模式，成本核算对象粗，

一般只能计算到产品，不能核算到零部件。没有标准成本，缺乏必要的
成本分析。大量成本数据的采集不是基于制造数据、库存、车间数据，
而是依靠车间会计手工录入，由于数据不准又无法进行校对，成本失真
的情况普遍存在。

8 协同商务水平低。多数企业对外仅停留在网站宣传和电子邮件应用，
CRM/SCM/电子商务的水平低。

9 基础数据管理差。基础数据管理薄弱，集成度差。物料代码、物料
基本属性、物料清单、工艺路线和工时定额不准确。



 高层领导缺乏信息化工具，不能及时洞察企业的
关键信息。

 人“找”信息，而不是信息“找”人。

 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录入。

 信息重复录入，造成错误。

 缺乏协同，局部效率提升，但整体效率低。

 信息系统与业务需求存在鸿沟。

 信息化建设以部门为核心，忽视整体集成框架。

 工人薪酬体系不合理，制约管理绩效提升。



车
间
定
单
不
能
按
计
划
完
成

外部原因

车间原因

未做能力平衡计划编制问题

工时定额不准 激励机制不合理

工人缺勤率高设备故障率高 缺少多面手

没有控制材料质量

质量差引发任务追加

加班劳累

设备不能保证质量

销售部门轻易允诺客户 业绩考核不合理

设计图纸/工艺规程变动 沟通不及时

跟不上变动



www.kn-nanjing.com

运维层
挑战

执行层
挑战

管理层
挑战

战略层
挑战

信息化步入深水区的挑战



战略层挑战

www.kn-nanjing.com

动态

调整

模式

变革

创新

体系

信息
化投

入



管理层挑战

需求层面 激发 管控

实现层面 深化 拓展

应用层面 流程 数据



执行层挑战

系统边界划分难

系统实施难度大

系统功能应用低

业务人员流动高

系统集成问题难



运维层挑战

运维响

应效率

制度执

行监控

数据准

确维护

运维成

本控制



中国制造企业信息化应用难点

集成效果

基本打通了各个信息系统之间的数
据断点

业务数据形成了基本的数据闭环

保证了业务数据的一致性

保证了快速准确的向客户交付产品

集成问题

接口实现方式多样，维护难度高

业务数据在多个数据库中存放，实
时性、一致性有待提高

跨系统的流程集成无法很好实现

跨系统的业务数据分析无法完成



系统升级？

新技术替换？ 深化应用？

企业ERP需新一轮反思！

如何少走弯路到达终点？



关注数据质量

采购提前期、安全库存、最大库存、最小库存、订货批量等基础数
据不完整；

物料计划不准确，计划显示仓库缺料，但实际不缺料，计划采购订
单需求日期不合理；

生产领料数据、成本数据不准确；

不同供应商物料编号不一样，BOM结构不符合企业产品及生产实际；

关联数据查询需要通过编制报表实现，综合报表只能从系统取数手
工编制。

1

2

3

4

5







信息化规划与执行



慎重

集团业务流程分析

集团管控
模式分析

对集团企业的管控
模式进行梳理，包
括集团业务特点、
集团总部定位、集
团总部组织架构与
职能等进行详细分
析，给出集团管控
模式

对集团与子公司之
间的核心流程进行
梳理与优化，清晰
地定义集团与子公
司之间的职责划分

根据集团的管控模
式以及核心流程，
制定集团整体的信
息化规划，其中包
含核心子公司的.信
息化规划，以及详
细的实施方案

集团流程
梳理

集团信息化
规划



应用层级划分：
展现访问层
决策分析层
核心应用层
协同商务层
集成共享层
基础架构层

公司层级划分：
集团层级系统
二级公司层级系统
三级公司层级系统

部署层级划分：
全局应用
垂直应用
业务应用（局部应用）
通用工具应用



集成解决思路探索



计划、执行、控制的闭环管理





MES系统

MRP/生产计划

顺序计划排产

计划下达至车间

客户订单需求





1.需求宽泛，缺乏针对性。

2.用IT语言描述需求，不便于决策。

3.注重功能罗列，缺乏平台关注。

4.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5.系统边界不清，系统间功能交差。

6.系统间的集成方案考虑不细。

7.各供应商特色功能罗列。

容易出现的共性问题：



生产工艺需
求分析

生产管理需
求分析

生产计划管理

车间作业管理

质量管理

设备管理

物料管理

车间人力资源管理

安全管理

MES系统核
心流程规划

MES系统总
体规划

MES系统功
能详细规划

MES系统集
成设计

与应用系统集成

与设备集成

MES与ERP、SCM
之间的关系

MES与EAM之间的
关系

MES与XX系统之间
的关系

ISA
-95
标
准

MES需求分析报告组成



生产过程可视化管理

生产计划管理 物料管理 质量管理

产品数据管理

设备管理 追溯管理

**电子MES整体框图

PDM系统

ERP系统

生产设备

车间人力资源管理 生产绩效分析

数据分析及查询平台

工厂资源规划

高级排程

文档管理数据采集



生产控制：能够准确知道实时的生产进度，实时掌握线边仓的
物料信息，记录每个料站的料卷的上下料记录和操作人员信息。

抛料率分析：计算抛料率，当抛料率超过临界值时报警，并进
行抛料原因的分析。
上料防错：对SMT机台和组装进行上料防错，并及时给出警示
信息，记录操作错误的人员信息。

强制制程：能设定制程路径规则，设置不同条件下对应的强制
路径，不按路径执行及时报警。

看板管理：通过电子看板显示产线的投入、产出、异常、设备
状态、目标产量、实际产量等信息，达到目视管理的效果。

预警机制：建立多通道、灵活的、多机制的预警机制，对生产
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上料防错

指定工单和SMT机台后，系统能自动获取SMT机台上相关联的

Feeder编号和物料编号；

系统能够将当前工单BOM与从SMT获得的物料编号进行对比，若

不匹配则给出明确的警示信息；

能够将待上料的物料编码读入系统，将其与从SMT机台上获得的物

料编号对比，若不一致给出明确的警示信息；

将上料过程中操作异常的记录红色显示，以方便统计操作员的绩效；

支持组装的上料防错。

建立锡膏与产品代码的对应关系，支持锡膏使用时防错检查。

MES需求分析的范例



 信息化领导小组成为信息化建设的“董事会”。

 定期进行信息化“体检”。

 信息化建设的两个百分之一。

 三年一规划，一年一滚动。信息化规划重在执行。

 不要“人云亦云”，根据实际需求部署云应用。

 建立可扩展的信息化集成平台。

 集团企业统一各类软件的选型规范。

 培养既懂业务，又懂得用信息化支撑业务的干部。



5.e-works制造业信息化服务

1. 中国制造业面临拐点？

3.制造业管理信息化市场趋势

4.制造业管理信息化实施策略

2.中国制造企业转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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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院士 e-works 制造业CIO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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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市场、产
业和应用趋势有深刻理解。

•专注：作为中立第三方，专注于制造业
信息化服务，不与任何IT厂商结盟。

•影响力：中国最权威的制造业信息化网
络媒体和服务平台。

•资源：拥有超过60万会员，积聚了上千
名信息化实战专家。

•经验：具有丰富的制造业信息化知识传
播、培训、咨询服务经验。

http://www.e-works.net.cn/report/10th/images/qingdian/hx/h09.jpg


6大行业版本

4大体系

18个二级指标

85个三级指标

5级模型

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两化融合评估的实例

蓝色：2009年底
红色：201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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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VIP会员

知识地图

知识定制

能力测试

在线学习

期刊赠阅

知识分享

人才服务

优惠培训

加盟e-works VIP

会员，踏上信息化
专家成长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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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企业会员

知识地图

知识定制

在线评估

项目申报

期刊赠阅

知识分享

CIO俱乐部

优惠服务

加盟e-works企

业会员，为信息化
建设保驾护航！

人才招聘
规划评审

资料检索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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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增值服务：助企业多快好省推进信息化！

 信息化在线培训。

 信息化应用评估。

 现场解决信息化疑难杂症。

 信息化内训。

 信息化调研考察。

 信息化项目及规划评审。

 项目申报策划。

 信息化项目招标文件拟定。

 信息化成果鉴定。

 信息化人才猎头。

 e-works网站在企业部署。

 信息化成果推广。



e-works制造业信息化第三方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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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5

1

1.5

2

2.5
管理基础

信息化基础

工控与自动化基础

财务及成本管理

生产与车间管理

采购与库存

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

供应链管理

人力资产管理
协同管理与信息门户质量管理

项目管理

决策支持

PLM覆盖产品生命周期…

PLM应用深入程度

数字化研发工具的应用

IT基础设施管理

IT运维管理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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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选型策略是成
功的基础!

确定招标项目

标的确认

准备招标文件

颁布招标公告

联系投标方

收取标书

资格审查

确定评审方式

形成评委评分表

组成评委组

做考题

技术评标
方案演示

确定演示方案

颁布考题

初步确定入围方

技术谈判

商务谈判

用户考察

确定合作伙伴

技术合同

商务合同

阅读企业相关资料

进行独立需求调研



验证实施计划

提交监理计划

履行监理职责
提交监理报告

提交阶段验收报告

中期监理开始

业主接受

修改监理计划

实施改正措施

三方分析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实施

检查效果并修改实施计划

否

是

按项目计划执行

业主接受
否

是
颁布开工令

实施改进

颁布停工令

召开项目协调会议

进入下一个阶段
工程中期监理工作流程

开出例外报告
要求限期整改

业主接受

是

否

信息化项目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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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17日 第八届中国制造业PLM实施与应用高级研修班 厦门

 9月13日 2012生命科学产业信息化应用论坛 北京

 9月21日 第四届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峰会 上海

 10月24-26日 2012中国制造业CIO俱乐部年会 黄山

 11月22-23日 第八届中国制造业产品创新数字化国际峰会 深圳

 12月16日 第三届中国制造业流程集成与绩效管理信息化年会 长沙



谢谢!
手机：13807105378
E-mail:     hp@e-works.net.cn
博客： www.huangpei.com
网址： www.e-works.net.cn
新浪微博：e-works黄培
制造业精英（CIO）QQ群：161275951
企业信息化咨询顾问群：114126128
Facebook: …          Skype: …     QQ:…
Linkedin: …            MSN: …       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