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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班之海外现场学习项目

株式会社WeDo

维度智华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我们的目标——

为中国民族企业的腾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
提升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品质

项目的背景和宗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和企业家。他们一方面在市场经济

中披荆斩棘、步履维艰的前行，一方面却发现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无所适从。为
什么我们的优秀民族企业不能基业常青？为什么made in china还不能完全摆脱质差价廉的

象征？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在哪里？信息全球化时代并不代表我们中国也搭上了成熟市场经
济运行的快车，我们无论在理念、方法、系统上都和长期侵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际化
企业有差距，所以我们要“走出去，拿进来，并在中国用起来！”

总裁研修班之海外现场学习项目最初启动是在2008年4月，由株式会社WeDo（公司简
介参考P7）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培训中心合作，目的是扩大清华学子的国际视野，培养

具有前瞻力的领导人才。由于项目高端的定位和切实有效的收获，在清华学子（总裁研修
班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考察学习主题集中在“组织力提升”和“经营品质”上。目前
我们的海外学习集中在日本地区，从2009年将逐步扩大到美国、欧洲等国家。

为什么选择日本？

日本，一个国土面积只有不到中国的1/25，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
值却是中国的2倍多！位居世界500强的日本企业近70家，而中国除去十几家国有垄断性企业
外几乎没有！

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战后仅用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Made in Japan”在国际上仍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他们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使日本企业

跻身于世界品牌企业的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有很多东西可为同样为东方文化的中国企业借
鉴的。

——这是我们选择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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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题

为了深入学习了解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我们对于每次行
程赋予鲜明的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几条主线：

1. 面向EMBA的经营管理类：探究日本企业的组织力

2. 面向行业别的专门经营类：

•面向制造业：学习日本制造业卓越经营管理能力

•面向零售业：学习日本的感动经营

•面向金融、投资领域：前车之鉴---日本如何走出泡沫破灭

探究日本企业的组织力

什么是组织力？

简单的说，就是不依赖个人力量，而是通过组织行为来取得成果的能力。所谓强大的组织

力，就是集合个体的力量，并能发挥出远远超越个体能力之总和的组织能力。

企业组织力指的是包括员工、一线经理、中层干部、高层领导等企业所有人员在内的整个

集团的力量。

一个企业只有具备了组织力，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只要观察一下

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就不难得知，无论是丰田式的“精益生产”，还是微软索尼式的“变革创

新”，都是因为具备了最强的组织力才得以将战略方针渗入企业的每个层面并出色执行。

现今，我们有些企业在“拿来”国外最先进的商业模式和方法论上不惜余力，却忽视了一

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企业的组织力的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成功企业无法把企业

的命运寄托于完整的企业的宗旨与组织管理体制，而是寄托于“接班人”的原因。

忽略组织力建设的重要性，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要想使企业转型、提高经营机制、

加强品质管理和过程控制，不能只引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还要强化组织力，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合的人

越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倒赚钱，股份公司十有九要倒

账。 ……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

---梁启超

组织力，是战略能力与执行

能力之乘机。我们企业最薄

弱的执行能力，正是日本企

业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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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题

学习日本制造业的卓越经营管理能力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品质危机。

以食品安全为首，众多知名企业都纷纷面临严重的信誉危机。近年来，中国制造的产品质

量事故频发。2007年，美国所有被召回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67%。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企业不仅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引进了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先

进的管理方法和工具，发展迅猛，成为了号称“世界工厂”的“制造大国”。

然而，近30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还是赶不上“日本制造”？

战后的日本，就如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是日本企业是如何奋起直追，用20年时间使日

本成为了“品质大国”的呢？

中国的多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经历了创业初期的高速发展和扩张之后，都逐渐进入到

开始面临“下一步如何走”这一问题的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市场日益规范的今天，仅靠着

“低廉的价格”已经很难在行业中取得持续性的发展以及生存下来的空间。如何提高制造业的

经营管理水平，使“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３

学习日本的感动经营

日本的迪斯尼回客率是多少？98%！可是在号称服务娱乐发达的香港，有多少顾客会再次

回到香港迪斯呢？企业的经营理念不只是让人「理解」，更要能让全体人员「感动」！ 从

「理解」到「感动」，是建立强大组织的有效方法。 在今后的时代，吸引得到顾客共鸣的

『感动』经营的时代来领了！

就在中国的投资者热衷于营造所谓中国股市“黄金十年”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日

本是怎样经历了“失去的十年”。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房地产市场也随之急剧升温。在

此后六年内，日本六大城市的商业地价狂涨三倍多，需求旺盛、投机盛行，房价也不可遏制

持续走高。然而，从1989年开始，日本股市大幅下挫，接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国民经济出现

灾难性的后果。此后十年，日本长期处于萧条期，经济增长始终徘徊于衰退与复苏之间，被

经济学界称为“失去的十年”。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目前阶段的经济特点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的宏观环境具有很

多相似之处，我们该怎么办？！

前车之鉴：看日本如何走出泡沫经济破灭



我们的专家团队

组织力提升专家

花田光世是庆应大学（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并列的日本三
大名校之一）综合政策部教授，SFC研究所Career Resource 
Laboratory负责人。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组织社会学博士学位。曾担

任产业能率大学教授，并出任该大学国际经营研究所所长一职。

花田教授是日本企业组织，尤其是人事、教育问题研究的第一
权威。致力于日本企业界组织、人事、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是经
营指导组织调查研究所的总负责人。近来尤其注重职业自律项目的
实践、教育组织的企业文化建设、信息共同体构建等研究以及企业
的实践活动。在教育咨询方面，其服务对象几乎涵盖日本所有的知
名大企业，并有企业组织领域的著作若干。

花田教授还同时担任日本风险企业学会理事、Outsourcing协议会

会长、各大企业的企业外董事、经营咨询委员会等职位。

日本企业组织力研究领域第一权威日本企业组织力研究领域第一权威

花田花田 光世光世

冈本老师是Marketing Promotion Center 代表，并兼任日本早稻田

商学院、神户艺术工科大学、千叶商科大学的讲师。另外，还担任
日本经营品质评价基准委员会委员长，地方政府评价制度委员会委
员长、评价委员。日本能率协会管理学院专任讲师。

冈本老师是日本经营品质（相当于美国国家质量品质奖）评价
的发起和创立人之一。在企业品质品质经营和市场营销方面有非常
独到的见解。

日本企业日本企业经营品质评价经营品质评价第一权威第一权威

冈本冈本 正耿正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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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家团队

制造业经营管理专家

山田山田 基成基成

TPSTPS专家及日本中小企业经营战略专家专家及日本中小企业经营战略专家

山田基成是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任日本中

小企业学会常任理事。曾作为日本政府的海外研究员在美国密西根
大学及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活动。

山田教授是日本专门研究汽车产业及丰田TPS的专家，著有《丰
田生产方式（TPS）的研究》等书籍出版物，在日本学术界及企业界

引起极大关注。此外，山田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有企业的技术管
理、生产管理以及中小企业的经营战略。近年来，着重于风投企业
在成立初始的商业模型的构造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及著作：

吉泽老师曾担任日本富士施乐公司经营品质推进部部长 、商品
化过程改革部长 、ISO14000内部环境监查委员长 、及美国施乐公司
TQC Senior Adviser（TQC高级顾问） 。并为日本很多大型家电、化

工、电力企业等提供经营品质提高、质量工程、业务改善、品质保
证、软件测试战略咨询。

曾历任美国戴明（Deming）奖委员会委员、日本质量管理学会
理事国际委员会委员长、亚太质量理事会（Asia Pacific Quality 
Council）委员、质量工程会田口玄一大奖企划委员长等多项社会公

职。
现任质量工程会理事、日本质量管理学会正会员、日本经营品

质协议会人才改革项目委员、日本规格协会 质量工程讲座讲师、日
本规格协会 QS讲座讲师等。

著有《质量工程系列讲座Vol-Vol7》、《A World of Quality: The 
Timeless Passport》、《质量工程入门VTR系列 全6卷》、《Total 
Quality Development质量·速度兼备的产品开发》、《综合性“质”的管
理》、《软件测试HAYST法入门》等著作，并多次荣获日本质量管

理学会等贡献金奖等。

品质管理学专家及资深顾问品质管理学专家及资深顾问

吉泽吉泽 正孝正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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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日美汽车工厂的管理》、《日本生产体系的特性及变化》
《21世纪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的展望》、《丰田生产方式（TPS）的研究》



我们的专家团队

制造业经营管理专家

早年任职于富士施乐公司。1980年任售后服务系长时获戴明奖
（Deming Prize，世界三大质量奖项之一，由美国威廉・爱德华・
戴明博士于1951年设立）。之后调任富士施乐全公司改善・改革事
务局，面向全公司的2600余名员工实施TQM教育。

1997年调往富士施乐综合教育研究所担任部长职位，负责富士
施乐全球上百家关联企业以及子公司的质量管理的人才教育咨询顾
问事务。同时，也担任外部团体（社团法人日本经营协会，日本科
学技术联盟等）的TQM培训，活跃于本田汽车、邓禄普轮胎
（Dunlop Tyre），佳世客集团（Jusco），日本飞利浦等日本各大
企业/团体，举行演讲以及培训活动，是日本首屈一指的TQM专家及
咨询师。

在日本之外，繁田老师的讲演和培训活动还遍及中国大陆、台
湾、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积极促进TQM在亚洲范围内的推
广和普及。

2007年，在繁田老师的指导下，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与上海
电信、宝钢及上海通用汽车等21家企业一起，荣获2007中国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奖。

日本日本TQMTQM教育及咨询领域教育及咨询领域专家专家

繁田繁田 信一信一

６

早年就职于东京迪斯尼乐园，其间，曾调任美国总部华特迪斯
尼世界度假区（Walt Disney World Resort），主管迪斯尼品牌商品

的销售业务。

以早年任职迪斯尼的经验为基础，加贺屋克美形成提出了“感
动经营”的理论，是日本目前零售业、娱乐服务业感动经营领域的

资深咨询顾问。目前为止，近百家日本及外资企业接受过他的讲演
和经营咨询服务，咨询对象遍及石油、IT、出版及娱乐等各种行

业。

日本日本““感动经营感动经营””创始人创始人

加贺屋加贺屋 克美克美

感动经营专家



What WeDo

公司简介

株式会社WeDo是由日本人力资源开发咨询界知名企业

―富士施乐综合教育研究所的骨干咨询师与讲师联手成立的
跨国咨询培训机构。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播优秀的管理理念和
方法，帮助我们的民族企业更好的成长为世界优秀企业。目
前公司总部设在日本，负责中国市场的分公司设在北京，深
圳和上海设有办事处。

我们的特长和优势

我们在中日政界、企业界拥有得天独厚的友好关系
以前驻日大使王泰平为董事长的株式会社WeDo，在中日政经两界享有得天独厚的友好合作
关系。我们的企业界朋友遍布两国各阶层，我们能够为您预约各种企业参观考察，并从为
数众多的候选企业中，为您量身选出访问的最佳企业。

在咨询和培训领域，我们集中了中、日两国几十位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
生产现场管理领域的真正权威和专家

我们的专家团队拥有对中日上百家企业进行各种企业咨询和培训的经验

我们的专家团队精通中日企业文化的异同，能让您原汁原味地了解并掌握日本
企业的成功因素并帮助您理解、消化和活用。

我们充满着振兴中国民族企业的热情！

７



我们的业绩

现场学习流程

行前培训行前培训 企业考察企业考察＆＆企业家座谈企业家座谈 培训培训＆＆讨论总结会讨论总结会 跟进服务跟进服务

日本经济文化背景介绍

参观企业和学习主题介绍

行程介绍和注意事项

基本讲演

企业参观与现场讲解

与企业内部高层对话

与现地企业家座谈

在理论上加以深化和提升
的相关主题培训

学员之间的互动交流讨论

总结提升

回访与反馈信息收集

跟进研修

其他增值服务

我们的足迹我们的足迹

行前培训行前培训

为了让大家对日本的日本的
文化政治经济有一个宏观的
了解，前中国驻大阪大使级
总领事王泰平老师为大家讲
了一堂题为“山川异域、日
月同天”的精彩演讲

我
们
出
发
了
！

在异国的交往在异国的交往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的官员和日本商务
人士与大家在欢迎
会上畅谈

企业考察企业考察＆＆企业家座谈企业家座谈

从制造工厂的参观到深入到知名企业中与经营管理层的亲自对话，了解日本企业管理与欧美之不同。并与当地的
中小企业家座谈，借鉴他们的成长经历。

考察活动正式开始！

聆
听
富
士
施
乐
前
任
总

裁
的
企
业
改
革
心
得

参
观
丰
田
制
造
工
厂

参
观
京
瓷
合
影
留
念

与
日
本
知
名
华
人
企
业

家
宋
文
洲
先
生
座
谈

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深化主题！

培训培训＆＆讨论总结讨论总结

感性的参观考察配以理论的阐述和互动交流、使理解深化！

花田教授的企业组织提升 加贺屋老师的迪斯尼感动经营 学员间的热烈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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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验文化体验

了
解
社
会
与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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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屋
畅
饮

赏
烂
漫
樱
花



我们的业绩

企业考察与培训课程的业绩

以往访问企业名录以往访问企业名录

了解佳能的生产体系和全球销售体系的整体构架和战略佳能（Canon Marketing Japan）

把经营品质管理作为实践企业经营变革的一个指南先锋（Pioneer）

企业面临经营危机时的经营品质的重要作用理光（Ricoh Techno Systems）

支持索尼组织力发挥的人事制度和人才培养索尼（Sony）

京瓷的经营哲学京瓷（Kyocera）

企业创新力的重要性松下电器（Panasonic）

发挥组织力的经营富士施乐（Fujixerox）

探究丰田成功的秘密&TPS的精髓
丰田汽车（Toyota）
元町工厂 / 堤工厂 / 田原工厂

学习主题学习主题访问企业访问企业

培训课程一览培训课程一览

从日本的社会特点来理解日本企业成功的要因

《山川异域日月同天》---
日本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与
中日关系

对全程考察的总结，将企业访问与专家培训的内容融会贯通日本企业组织力强大之原因

对细小部分的精益求精是感动顾客的根源东京迪斯尼乐园的感动经营

以TQM提高组织力------中层干部创造强大的企业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

TPS是推进现场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丰田式生产方式

经营品质的基础理论以及在日本企业中的应用实例日本企业的经营品质

企业组织力建设关键在于中层干部队伍的建设企业组织力建设

内容内容培训课程培训课程



09年度总裁研修班之海外现场学习项目计划

1. 建议学员向自己所在研修班学校统一报名。
2. 不同的户籍需要向不同地区的日本使馆申请签证：

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四省户籍学员可以在广州领馆办理签证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户籍学员可以在上海领馆办理签证
其他省市户籍学员可以提前3个月联系我们，解决签证问题

3. 请提前确认您的护照有效期是否在半年以上
4. 具体行程和注意事项我们会在出发前一个月做专题讲座：日本考察学习之行前培训

注意
事项

具体报价请与我们联系费用

左边所列行程为
大致行程，具体
行程（包括参观
企业、讲座名
称、入住酒店等
细节）将在出发
前1个月发给报

名学员

香港（上海）出发➔关
东地区（东京）考察观
光➔关西地区（京都、
大阪）考察学习➔大阪
国际机场返回香港（上
海）

香港（上海）出发➔关
西地区（京都、大阪）
考察学习➔关东地区
（东京）考察观光
➔北海道旅游观光➔札
幌返回香港（上海）

香港（上海）出发➔关
东地区（东京、箱根）
考察、研修➔关西地区
（京都、大阪）考察和
观光➔大阪国际机场返
回香港（上海）

大致
行程

全国各大学、商学院总裁研修班&EMBA班学员
对象
区域

8 天预计实
施天数

主题将根据客户
的需求适当调整

1. 探究日本企业的组织力

2. 学习日本制造业卓越经营管理能力
主题

以上日程会根据
各个地区的情况
适当调整

2009年11月末~12月初

晚秋的岚山红叶和初冬
暖日下的金阁寺让您体
会闲静之美。初冬的原
宿街头，让您领略引领
亚洲时尚风骚的东京繁
华之美

2009年7月末~8月初

夏末的日本可以看到各
种民间祭活动，犹如繁
星闪烁的花火大会、放
河灯，更有夏日北海道
的清凉牧场、茂密的原
始森林

2009年3月底~4月初

每年3月底到4月初是日
本樱花烂漫之际，在紧
张的考察学习之余，犹
如满天雪花飞舞的樱花
之美让您身心得到极大
放松

预计实
施日期

备注
09年海外现场学习

第三期

09年海外现场学习

第二期

09年海外现场学习

第一期
名称

10



学员心声

学学

声声

员员

心心

感谢你们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传播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如都能这样，中国的企业很快会赶上日本的企业，谢谢!

——苏州天亿达集团总经理 毛越东

对企业的参观是感性认识，但教授的现场讲授又能上升到理论，
所以对学习很有指导意义。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孙卫南

收获很大，明白了日本企业成功的原因。建议把此次活动做成光
盘发给大家，以便温故知新！

——深圳市杰赛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素斌

富士施乐有马利男前社长的演讲让我看到了什么是一个优秀的企
业并强烈地震撼我，并使我找到自己做企业的方向！

——泰豪集团深圳泰豪科技总经理 李巍

11

非常满意
37%

满意
55%

一般
8%

非常满意
38%

满意
41%

一般
20%

非常满意
36%

满意
49%

一般
14%

非常满意
32%

满意
44%

一般
22%

20082008年满意度问卷调查年满意度问卷调查

(1) 日本商务考察是否达成了

您的期待值？

(2) 您对日本商务考察之行整

体上是否感觉满意？

(3) 您对日本代表性企业考察

访问是否感觉满意？

(4) 您对培训课程的安排是否感

觉满意？

(5) 您对日本企业家座谈是否

感觉满意？

(6) 您对在日期间的吃住行安

排是否感觉满意？

※以上数据为2008年所实施的全部日本商务考察活动的综合统计结果。

充分达成
32%

达成
37%

基本达成
31%

非常满意
37%

满意
52%

一般
7%



报名流程

1. 项目实施前三个月由以上各大合作院校公开招生，学员可前往各自的学习地
点报名参加。报名费用：500元（如果成行此费用计入研修费中）

2. 非以上各大院校研修班学员，可直接联系我们深圳和上海的办事处工作人员

深圳：0755-33642395  李老师

上海：021- 梁老师

3. 报名截止日期：距离出发日前1个月

4. 交费方法请参考各大院校的招生简章

以上内容如有不明事项请联系国内负责人：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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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员实现所学内容的实践指导，免费为企业提供诊断服务一次

学员企业代表可免费参加我们在国内举办的公开演讲和讲座一次

组织日本考察的学员沙龙，提供相互学习的平台

每月定期免费提供学员内部学习的电子学习杂志一份

在日本考察结束之后，我们将提供以下增值服务：

商务考察不仅可以使学员更深入地了解多元及外来文化，建立区域以至国际性的商业伙
伴，更重要的是给学员提供当地商业运作及商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学员可以从带出去引
进来的角度思考新的商业机会。

增值服务



Addr ：东京都大田区羽田旭町7番1号

Tel ：+81-(0)3-5879-6954

Fax ：+81-(0)3-5879-6957

株式会社WeDo
维度智华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Email ：info@wedo.co.jp

URL ：http://www.wedo.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