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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6_B8_85_E

5_8D_8E_E5_A4_A7_E5_c78_537924.htm 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

研修班 (2009年4月9-12日) 制造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运营效率

与管理能力的竞争。丰田正是借助精益生产等先进的生产运

营模式成为汽车行业巨擎。卓越、有效的运营和生产管理能

力，对即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 运营/生产总监不仅要将最高决策层的理念和战略意图落实

到运营平台当中去，而且要策划推进和公司的业务运营战略

、流程与计划，打造高效的企业价值链，并组织协调公司各

部门执行、实现公司的运营目标。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多

变的市场环境，系统的学习现代运营管理知识和工业工程技

术；掌握先进的管理思维和方法；借鉴国际企业的先进经验

，已是势在必行。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整合知名培训机构

优势资源共同举办“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研修班”，邀请制

造领域一流的专家、教授，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

者为您指点迷津、解惑答疑。进而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找到

切实可行的方法，分析、变革和持续改进自己的企业，有效

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带着您的问题和案例来，让实战专家

和您的同学们现场剖析⋯⋯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课程支持 众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课程特色 国际知名院校： 

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并整合知名培训机构众行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的课程体系，立足本土提供国际化的实战课

程。 师资阵容强大： 由清华等著名高校教授、中外知名企业

界高管联合执教。 教学模式先进： 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分



组指导、师生互动。 课程内容实用： 为总监级高级经理量身

制作，可操作性强，即学即用。 最佳交流平台： 学员交流，

智慧碰撞；加强合作，资源共享。 学员对象 总经理、常务副

总、厂长、运营总监、生产总监及负责生产运营的高级经理

等。 学习认证 完成课程学习并经考试、考察合格者由清华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颁发“清华大学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研修班

”结业证书。证书加盖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专用钢印和继续教

育学院公章，可在清华网站查询和认证。 学习安排 教学安排

：在职学习, 学期八个月，每次集中上课四天（周四至周日）

上课。共160学时。 培训地点：清华大学报到时间：2009年4

月8日（周三） 上课时间：09年4月9日－4月12日 下期开课时

间：2009年8月 培训费用 共17800元人民币。（含授课费、资

料费、证书费、教学管理费）。学员学习期间我院协助安排

食宿，费用自理。 课程安排 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研修班

(2009年4月9-12日) 制造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运营效率与管理

能力的竞争。丰田正是借助精益生产等先进的生产运营模式

成为汽车行业巨擎。卓越、有效的运营和生产管理能力，对

即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运营/

生产总监不仅要将最高决策层的理念和战略意图落实到运营

平台当中去，而且要策划推进和公司的业务运营战略、流程

与计划，打造高效的企业价值链，并组织协调公司各部门执

行、实现公司的运营目标。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多变的市

场环境，系统的学习现代运营管理知识和工业工程技术；掌

握先进的管理思维和方法；借鉴国际企业的先进经验，已是

势在必行。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整合知名培训机构优势资

源共同举办“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研修班”，邀请制造领域



一流的专家、教授，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为您

指点迷津、解惑答疑。进而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找到切实可

行的方法，分析、变革和持续改进自己的企业，有效实现企

业的战略目标。 带着您的问题和案例来，让实战专家和您的

同学们现场剖析⋯⋯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课程支

持 众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课程特色 国际知名院校： 由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并整合知名培训机构众行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的课程体系，立足本土提供国际化的实战课程。 师

资阵容强大： 由清华等著名高校教授、中外知名企业界高管

联合执教。 教学模式先进： 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分组指导

、师生互动。 课程内容实用： 为总监级高级经理量身制作，

可操作性强，即学即用。 最佳交流平台： 学员交流，智慧碰

撞；加强合作，资源共享。 学员对象 总经理、常务副总、厂

长、运营总监、生产总监及负责生产运营的高级经理等。 学

习认证 完成课程学习并经考试、考察合格者由清华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颁发“清华大学实战型运营生产总监研修班”结业

证书。证书加盖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专用钢印和继续教育学院

公章，可在清华网站查询和认证。 学习安排 教学安排：在职

学习, 学期八个月，每次集中上课四天（周四至周日）上课。

共160学时。 培训地点：清华大学报到时间：2009年4月8日（

周三） 上课时间：09年4月9日－4月12日 下期开课时间：2009

年8月 培训费用 共17800元人民币。（含授课费、资料费、证

书费、教学管理费）。学员学习期间我院协助安排食宿，费

用自理。 课程安排 一、核心课程 精益生产理论与实务（2天

） 供应链体系规划、整合、运营（2天） 精益生产的特征及

两大支柱 标准作业三要素与丰田生产方式的改善 缩短生产周



期的和消除浪费的方法 看板管理和现场信息管理系统 柔性生

产线及设备布局 供应链体系结构的策略规划 供应链协调下战

略采购及物流规划 企业内部物流以及业绩衡量 第三方物流选

择与合作策略 精益采购的内涵与方法、成本定位策略 高效流

程管理与优化（2天） 质量竞争与全面质量管理（2天） 价值

流的分析方法与流程体系建立 国际主流的流程管理方法

和BPR 关键流程在组织中的业绩指标 流程中关键成功因素与

跨部门流程优化 流程的有效执行与持续改善 质量与企业竞争

力 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 如何创造无缺陷产品 六西格玛质量管

理与改善 质量改善的途径 效率化与生产能力规划（1天） 工

厂成本控制管理（1天） 制造资源的线性规划 针对需求的生

产计划与作业系统配置 动作分析、工序分析、流程分析 生产

布局规划与优化 运营指标系统 财务三大报表 工厂成本的构成

年度经营计划与降低成本 产品成本的构成 消除7大浪费 运营

绩效管理（1天） 制造企业项目管理（1天） 战略绩效管理内

容／方法／模式 构建绩效管理体系的组成人员选择 绩效指标

体系与战略目标的制定、分解 平衡计分卡实现既定战略的有

效手段 考核结果的应用及常见困难的处理 项目进度与项目范

围管理 项目成本与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组织方式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二、工厂实地考察及专题讲座 拓展培训

（1天） 大型工厂实地考察学习（3天） 制造业的信息化管理 

销售预测与生产计划 组织变革管理 运营财务管理 一、 核 心 

课 程 精益生产理论与实务（2天） 供应链体系规划、整合、

运营（2天） 精益生产的特征及两大支柱 标准作业三要素与

丰田生产方式的改善 缩短生产周期的和消除浪费的方法 看板

管理和现场信息管理系统 柔性生产线及设备布局 供应链体系



结构的策略规划 供应链协调下战略采购及物流规划 企业内部

物流以及业绩衡量 第三方物流选择与合作策略 精益采购的内

涵与方法、成本定位策略 高效流程管理与优化（2天） 质量

竞争与全面质量管理（2天） 价值流的分析方法与流程体系

建立 国际主流的流程管理方法和BPR 关键流程在组织中的业

绩指标 流程中关键成功因素与跨部门流程优化 流程的有效执

行与持续改善 质量与企业竞争力 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 如何创

造无缺陷产品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与改善 质量改善的途径 效率

化与生产能力规划（1天） 工厂成本控制管理（1天） 制造资

源的线性规划 针对需求的生产计划与作业系统配置 动作分析

、工序分析、流程分析 生产布局规划与优化 运营指标系统 财

务三大报表 工厂成本的构成 年度经营计划与降低成本 产品成

本的构成 消除7大浪费 运营绩效管理（1天） 制造企业项目管

理（1天） 战略绩效管理内容／方法／模式 构建绩效管理体

系的组成人员选择 绩效指标体系与战略目标的制定、分解 平

衡计分卡实现既定战略的有效手段 考核结果的应用及常见困

难的处理 项目进度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成本与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组织方式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二、工厂实地

考察及专题讲座 拓展培训（1天） 大型工厂实地考察学习（3

天） 制造业的信息化管理 销售预测与生产计划 组织变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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