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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培训时间//地点地点：：2021 年 6 月 9~10 日（星期三 ~ 星期四）/苏 州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3000/人

 含授课费、证书费、资料费、午餐费、茶点费、会务费、税费

 不包含学员往返培训场地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早餐及晚餐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收益：收益：
1. 剖析 5S 项目推行的困难所在

2. 针对企业 5S 推行困难探讨对策

3. 认知不同企业特点的 5S 实施重点

4. 熟悉企业推行 5S 的策略重点和关键步骤

参训参训对象：对象：

5S 项目负责人，5S 推行团队成员，企业改善团队，生产、设备、物流、仓储、质量等相关部门的经理、

主管

授课形式：授课形式：

知识讲解、案例分析讨论、角色演练、小组讨论、互动交流、游戏感悟、头脑风暴、强调学员参与。

课程大纲：课程大纲：

第一天 09：00～12：00

一、破冰

1. 问候、建立共同语言

2. 课程总体结构的介绍

3. 学员相互认识并分享以下信息：

5S 落实过程中的困难所在

课程学习疑问

二、你的 5S 管理为什么难落实？

1. 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真了解吗？

 我们为什么要做 5S？

游戏：5S 的目的和作用

5S 与目视管理推行实战
公开课课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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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7S、8S……可 5S 真做好了吗？

 5S 管理的内在逻辑

 5S 推行的基础——让你的项目有意义

案例分享：5S 推行的意义

2. 5S 管理的难点——坚持

课堂讨论：为什么难以坚持？

 一群人能坚持的基础是什么？

 5S 得以坚持的奥义

第一天 13：00～16：30

三、如何成功推行 5S 管理项目？

1. 1S 整理

 整理的实施关键点

 红单运动的现场实践

 红单运动的推行要点

案例分享：红单运动的后续故事

案例分享：红单运动也有鞭长莫及的时候

课堂演练：红单运动的实施

2. 2S 整顿

 整顿的实施关键点

 三定原则的意义与运用

 从标准作业角度理解整顿

 办公现场如何整顿？

 装备型生产现场如何整顿？

 仓储、物流中心如何运用整顿？

案例分享：为什么定置难以保持？

课堂演练：定置讨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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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9：00～12：00

1. 3S 清扫

 清扫的实施关键点

 清扫检查制度设计与维护

 流程型生产现场的清扫难点与突破

 清扫中要着重解决的 4 类问题

案例分享：为什么需要清扫

案例分享：清扫的执行到位问题

课堂演练：清扫责任的落实

2. 4S 清洁

 清洁的实施关键点

 如何做好 5S 的标准化

 目视管理的定义

小组活动：目视管理方法的运用

 目视管理等级划分及其现场运用

 办公现场的目视化管理

案例分享：目视管理板的运用

第二天 13：00～16：30

1. 5S 素养

 素养的实施关键点

 全员参与&以身作则

 持续改善活动的灵活开展

案例分享：众人拾柴火焰高

课堂演练：如果建立 5S 管理评价系统

四、5S 管理项目的组织保障

1. 成立 5S 管理项目组

 5S 项目组的项目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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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过程中的职责分配

不同企业、不同现场的 5S 推行要点总结

拟定 5S 推进计划

5S 培训与活动开展

五、课程总结

六、Q&A

讲师简介：讲师简介：陈老师陈老师
15 年管理顾问经验、40 个以上项目辅导经验。

先后从事生产管理、精益推进、公司运营管理工作，资深的外资、民企管理工作经验。专精于中基层

管理技能、现场管理、精益管理、仓储物流改善培训与辅导。

主导过的改善项目有：一线管理者培养项目、现场改善、5S 与目视管理改善、TPS（精益）推进、工

厂布局规划、物流中心布局规划、仓储管理改善等。

授课以实务、启发见长，通过实战案例、互动工具与教练手法的运用刺激学员审视内在，打破其旧有

观念，促动其思考，带动其认识管理问题的核心，进而寻求解决方案，补充以针对学员个性化问题的实操

性方案辅导。使学员真正能够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学有所成”。

有干货

有实操

有亮点

有深度

从事业务范畴：从事业务范畴：

4 个专业内容

 仓储物流

 高竞争力的配送中心（仓储）管理

 精益 TPS

 制造业七大浪费改善

 其他

 ……

 现场管理

 现场精细化管理改善

 5S 与目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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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基层管理

 金牌班组长全技能提示

 卓越主管管理能力修炼

 精益班组长训练营系列

 ……

个人专长：个人专长：
课程专长

 精益班组长实训系列课程

 卓越主管能力训练

 金牌班组长全技能提升

 胜在执行——基层执行力的有效突破

 高竞争力的配送中心（仓储）管理

 5S 与目视管理推行实务

 现场精细化管理改善

 制造业七大浪费改善

 精益生产系列课程……

项目专长

 5S 与目视管理

 现场改善

 生产绩效提升

 精益生产改善

 物流仓储管理改善

工厂、仓储布局与规划

学员评价：学员评价：

老师与学员沟通及时，讲解生动，案例充分融入了学习要点，对于感兴趣的点讲解得非常详细。

——康德瑞恩电磁技术学员反馈

培训内容全面、新颖，开阔眼界，互动务实，讲的很实用，有实战性。

——凯毅德汽车系统学员反馈

课程案例和实际管理工作很类似，让我重新认识了管理工作的本质，拓宽了知识面，学到不少有用的

原理。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学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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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经验丰富，课程互动较多，讲解到位、易懂，能融入到实际生产管理过程中。

——和承汽车配件学员反馈

案例丰富，会针对特殊情况进行分析，对实际工作很有启发，可以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中船重工学员反馈

项目个案项目个案ⅠⅠ

案例一：上海某日化企业 5S 改善项目（周期 6 个月）

项目背景：

该公司响应美国总部要求开始筹划 5S 项目推进。通过沟通，公司高层希望并认可我们能够通过 5S 项

目，从“形式化”到“行事化”提升员工行为的转变过程；希望在项目过程中通过团队与团队的竞争形成现场新

标准和基础管理上的共同语言，促进认知水平的提高，改善现场流程与环境。希望项目能为公司推行 LEAN

的远景规划奠定基础，从而推动精益工厂的建设。

项目成就：

项目完全按期完成，项目组成员获得升职和海外培训机会

项目质量获得客户方美国总部老板认可

与项目组成员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多次带领客户前往参观，该公司已经在 5S 基础上顺利推进

精益生产

项目个案项目个案ⅡⅡ

案例二： 某民企 500 强集团子公司精益改善与工厂布局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背景：

公司通过几年的精益生产改善，至 2010 年底，已经基本过渡到生产线作业，但并未真正实现产品流动，

同时，因为设备维护、工艺粗放、原材料不良等一系列问题，品质问题异常突出。2011 年年初，结合新工

厂布局规划工作，开展了以“工序内打造品质”、“工序流畅化”为核心的精益改善与工厂布局设计项目。

项目成就：

完成样板线改造并推广，实现生产单件流及少人化改善，生产效率提高 70%以上，不良率改善 80%以

上。

整体物流距离削减 85%以上，实现新工厂布局规划设计，优化物料搬运路线，实现小批量配送，内部

物流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启动库存管理优化项目，建立基于数据分析的销售预测与库存管控分析模型，并开展库存管理改善。

项目个案项目个案ⅢⅢ

案例三：某配件后市场服务公司运营系统优化（周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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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公司深受订单波峰波谷的困扰，长期以来生产效率低下，订单处理周期过长，准时发货要求得不到满

足。为了改善客户服务水平，提高公司效益和员工收益，开展全面的管理运营系统优化工作。

项目成就：

开展生产与物流绩效改善，提高交付能力，订单处理周期由一周以上改善至 3.77 天；

生产部门效率分别提升 119%和 51%，物流部门效率提升 74%；准时交付率达 95%以上；

进行仓储管理优化，提升仓储利用率和改善库存管理水平，规划设计物流配送中心，优化内部运作流

程，库存周转率由 8 次改善至 10 次以上。

部分服务客户（排名不分先后）部分服务客户（排名不分先后）

大陆汽车电子

大众联合汽车

重庆海德世

德尔福苏州

西川密封件

东风商用车

东风本田

北京奔驰

上海蒙塔萨

上海考泰斯

和承汽车配件

泰科电子

英瑟泰科

爱思恩梯

航天机电

福士汽车零部件

通用电气检测

霍尼韦尔

日立化成

罗克韦尔

西门子电器

正泰新能源

杜邦农化

荷贝克电源

通力电梯

中船重工

莱尼电气

上海飞机

成都飞机

西飞国际航空

沈飞商用飞机

YKK(吉田)拉链

中车时代电气

南京地铁

四方庞巴迪

纳恩博科技

柯达电子

新宁物流

宝尊电商

上海庄臣

联亚制衣

特步（中国）

杭州雅马哈

苏州雅马哈

膳魔师

丰田工业

昆山铝业

卫岗乳业

诺瑞肯（中国）

宾科精密

扬州高露洁

威卡仪表

傲卓凯恩纸业

港华清源华衍

欧文斯科宁

南京圣韩玻璃

青岛圣戈班

广汉圣戈班

威高医疗

茅台酒业

……

http://www.shcha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