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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 
 

关于举办宁波市消费品行业产业集群培训班的通知 

 

各区县（市）经信局，各管委会经发局，相关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决策

部署，加快推进我市消费品工业领域重点行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根据 2019 年宁波市企业素质提升系列培训计划，决定举办

宁波市消费品行业产业集群培训班（分家电、纺织服装、文体用

品三个班）。经询比采购，委托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二、承办单位 

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培训时间、地点 

分行业分别举办家电、时尚纺织服装、文体用品产业三期培

训班，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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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用电器产业集群培训班：2019 年 9 月 6-7 日（周

五—周六）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江北区慈水东街 328 号），6

日上午 8:30 开课。     

（二）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培训班：2019 年 9 月 20-21

日（周五—周六）在奉化太平洋大酒店（奉化区南山路 174 号），

20 日上午 8:30 开课。 

    （三）文体用品产业集群培训班：2019 年 9 月 24-25 日（周

二—周三）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江北区慈水东街 328 号），

24 日上午 8:30 开课。 

四、培训对象和人数 

宁波市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文体用品制造企业总经理或有

关部门负责人，每期各 100 人，每家企业原则上限报 2 人。 

五、培训费用 

本次培训班列入“2019 年度宁波市中小企业素质提升系列

培训项目”，学员培训、食宿（标间：2 人/间）费用全免，交

通自理。 

六、报名方式 

因名额有限，本培训班采取“先报先录”与“择优录用”相

结合的原则，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表附后），参训资格以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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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局审核确定后，由承办单位通知为准。请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

提前安排好工作，准时报到并参加培训。 

报名联系人：陈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电话：88036805，传真：88020831，

电子邮箱：mx0574@126.com。 

七、监督投诉 

市经信局消费品工业处，联系电话：89292012 。 

请各地、各有关协会协助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通知符合条

件的企业积极报名参加培训。 

附件： 

1.消费品行业产业集群培训班报名申请表； 

2.家用电器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3.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4.文体用品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5.中共宁波市委党校位置； 

6.奉化太平洋大酒店位置。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9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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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消费品行业产业集群培训班报名申请表 

 

所报班次：□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培训班 

□家用电器产业集群培训班     □文体用品产业集群培训班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务  性  别  

文化程度  手  机  

单位电话  是否住宿  

所在企业主导产品  
所在企业上年销售 

（万元） 
 

所在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网址  

对本次课程建议  

备注：1.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必须全程参加培训整个过程，并配合做好培训测评。 

2.请如实填写报名表并加盖公章，报名表请传真或扫描后发邮件，联系人：陈

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传真：

88020831，电子邮箱：mx0574@126.com。 

mailto:mx057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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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期：家用电器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一）课程安排 

      时间 课程名称 师资安排 

第

第

一

天 

上午 

7︰30-8︰30  学员签到 带班老师 

8︰30-8︰45 开班仪式 市经信局领导 

8︰45-9︰50 
宁波“246”万千亿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及

家电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集群规划编写专

家 

10︰00-11︰45 

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电的应用： 

1）智能家电的产业现状和转型痛点； 

2）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电领域的应用； 

3）物联网家电云平台解决方案。 

潘意杰（博士，宁波

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

应用研究院院长助

理）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智能制造助推企业发展： 

1）工业操作系统助力智能制造； 

2）CMC芯片助力产品智能升级。 

杨明明（浙江中控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upOS产品副总监） 

第

第

二

天 

上午 8︰45-11︰45 

家电研发管理和品质管理： 

1）品质、效率、创新三者关系； 

2）研发品质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 

3）研发管理和生产效率； 

4）研发创新。 

卓森庆（奥克斯集团

家电研发总监）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家电企业的创新设计之路 

赵宇波（深圳创新设

计研究院执行院长、

博导） 

16︰30-16︰45 培训总结，满意度测评  

16︰45- 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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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力量 

1.潘意杰，工学博士，现任宁波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

助理，传感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获浙江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学

位，美国著名公立大学马里兰大学计算机工程研究生学位（赴美全额奖学

金，博士研究生），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研究工作、研发管理、运营等超过

10 年； 在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智能系统领域有丰富的科研背景，

在美国、中国外企、中科院有多年从业经验；承担参与国家工信部、科技

部以及省市区重大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发明专利、软

件著作权近 10 项。 

    2.杨明明，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员、开发主管、产品经理、supOS 产品总监。主要从事智能工厂的自动

化控制系统、智能制造 MES系统、工业物联网、工业信息安全等方向的产

品和技术的研发工作，在领域建模、分布式系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和可视化展示等方面具有多年应用经验。曾参与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建设，为上百家制造企业提供 MES 信息化咨询和工程服务。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控集团的核心成员企业，致力于智能

工厂完整的产品体系及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列入工信部

（2017）第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supOS 是浙江中

控集团褚健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也是

首个以自动化技术为起点，从下至上推进的开放的以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工业人工智能平台，将改变传统工业的运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8E%A7%E7%A7%91%E6%8A%80%E9%9B%86%E5%9B%A2/496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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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该系统集工业大数据全集成平台、工业智能 APP组态开发平台、工

业大数据分析平台、工业人工智能引擎服务、工业智能 APP 等一体的工业

操作系统，实现云（云互联网平台）、企（工厂互联网平台）、端（边缘计

算节点）三层统一架构，可实现管控一体化交互。 

    3.卓森庆，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工学硕士/研

究生。十多年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作经历，任标准委员会专家、

科技专家、科技创新评审委员会专家。现奥克斯集团家电研发总监，负责

奥克斯家电板块的研发，曾多次受邀为市经信委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培

训授课。 

4.赵宇波，博士，研究员、博导，现任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

宁波慈溪小家电创新设计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工学院客座教授，是深圳

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人才，宁波“泛 3315 计划”团队负责人，担

任中国家电业智能制造产业战略联盟理事长，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

副秘书长，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

领域是人工智能、产品仿真设计、创新设计等。曾多次承担国家 863 重大

项目，是海尔、美的、海信、老板电器等知名家电企业的合作伙伴。获得

全球知名的工业设计奖项 IF 奖以及国内家电行业的爱普兰奖、金顶奖等，

拥有各类专利 20 多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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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二期：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一）课程安排 

      时间 课程名称 师资安排 

第

第

一

天 

上午 

7︰30-8︰30  学员签到 带班老师 

8︰30-8︰45 开班仪式 市经信局领导 

8︰45-9︰50 
宁波“246”万千亿产业集群建设培

育及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集群规划编写

专家 

10︰00-11︰45 

纺织新材料开发与针织服装的研究 

1）纺织科技纤维与新产品 

2）现代针织发展现状与应用 

3）纺织最新科技:智能针织服装的

研究。 

陈慰来 

（浙江理工大学纺

织工程系主任、教

授）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时尚艺术与服装设计 

吴海燕（中国美术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院

长、教授） 

第

第

二

天 

上午 8︰45-11︰45 
新零售时代企业从供应链到需求链

的转型 

高峻峻（上海大学教

授、博导）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纺织服装领域人力资源管理 
冯威廉（台湾人力资

源专家） 

16︰30-16︰45 培训总结，满意度测评 带班老师 

16︰45- 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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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力量 

1.陈慰来，教授，现任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纺织工程系主任

兼纺织实验室主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针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

纺织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致力于纺织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和研究。主要

研究领域：新型纺织原料及纺织新产品开发，功能和智能化针织产品的研

究与开发、产业用纺织产品的研发、高档车用内装材料的研究、医用纺织

产品的研发等。主持浙江省科技厅重大项目 5项，浙江省平台项目 1 项，

企业合作项目几十项。主编和出版了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三部，获国家

发明专利十余项，发表 SCI、EI 等国内外论文 30 余篇。同时荣获中国纺

织之光奖教金、华鼎奖教金等光荣称号，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

等奖。 

    2.吴海燕，教授，博导，国内著名服装设计师，现任中国美术学院艺

术设计学院院长兼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

吴海燕纺织服装（设计）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艺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艺术委员、评审委员，浙江省流行

色协会理事，浙江民间美术家协会主席。2001 年 获中国服装设计师"金

顶奖"。1995 年评为首届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曾经，在中国服装设计师

圈里，流行着“北王(王新元)南张（张肇达）中吴”的说法，其中的“吴”，

就是吴海燕。发表论文《服饰基础教学之浅见》、《服装设计中的文化要素》

等论文。出版专著《服饰配色》、《旧装新颜》、《吴海燕时装精款》等。 

3.高峻峻，博士，教授，博导，国内新零售供应链管理专家，现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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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学需求链研究院院长、悉尼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宾夕法尼亚大

学沃顿商学院访问学者，多次获得上海大学优秀教师奖。是欧睿 oIBP 智

慧需求链解决方案创始人、阿里巴巴供应链研究中心特聘讲师、京东大学

特聘教授、亿欧专栏资深作家。高老师长期从事研究新零售供应链管理，

主持完成多项需求管理与需求链管理方面的研究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 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曾受邀担任一带一路·中国智慧物流领袖峰会、中国电子商务物流

大会等重大活动演讲嘉宾，为阿里巴巴、京东、上海电力、中国航空、中

石化、特步中国、惠特鞋业、如意集团、海澜之家、交运集团、浦发集团、

外高桥功能区、包钢等多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4.冯维廉，管理硕士，现任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和特聘培训讲师，中国台湾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曾担任跨国企业、民企及

上市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总裁，具有 20 多年知名企业高级管理经历，拥有

丰富的实务经验，。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变革管理、主管能力提升

与员工培训管理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诊断精准，内训实用，

辅导侧重管理落地与转换，能有效解决企业“说多做少”与“归责于外”

的痛点。熟知企业发展各阶段的管理模式（人才引进、人才建设、管理规

范、团队组建、变革管理、目标行动等）。擅长企业中高层管理干部管理

技能与组织学习的实战培训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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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三期：文体用品产业集群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一）课程安排 

时间 课程名称 师资安排 

第

第

一

天 

上午 

7︰30-8︰30  学员签到 带班老师 

8︰30-8︰45 开班仪式 市经信局领导 

8︰45-9︰50 
宁波“246”万千亿产业集群建设培育

及文体用品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集群规划编

写专家 

10︰00-11︰45 工业操作系统助力企业智能制造之路 

杨明明（浙江中

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supOS产品

副总监）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走心的设计——如何读懂消费者 

1）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企业面临的问题；  

2）作为粉丝的消费者；  

3）如何读懂消费者；  

4）懂得消费者的不同策略。 

沈法（博士，宁

波大学潘天寿艺

术设计学院副院

长） 

第

第

二

天 

上午 8︰45-11︰45 

B2B 品牌战略与互联网时代整合营销传

播（上） 

1）认识品牌；2）确定品牌 DNA； 

3）确定品牌定位；4）建立品牌识别。 张长江 

（工信部工业品

品牌推进小组专

家成员） 

中午 11︰45-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B2B 品牌战略与互联网时代整合营销传

播（下） 

5）塑造品牌价值； 

6）互联网时代的品牌整合营销传播； 

7）品牌战略管理。 

16︰30-16︰45 培训总结，满意度测评  

16︰45- 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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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安排 

1.杨明明，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员、开发主管、产品经理、supOS 产品总监。主要从事智能工厂的自动

化控制系统、智能制造 MES系统、工业物联网、工业信息安全等方向的产

品和技术的研发工作，在领域建模、分布式系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和可视化展示等方面具有多年应用经验。曾参与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建设，为上百家制造企业提供 MES 信息化咨询和工程服务。 

    2.沈法，博士，副教授，曾任宁波大学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现任宁

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访问学者。主

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民间工艺与现代设计，色彩设计理论与应用等。迄今为

止，曾主持省市级课题 20 多项，主编出版教材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3.张长江，工信部工业品品牌推进小组专家成员，清华-威尔士（The 

University of Wales）MBA，上海交大、浙大、清华总裁班客座教授、特

聘讲师，法国施耐德电气学习与发展中心特聘讲师， IPTS 国际职业培训

师协会高级培训师，中国企业教育百强、营销十强讲师，原首钢国际（香

港）控股销售经理，原联纵智达营销咨询集团咨询总监。拥有 13 年一线

销售及国企、外企高层营销管理经验，12 年职业咨询师+讲师经验，真正

的实战派工业品营销专家。张老师目前是搜狐网等 10 多家专业媒体专栏

作者、特约撰稿人；并著有《工业品品牌战略》、《项目性销售与标准化管

理》、《在路上•抢单》、《五步拿下大订单-夺标》等专著。曾服务过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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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南车、中联重科、欧普照明、ABB、晨光文具、安踏等上百家知名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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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位置 

一、培训会场地址：宁波市委党校（江北区慈水东街 328 号）。 

 

二、行车参考路线 

    1.市区方向：沿机场路高架入口途径机场路高架、青林湾大桥、机

场北路向北行驶-沿北环高架向西北行驶-沿慈城连接线途径慈孝大道向

北行驶。 

    2.其他方向：在高速宁波北出口下，沿慈城连接线途径慈孝大道向

北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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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奉化太平洋大酒店 

一、培训会场地址：奉化区南山路 174 号。 

 

二、行车参考路线 

市区方向：沈海高速、甬金高速、宁波绕城高速（南山路与大成路交叉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