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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制造业环境所面临的复杂新挑战关乎其未来的繁荣发展。企业认识到经济

波动、失业、技能短缺及快速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后，便能强化适应力，

敏锐捕捉时机率先行动。企业管理者需立刻采取战略措施并充分利用工业4.0

的竞争优势：引领文化变革，培养新领导技能组合，制定资本资源配置战略，协

同业务组合并最终以合理节奏推动战略执行。 

 

全球有超过1/5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1，其中有。1.289亿制造业从业者分布于中

国，1640万分布于美国。制造业约占全球总体经济活动2的16%，在中国占GDP的27%。从

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制造业诞生，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工业化变革，再到企业将精

益及持续改进思维纳入生产方法，制造业一直在不断经历变革。如今制造业正处于

下一轮变革（即工业4.0）的当口，迎接物联网（IoT）及数字化下一轮飞跃。从事生产

制造活动的员工及生产环境管理者都需应对复杂新挑战。

全球大趋势及各个国家地区内经济持续波动等多重因素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影

响波及制造公司及其员工。管理团队整体成员，上至C级高管下至工厂车间负责人, 

都需更新管理技能，重组员工并维持紧密战略协同以应对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确定

性，消费者市场波动及资本市场波动。

2030年制造工厂再构想：远超自动化

1.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global-manufacturing-scorecard-how-the-us-compares-to-18-other-nations/ [Table 2]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global-manufacturing-scorecard-how-
the-us-compares-to-18-other-nations/ [表2]
2. World Bank, 2018, ‘Manufacturing, value add as % of GDP’ (16%):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世界银行， 2018年，“制造业，增值GDP%（16%）：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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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转为逆风？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以及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了制造业产

品需求。2017年全球制造业产量增长率为3.8%，而2018年增长率为3.6%，增长有所放

缓。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争端，加征关税，波及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欧盟，导致近

期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

美国制造业部门5月就业增长疲软，仅增加75000份工作，明显体现出制造业环境的

不确定性。2019年1月至5月，制造业部门月平均就业增长为155000，远低于2018年平

均值223000。

技术变革的速度及巨大规模是制造业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产品，物料，过程能力，

生产设备及机器持续革新，多项技术及其应用融合互通：

•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工厂逐步提升自动化程度。人工智能（AI）或认知运算

运用大数据深入开展分析工作，通过机器及工厂网络快速执行先进决策，并实时

感知分析需求。 

• 增强现实（AR）— 在现实世界实现虚拟现实，有助于克服制造业产品测试的局

限性。

• 纳米技术可加速新流程的开发，缩短流程耗时。

• 3D打印将改变最低额定产量，仓库位置，以及除最复杂机器外其他所有机器零

部件的运输等常规标准。

• 区块链及其他云计算系统可实现追踪及信息实时分享，横跨制造商整个价值

链。

工业4.0正向工业5.0迈进，改变工业与制造场所。预计到2030年可推动全球GDP增长

14%，按现值计算3GDP增长额约等于15万亿美元。

深入影响企业
全面适应变化并了解变化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后，企业便能强化适应力，敏锐捕捉时

机率先行动。

了解并减轻对人们的不良影响。近10年来有1/5的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威胁，到203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0%。由于工业机器人非常适宜承担机械重复的装配线工作，且

操作技术与信息技术将在工厂车间、销售部门、营销部门、财务部门与规划部门实现

融合互通，制造业面临自动化威胁的岗位比例更高。

整体而言，技术飞跃发展可提高生产力，提高收入与消费者需求总量，并反过来创造

就业机会4。但技术飞跃增加就业机会见效所需时间可能较长。若按照原有岗位定义

及岗位范围，见效之前工作岗位会减少。

3. 
‘Global Digital Operations Study 2018’, Strategy& (PwC), p8“2018年全球数字运营研究”，战略 & （普华永道），第8页

4.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2018 figure 2, page 7“技术与未来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9月图2，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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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员工需提升技能，不仅要学会使用新技术，也要采纳技术工具解锁生产力

及效率的新范式（见下文，引导文化变革）。

产品创新更上一层楼。生产投入、生产量及生产流程正在经历各个方面的变化。绿

地项目意在针对制造企业的方方面面引领下一轮颠覆性创新。

汽车行业技术变革迅速且影响深远，尤其对工厂影响巨大。福特汽车公司2019年8月

前将裁员7000人，占其全球员工总人数的10%；明年福特也将关闭其位于威尔士的工

厂，进一步裁员1200人。福特表示需要根据汽车市场变化建立可持续制造模型，因此

必须实施改组，以节省110亿美元。所有汽车制造商正在重新设计工厂，为不久后将流

行的电动汽车生产引擎。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紧密交织。以福特公司的决策为例，基础设施成本是关键考量因

素。福特公司宣布改组也反映了该公司全球价值网络收紧，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程度加深。工厂或员工所在地对制造运营的影响减弱；相反，成本低及精益生产流

程才是工厂所在地及供应链环节设置的决定因素。

制造业依然面临人才危机。尽管近期美国经济显著小幅升温且就业率接近历史最高

水平，但89%的制造企业仍表示需要填补职位空缺，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部门需填补

约500000份职位空缺。

预计美国关键技能短缺情况进一步恶化，未来10年内将出现240万份制造业岗位空

缺，到2028年由于生产力损失所致累积成本达2.5万亿美元。

缺乏技能娴熟的制造工人其实会对企业竞争力提升构成巨大障碍，几乎全世界制造

企业都是如此。人才短缺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根据制造业技术发展特性，制造工

人需擅长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STEM）学科。即便是结构完善的教育体系或职

业教育体系（如德国的教育体系），这些学科的教学质量也未达标。制造工厂迫切需

要拥有新领域数字专长的人才，为新一代设备软件编写程序或使用工具配合自动化

机器完成任务。技能培养及人才素质至关重要，企业需要立即开展相关工作。

立刻采取战略措施
企业需围绕以下4个关键领域制定计划开展项目，才能充分利用工业4.0的竞争优

势。

1.	引领文化变革	

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企业文化通常是阻碍企业变革最大的绊脚石。制造业企业也

符合这一规律：数字发展，乃至数字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合理资本支出与技术投资，

但人员管理可能更为复杂。

真正实现精益运营的企业开展员工培训并下放权力，使员工能够不断追求持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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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员工所能获得的技术及工具根植于企业文化。制造商若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实现

世界一流绩效水平，获得竞争优势，则需巩固人机合作，构建“学习型企业”。

2.	培养新领导技能组合	

制造企业管理者需习得新技能，以便

在企业内部推动所需变革。

首席执行官需增加各方面的知识储

备，既通晓技术也善于移情处理人

际关系。首席运营官需致力于应对由

人、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构成的混合型

员工队伍所带来的管理挑战。企业变

革不但波及工厂车间，也会一路影响

C级高管配置。董事会可能不久后便会 迎来新成员，出现机器人团队首席负责人、

技术伦理主管或技术&学习负责人等新头衔。

环境变化十分迅速，企业管理者需开展更紧密的合作，C级高管需实现工作协同。高

管合作是管理股东预期的重中之重，可帮助企业从追求短期利润上升至创造长期价

值。面对环境波动及不确定性，维持决策稳定一致必然是一大挑战，但有原则地持续

盈利必会如灯塔般为股东带来希望。 

3.	制定资本资源配置战略，协同业务组合	

企业应持续投资新技术及相关研发，重新审视3-5年战略计划，并考虑重新规划预

算，侧重投资关键使命，以提升工业4.0能力。

比如，Monolith通用电气公司近两年来一直在开展精简工作。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此轮

精简力度非常大，转让部门资产达200亿美元，占集团收入30%。公司目前旨在聚焦能

源与航空领域。当前财政重组预计可节省5亿美元，公司希望用这笔资金“投资未来，

引领创新技术（如积层制造）、数字化及下一轮工业生产力飞跃”。

4.	以合理节奏推动战略执行	

即便是已建立精益体系的企业也未能持续运用技术。合理提高成熟度的关键就是持

续聚焦运营效率。Gartner的“制造运营策略技术成熟度曲线报告”建议企业分阶段

逐步顺畅过渡至更高级别技术创新成熟度。

有人预测未来会出现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很可能会出现，但并非世界一流企业所有；相反，2030年一流制造工厂将出

现机器嗡嗡作响，人类创意加持的协调画面。

为了充分运用工业4.0，最大限度获得竞争优势，企业也许可以以掌握精益思维方式

为关键切入点。企业需蓄势待发立刻开始改革，以精益原则和持续改进使命为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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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成为未来制造业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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