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工厂服务中心 - Reasoning #206

疫情下暴露了企业哪些管理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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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

疫情发生期间，我们也发现了华为在运营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一些挑战，这会驱动我们在疫情结束之后，去进一步持
续改进和优化。 https://mp.weixin.qq.com/s/NUdLjYg_yHu75duMc6jDPg

疫情下暴漏了您的企业哪些管理问题和挑战？

1.去中心化：多地生产，多地仓储； 供应链布局要调整 #208
2.成本降低：企业现金流都会比较紧张；
3.敏捷管理：需求不稳定性增加，疫情把企业敏捷决策能力对业务的影响进一步放大；
4.国产替代：进口替代、敏捷的产品研发快速设计交付，多种方案的配置；
5.集成产品开发

：通过产品平台为产品提供通用基础能力，平台为多产品配套，在多产品间共享，像乐高积木那样，通过快速配置组合来进行产品
开发，满足客户不确定性的需求；

6.去人工化：人工的依赖要控制，人员是很大的不可控因素，少人化；
7.机器换人：机器换人可能加快，省人化；
8.精益变革：即便是以前只关注增长的企业也要开始关注内部运营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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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ust take part in a contest for one of the best blogs on the web. I’ll suggest this web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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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ome attention-grabbing points in time in this article but I don抰 know if I see all of them center to heart. There is some validity however I’ll take maintain
opinion till I look into it further. Good article , thanks and we wish extra! Added to FeedBurner as nic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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