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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给大家分享几个我最近受到的冲击，

1.
前天。也就是上个时代的最后一天，2019年12月31日，我同一天接到了两个朋友的电话，他们都是资深的精益人，从事精益10-20年，
他们所在的企业也都是行业内的精益标杆。他们告诉我被裁了，部门也被撤了。我感到很难过。他们自己也很不理解，做了很多工作
也有很多成效，为何被裁？ 在安慰的同时，我也给他们分享了我的另外一个冲击：

2.
我看到某民企以为普通的员工因为爱琢磨一些电气自动化被老板赏识工资从4k涨到1w+，我的朋友是典型的STEM管理人才，懂管理、
工程、技术、算法。刚被挖到一家企业年薪近200w+3800w的股票。

在上个时代末，我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做了10+精益咨询，我隐约觉得一个时代在终结，新的时代在开启。

3.
去年的年初，大众汽车宣布：大众的未来将成为一家软件公司。我当时的理解是制造业的模式是比较落后，应该打破制造业的边界。
经过我们最近一年的数字化创新，我感受到的是数字化在重塑商业逻辑，也包括了管理的逻辑，不仅仅是工具也影响了企业的沟通协
作组织管理。在我们的几个项目里我有以下几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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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与某著名世界级咨询机构顾交流非制造领域的精益管理时，我们共同的发现他们在用的制造业现场管理的精益工具方法被我们创新
的精益给“降维打击了”（她的原话）。我也发现并感受到，传统精益基于单件流思想的线性的思维在动态网状的时代和环境里，未
必是有效和高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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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感受：我觉得在全球制造业转移趋势下，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在智能时代的时候，我们传统的精益的工具、方式、方法及交
付模式在面临着变革。很多传统的精益工具和方法都是上世纪中叶的，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创新的工具方法方式模式去做。而且我们
看到做到并坚定的相信：在这样的变革时代背景下，其实改善的空间非常之大，改善的机会也非常之多，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改
变自己。

希望大家多交流，创新的改善企业，创新的改善自己。未来已来。

相关的问题:

关联到 未来工厂服务中心 - Action #138: 智能时代数字精益道场应该如何建设？ Identify:需求收集2019-12-31

关联到 未来工厂服务中心 - Scenario #113: 数字化时代如何做好数字化管理变革和数字化人才培养？ Infra. 2019-12-31

关联到 未来工厂服务中心 - Claim/OKR #53: 数字精益改变了什么？ Inception 2019-12-16

历史记录

#1 - 2020-01-02 10:40 上午 - Junqing

- 描述 已更新。

#2 - 2020-01-02 10:40 上午 - Junqing

- 描述 已更新。

#3 - 2020-01-02 10:41 上午 - Junqing

- 描述 已更新。

#4 - 2020-01-02 10:42 上午 - Junqing

- 描述 已更新。

#5 - 2020-01-10 12:19 下午 - 尹俊卿

- 关联到 Action #138: 智能时代数字精益道场应该如何建设？ 已添加

#6 - 2020-01-10 11:26 下午 - 尹俊卿

- 关联到 Scenario #113: 数字化时代如何做好数字化管理变革和数字化人才培养？ 已添加

#7 - 2020-01-10 11:28 下午 - 尹俊卿

- 关联到 Claim/OKR #53: 数字精益改变了什么？ 已添加

#8 - 2020-03-24 05:00 下午 - 尹俊卿

- 优先级 从 Normal 变更为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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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020-07-09 06:55 下午 - 尹俊卿

- 目标版本 从 KAAS1.0 制造创新，敏捷改善 变更为 SmartLeanTwin

#10 - 2020-07-09 07:22 下午 - 尹俊卿

- 状态 从 Identify:需求收集 变更为 Persona

#11 - 2020-08-15 06:53 下午 - 尹俊卿

- 状态 从 Persona 变更为 Verify:需求验证

#12 - 2020-08-15 11:58 下午 - 尹俊卿

- 状态 从 Verify:需求验证 变更为 Identify:需求收集

#13 - 2020-09-05 07:24 下午 - 匿名用户

This actually answered my downside, thank you!
[url=http://www.kobesneakers.com]kobe sneakers[/url]

#14 - 2020-09-08 02:35 上午 - 匿名用户

Spot on with this write-up, I actually think this website needs way more consideration. I抣l in all probability be once more to read rather more, thanks for that info.
<a href=“http://www.bapehoodie.us” >a bathing ape</a>

#15 - 2020-09-10 02:20 上午 - 匿名用户

Spot on with this write-up, I really think this web site needs way more consideration. I抣l in all probability be once more to read far more, thanks for that info.
[url=http://www.curry-6.us]curry shoes[/url]

#16 - 2020-09-12 03:44 上午 - 匿名用户

I am often to blogging and i really respect your content. The article has actually peaks my interest. I am going to bookmark your web site and maintain checking for brand
new information.
[url=http://www.kyrie6.org]kyrie 6[/url]

#17 - 2021-06-18 07:10 下午 - 尹俊卿

- 状态 从 Identify:需求收集 变更为 Optimize:需求实现

#18 - 2021-07-21 11:17 上午 - 尹俊卿

- 状态 从 Optimize:需求实现 变更为 I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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