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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新技

术革命的影响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 

中国家电产业是一个充满生机、敢于迎接挑战的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面向全球

市场的行业，是一个人才辈出、勇于创新的行业。面对全新的经济趋势和市场格局，一

场萌发于产业内部，由中国家电人自发自觉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变革创新已经启动。 

在从规模驱动及价格竞争转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过程中，传统的企业

组织管理模式、研发设计管理流程、质量控制方法和体系、品牌价值提升理念等受到前

所未有的冲击，对企业领导者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带来全新的挑战。产业变革中的家

电业需要一个企业领导者思辨和交流的平台，一个引发行业精英头脑风暴的契机，一个

启迪新思路和新思维、塑造新一代领军人才的大课堂。 

为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为中国家电业转型升级提速，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开展“领军人才家电行业高级研修班”的组

织工作。本研修班充分发挥行业与协会的优势，聚合优质专家资源和行业精英力量，

针对家电制造升级管理痛点并结合前沿理念和方法设计课程。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

家电业搭建一个行业领袖的充电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的交流平台和企业成长潜力的挖

掘平台。 

 

 把握行业脉搏 

聚焦企业转型升级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以适合家电制造业的前沿理念和方法，

结合优秀企业的具体案例，就企业优化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研发设计流程和方法、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品牌价值提升、智能制造体系、大数据应用等等方面提供具有建设

性的思路和方法，打造独一无二的家电行业特色课程； 

 汇聚优质资源 

以国家级行业协会专家资源库为基础，聘请资深专家、优秀创新型企业家授课并

分享经验，全方位交流互动、对接把脉，为学员与顶级专家学者之间提供高层次的智

慧分享、对话交流机会； 

 搭建多元一体化平台 

学员构成采取“整机+零配件+材料+设备”一体化模式，打破行业沟通门槛，整合



资源，互通有无，为学员搭建一个学习交流、企业融资、开拓市场、项目对接、广交

人脉的多元化综合性平台； 

 “授课+考察+交流”三合一教学 

采取理论与实战、授课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安排课程，以实地考察实训、企业专

家授课、企业案例分享、学员互动讨论为基本构架，组织学员前往国内外代表性企业

及大学参观和学习，并与中国一流的企业 CEO面对面切身交流； 

 长期服务 

除家电行业高级研修班之外，学员可在培训期间参加领军人才其他班级开设的任

意课程，结业后加入“领军企业家联谊会”并定期组织复训，与各行各届学员互通有

无，为学员提供更广阔的人脉平台和交流契机。 

 

1. 培训对象具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开放的管理理念和突出的创新创业精神，是优秀企

业文化的典型代表，年龄在 65周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具备同等学历； 

2. 培训对象须为家电及配套件行业高层管理人员，包括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

理、副总经理等领导职务，或集团企业分公司领导层。 

3. 培训对象所在企业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较为完善的创新管理制度，在其所在

地区产业集群中属优秀企业，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教学安排：学制一年，采取集中培训与跟踪培训相结合，集中培训为六期，每期

集中 2-3天，共 16天，其他时间为跟踪培训，不再组织集中授课，采用网络交流、专

家咨询等方式进行跟踪培训。 

    开学时间：2020年 1月 

研修费用：39800 元/人（其中学员自筹 29800 元/人，申请国家财政补贴 10000

元/人，含学费、教材费、教务费、证书费和资料费等，食宿和班费等自理，可协助安

排）。 

辅导员: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统一选派辅导员。 

证书授予：学员通过全部课程，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统一管理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

证书，以及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认证的“家电行业领军人才证书”。 



 

1. 专项研修：共计 16天集中研修课程，分六期进行，每期集中 2-3天。 

2. 互动选修：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各类培训班课程可互动选修，建立

全国性的千人领军人才培训交流平台。 

3. 专家咨询：根据学员企业具体问题和要求，由专家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4. 课程安排 

模块 主题 内容摘要 

课堂

教学 

宏观经济 

解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消费需求走

向、产业创新发展与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产业创新发展方向 

国际贸易 

剖析国内外发展动向，帮助企业拓展海

外市场，在国家战略层面寻找机会和新思路 

 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分析 

 提高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商业模式 

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创

新方法，剖析商业模式如何落地实施 

 商业模式引领企业转型升级 

企业创新管理 

介绍企业创新的理念与具体做法，从多

方面推动创新价值观的落地与执行 

 企业价值观建设 

 行为领导力提升 

 卓越绩效模式 

 T+3 模式解析 

 TechMark 管理实战模拟 

 打造企业品牌竞争力 

 以用户为核心的数字化运营 

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 

学习挖掘消费者需求的方法，和如何建

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系统，学习从消费者

需求为起点进行产品设计和创新 

 全流程用户体验理论结构和标准规范 

 用户体验和产品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用户体验：粉丝运营、产品创新

设计及传播营销 

 基于用户的创新设计发展及趋势 

FDMA精益设计 

从源头简化产品设计，在节约成本的同

 FDMA 精益设计方法与工具 

 成本地图基本绘制方法和分析原则 



时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并得到高质量

的创新产品 

 面向机器人装配的精益设计 

TRIZ发明问题解决理论 

解决发明创新问题的方法论,在完整

的理论体系基础上，总结了各类解决矛盾的

方法 

 TRIZ方法论与发明原理 

 S 曲线及系统进化法则 

 技术矛盾与 40 个发明原理 

精益生产 

减少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库存

和产品故障率，实现有效的成品控制及产品

的小批量、多样化需求 

 生产效率提升方法 

 发现浪费和生产效率改善的方法 

 制造品质力提升 

 指导新员工操作的方法 

 精益生产改造案例分享 

质量可靠性管理 

介绍家电产品可靠性技术与寿命验证

方法，降低产品故障率，提升企业对质量可

靠性的把控能力 

 快速低成本的家电可靠性工程解决方案 

 适用于家电产品的质量可靠性技术 

 家电产品可靠性和寿命验证 

 DFSS六西格玛设计 

智能制造 

解析互联网+时代下企业转型和创新的

模式与路径,分享成功企业在探索”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商业”、“互联网+金

融”道路上的经验与教训 

 企业大数据应用落地 

 智能工厂信息系统平台及案例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互联工厂探索与实践 

 模块化制造及智能自动化互联互通 

参观

交流 
组织学员前往国内知名制造企业进行标杆学习与跨行业交流。 

特色

项目 

海外交流，前往德国、美国、以色列、日本等，造访全球著名企业、院校参观和学

习（美诺 Miele、博世 BSH、博朗 Braun、凯驰 KARCHER、奔驰、宝马、阿博格、大

陆、ABB、Munro总部及全球对标创新中心、福特 Ford、Optimal、伊利诺伊大学、

爱发科株式会社、松下、林内、Stratasys、Servotronix、Essence、Watt、Global 

Quality、Powermat公司等）。 

 

 



 

项目 主题 

领军企业转型升级暨成果交流 

转型升级指导 

优秀案例分享 

合作成果交流 

领军企业家商业思潮巡回周 前沿咨询、商业模式、系统提升 

领军企业家网络课堂 宏观经济、政策解读、行业发展 

领军企业家高端交流 

领军企业家沙龙 

领军企业家联谊会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贸

易经济系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发展出版社副总

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部顾问。 

王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曾任赛迪顾问副总裁、北京赛迪

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李左东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在商务部

培训中心、商务部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担任专兼职教师。 

刘百功      国际组织学习协会（ISOL）中国区首席培训师，美国 ALAMO 公司

《AdvantEdge:管理者之剑》认证导师，普智私董学院院长，德荣投资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广森美智一   松下创研株式会社上席讲师，1962 年进入松下集团，拥有从事生产现

场管理 50多年的丰富经验。擅长领域包括提高生产效率、库存管理、

采购管理、生产管理、ERP、成本管理、5S管理等。 

安仲真作     松下创研株式会社咨询师，曾任松下万宝美健生活电器(广州)有限公司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481.htm


总经理。擅长领域包括现地商品开发、制造相关的质量、生产效率革新、

成本板粉管理构筑、FT研究会的现地化推进、生产现场的 5S 管理及为

提高生产效率的设备维护和改善。 

朱江洪       珠海格力电器创始人。 

沈建芳       原上海海立集团董事长。 

周云杰       海尔集团总裁，曾获联合国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第七届国

家级特等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青岛

市杰出青年企业家等称号。 

丁威         美国艾欧史密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公司总裁，美国内华达州金属材

料工程硕士。 

邵家骏       北京桑兰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咨询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质

量可靠性专家，中国质量协会理事兼学术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六

西格玛管理推进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质协注册的六西格玛黑带培训导

师，中质协可靠性工程推进委员会专家委员。 

韩俊仙       北京桑兰特科技公司资深咨询师，六西格玛黑带大师，第一届全国六西

格玛管理推进委员会专家委员。日本质量工程（田口方法）研究会国际

会员、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硕导。 

袁小伟       北京伊飒尔界面设计公司总裁，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任国家标准化

委员会/人-机交互委员会委员，组织和参加多部人机交互领域国家标准

的制定和审核。 

程远征       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九大学金融与管理系，获得货币经济学学士学位及金

融管理硕士学位。师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 Alain Cotta 教授和法国著产

业战略家兼法国总统信息工业顾问 Jaques Attali 先生，多次参与

TechMark 管理实战模拟课程培训。 

叶根军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美国 IDEA 中国分会

副会长、中国用户体验联盟副理事长/西南分会会长。 

皮舜         中信证券市场研究部执行总经理，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多次荣获新财

富最佳分析师、水晶球最佳分析师、汤姆森.路透中国最佳分析师、福

布斯中国最佳分析师、第一财经互联网与传媒最佳分析师第一名。 

公言非       麦斯顿领导力咨询创始人，拥有 20 多年人力资源管理及组织发展的实

践经验。曾任 A.O.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

http://www.baidu.com/link?url=e3skkHx1xHYrVAtBPyVP2k7F6DuOvSQldqIcSNWc7XDEWraj1nUo7uC17ADp-jSf


创立麦斯顿后继续长期服务于 A.O.史密斯的领导力发展项目。 

马元业       海尔集团 IE 总监，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运营总监，主导海尔智研院筹

建及运营，主导海尔胶州互联工厂智慧物流项目。 

官祥臻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培训总监，8 年以上企业卓远运营咨询培训经验，

涵盖采购、供应商发展、质量管理、精益管理、供应链管理全流程价值

链的改善提升。 

朱践知       DFMA 中国首席顾问、六西格玛设计专家，精益六西格玛黑带大师，

科理天津对标中心总经理。 

韩昱         北京奥维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国俊       制造专家。曾任职于台湾松下电器公司，具有 30 余年经营管理经验，

擅长企业经营管理/工厂管理、生产技术合理化改善、工厂效率提升改

善、现场品质管理改善等。 

蔡松基       市场营销专家。具有 50 年家电市场营销经验，2000~2015 年海尔集团

副总裁特别助理，主管国内市场渠道建设和管理、营销策略、人员与卖

场与接待服务竞争力的 SOP。 

万妮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越野车研究院设计成本工程部部长，14 年

汽车设计开发经验，全程参与北汽 DFMA 精益设计项目。 

 

1. 请各企业单位填写领军人才学员选拔表（见附件），并附个人一寸电子照片，于 2019

年 10月 31日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秘书处，接受资格预审。 

2. 学员信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核

后，具备入学资格。 

3. 请将培训费汇至： 

户名：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崇文门外大街支行 

账号：    0200 0005 0902 6405 089 

注：在汇款时请标注“培训”字样。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姜雪、杨颖 



电话：010-51696630/6631 

手机：13810633610/13701250801 

邮箱：jiangxue@cheaa.org/yangying@cheaa.org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领军项目办公室：刘晓闯、刘文红 

电话：68224910、68207889 



2020年度领军人才学员选拔表 

注：1、此表为地方企业主管部门或培训机构推荐学员、领军人才项目办公室选拔学员的重要材料，请申请人保证

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完整；2、学员通过资格审核后，方能获准入学。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日期  手    机  

政治面貌  电子邮件  

现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管理经验年限  办公电话  

教育背景（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起止时间 专    业 学历/学位 

    

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是否上市 □ 是        □ 否 

公司网址  

领军理由 

(可多选) 

□ 行业排名、区域排名靠前； □  产品、服务、经营管理特色领先； □ 市场占有率高； 

□ 未来市场前景好；  □ 高成长性；  □ 战略新兴产业；  □ 其他方面。 

所在区域        省       市 是否设立党组织 □ 是        □ 否 

 资产总额（万元） 年销售额（万元） 员工人数（人） 
年利润增长率 

（与上一年比较） 

2018 年     

2017 年     

企业简介 

（请说明主营业务） 
说明：限 150 字。可另附详细文件。 

社会职务（请列出你所担任的社会职务或其他兼职，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协会团体中担任的职务） 

团体 参加时间 职务 

   

   

荣誉和奖励（企业和个人均可） 

 

 

 

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理由： 

推荐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王微         商务部培训中心副教授李左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鹏    

                     

        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           美国艾欧史密斯集团高级副总裁丁威    松下创研株式会社首席讲师森美智一 

                                

          珠海格力电器创始人朱江洪          原上海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         松下万宝公司前任总经理安仲真作    

                               

伊飒尔公司创始人袁小伟博士         北京桑兰特科技公司总经理邵家骏   国际组织学习协会中国区首席培训师刘百功 

                     

麦斯顿领导力咨询创始人公言非        长虹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叶根军            海尔集团 IE 总监马元业 



         

美的集团学习与交流               海尔集团胶州互联工厂学习与交流              AO 史密斯公司学习与交流 

 

       

老板电器公司学习与交流              长虹创新设计中心学习与交流           海信集团用户体验中心学习与交流 

 

        

人民网学习与交流             西子电梯集团成都制造基地参观与交流        科理对标创新中心学习与交流 

 

        

      扬子空调公司学习与交流                  彩虹集团学习与交流                    爱发科公司学习与交流    

 

        

 跃华控股集团学习与交流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学习与交流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学习与交流 



           

     德国 Miele 公司学习与交流              德国博朗公司学习与交流              德国阿博格公司学习与交流  

 

           

    德国奔驰工厂学习与交流                美国福特荣格工厂学习与交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与交流 

 

           

美国 Munro 公司全球对标中心学习与交流       美国 ABB 机器人公司学习与交流          美国 Optimal 公司学习与交流 

 

           

以色列 Servotronix 公司学习与交流          以色列 Stratasys 公司学习与交流          以色列 Essence 公司学习与交流 

 

        

日本爱发科株式会社学习与交流          日本松下洗衣机工厂学习与交流             日本林内集团学习与交流 



 

 

 

 

 

杨文勇  总经理               刘荣富   董事长                 张果  董事长               时乾中  董事长 

浙江星星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爱发科东方真空（成都）有限公司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牛斌  总裁                 周建生  副总经理             王圣   执行总裁              李昱兵博士 总经理 

中国扬子集团滁州扬子空调器有限公司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虹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凡  总经理                孙丹凤  总经理              沈俊   首席研发官           朱宇杉  董事兼总经理 

    瑞孚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巨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沁园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大冶东艾电机有限公司 

 

 

 

 

 

 

 

孙民博士  副总经理            胡如国博士  总经理           崔恒懂博士   总经理             郭叙  董事长  

 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艾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尼得科电机（青岛）有限公司   宁波中物智宇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曹亚裙  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刘一琼  副总经理             沈业勇  总经理                朱晓音  总经理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美尔凯特集成吊顶有限公司      兰溪市越强电器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领军人才培训项目背景介绍 

领军人才培训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统一管理，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承担家电行业高级研修班的组织与实施工作。 

领军人才培训本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面向企业、讲求实效、整合资源、共

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协调利用社会优质资源，突出政企交流、实战博弈、全国互动

和搭建共赢平台等特色。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了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 27

家机构承担领军人才的培训任务。项目计划每年培训各行业企业家 1000 余人，为学员

搭建一个互通有无、拓展人脉、项目交流、融资合作的多元化平台。今年是项目开展

的第八年、家电行业第五年。项目计划连续开展十年，力求打造全国企业家万人平台。

学员在培训期间可以免费参加其他机构的课程，项目期内结业后每年组织复训活动，

并加入“领军企业家联谊会”，保持和增强学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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