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
章 程
【俱乐部名称】
中文名称：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以下简称“CIO 俱乐部”）
英文名称：e-works Manufacturing CIO CLUB
俱乐部官方网站：cioclub.e-works.net.cn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关于 e-works
e-works 是中国制造业领先的两化融合专业服务机构，创始人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
根院士。自 2002 年成立以来，e-works 专注于制造业信息化知识传播、经验交流、产业研究、
专业培训和咨询服务，坚持中立的第三方定位，赢得广大制造企业 CIO 的信赖，树立了知
名品牌，成为工业界、学术界、IT 界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做出了贡献。
e-works 现有会员 69 多万人，拥有 e-works 制造业信息化门户网和在线社区、
《数字化
企业》专刊、e-works 培训、e-works 咨询、e-works Research 等知名品牌。e-works 网站拥有
海量的文章、原创报道、资料、视频和研究报告，建立了《精英面对面》、《e-works 视点》、
《特别报道》
、
《信息化现场直击》等品牌栏目。e-works 在线社区包括 BBS 论坛、博客、微
博、网上俱乐部、制造业信息化辞海、制造业信息化问答频道。e-works 每年都在全国各地
举行数十场制造业信息化论坛和培训，累计有 2 万多家制造企业参加。e-works 发布的制造
业信息化研究报告成为制造企业推进信息化的行动指南。e-works 为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长航集团、沪东重机、中集集团、武船重工、东贝集团、东风康明斯、南京康尼机电、美的
厨房电器、天津机辆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柳工、本松工程塑料、湖北中航精机
科技等数百家知名制造企业提供了专业、中立的制造业信息化第三方咨询服务，得到高度评
价。e-works 总部位于武汉市，在北京、上海和南宁建有运营中心。e-works 总经理由知名
制造业信息化专家黄培博士担任。
第二条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简介
为促进制造企业 CIO 之间的交流学习，e-works 于 2009 年组建了中国制造业 CIO 俱乐
部，致力于通过网上网下互动与交流，帮助制造企业提升信息化建设绩效，实现 CIO 职业

生涯的更大发展。
六年多来，
已有 3000 多名 CIO 加盟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
e-works
已在北京、天津、重庆、青岛、武汉、西安、长沙、成都、沈阳、佛山、中山、南宁、
柳州、厦门、福州、无锡、杭州、广州、深圳、合肥、太原、石家庄、常州、扬州、东
莞、哈尔滨、昆明、温州、镇江、惠州、宁波、南昌、贵阳等城市举办了 CIO 沙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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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e-works 论坛，举办了数十次行业沙龙和主题沙龙。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在
武汉、青岛、广州、广西等地成立了 CIO 俱乐部分会。
第三条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的性质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是 e-works 创办的，全国唯一的以中国制造企业 CIO 为服
务对象的非盈利性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 CIO 可免费加盟本俱乐部。
第四条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的宗旨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致力于搭建中国制造企业 CIO 的网上网下交流平台，形成
CIO 学习交流的人脉网络，建立 CIO 之间的互助机制，帮助企业解决信息化建设中的疑难
杂症，提高企业信息化实施与应用的绩效，使 CIO 从容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压力，规避信
息化工作中的风险，实现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与飞跃，通过两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企业转型
升级。相对于其它类似组织，本俱乐部的特色是专业化、行业化，注重实效，杜绝商业化操
作，建立一个纯净的制造业 CIO 交流平台，实现俱乐部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章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的组织与管理
第一条 俱乐部的组织
1、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设立理事会，选举若干知名制造企业 CIO 为理事，理事
长由理事投票推选。
2、 e-works 会员服务部是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的秘书处。
俱乐部秘书长由 e-works
总编黄培博士担任，副秘书长由 e-works 企业信息化服务中心总经理江艳芬担任。
3、 俱乐部的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方式是由俱乐部各分会和俱乐部秘书处提
名，由俱乐部各分会的理事会成员通过会议或邮件方式选举产生。
4、 鉴于我国政府对于协会组织的建立有严格的管制措施，e-works 已发起注册了“武
汉·中国光谷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产业联盟”，该联盟的性质为非企业社团法人。
该联盟将作为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运作的载体。
第二条 俱乐部分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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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运作的主体是面向区域的分会。分会的命名原则是：
e-works 某某制造业 CIO 俱乐部，例如：e-works 广州制造业 CIO 俱乐部。建立俱
乐部分会的基本条件是 CIO 会员达到 20 人以上。由当地有影响力，也乐于承担俱
乐部工作的企业 CIO 牵头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信息化交流活动。
2、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也包括面向行业和面向技术领域的俱乐部分会，以网上
交流为主，并利用 e-works 举办的信息化论坛进行线下交流。
3、 俱乐部分会设立理事会，选举若干有影响的 CIO 为理事，理事长由理事推举。同时，
分会设立秘书处，并任命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俱乐部分会的活跃会员担任。
4、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秘书处负责俱乐部各个分会的筹建、协调和管理，为俱
乐部会员提供各类服务，并与俱乐部分会协作，举办各类信息化交流活动。
5、 俱乐部各分会的理事会每年选举一次。选举方式是由俱乐部分会秘书长提名，由俱
乐部各分会的会员通过会议或邮件选举产生。
6、 俱乐部理事长和理事由当地知名企业的 CIO，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知名专
家担任。
7、 俱乐部各分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负责制定年度的会员发展和活动计划，提交俱乐部
秘书处备案。
8、 俱乐部分会举办的活动包括举办信息化沙龙和文体活动，组织会员到其它企业参观
调研，帮助会员所在企业解决信息化疑难问题，组织信息化项目申报和信息化项目
评审，组织到其它分会考察、交流等等。
9、 俱乐部分会秘书处负责发展新会员，审核新会员加入的申请，并将会员信息发给俱
乐部秘书处备案，以便俱乐部提供相应的会员服务。
10、 俱乐部分会举行活动之前，应向俱乐部秘书处提交活动预算和活动日程安排、拟出
席活动的会员名单。活动举办期间，应及时拍摄照片，收集会议资料。活动结束之
后，分会秘书长负责向 e-works 提交活动的新闻报道、相关照片、演讲 PPT 和费用
决算，以及参加活动的会员信息记录，并负责在 CIO 俱乐部官方网站上发布新闻。
11、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每年将组织优秀俱乐部分会的评选，对在会员发展和活
动组织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俱乐部分会和优秀会员进行表彰。
12、 e-works 负责联络权威信息化专家，作为各个俱乐部分会的顾问，参与俱乐部活动。
13、 俱乐部分会不得擅自以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的名义自行组织商业活动。俱乐
部分会可与其它机构合作举办信息化活动，但须事先征得俱乐部秘书长同意。
14、 各俱乐部分会在条件成熟，获得当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可以在当地发起成立协会
组织。
第三条 俱乐部会员经费的来源与管理
1、 每个俱乐部分会在 e-works 的协会账户上设立一个专门的账户。俱乐部分会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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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提供 2000 元启动经费，用于开展俱乐部活动。
2、 俱乐部的经费来源包括：会员或会员单位的捐助、AA 制、e-works 支持或信息化
厂商捐助。其中，e-works 需征得参加活动的会员同意，才会协助征集信息化厂商
捐助。e-works 倡导由会员所在单位轮流主办交流活动，为俱乐部发展尽义务。
3、 e-works 可根据活动性质提供部分或全部经费，支持俱乐部分会活动，也可以在俱
乐部分会会员同意的前提下，邀请信息化厂商赞助俱乐部分会活动，承担活动费用。
4、 俱乐部分会帮助 e-works 推广有偿的信息化服务，可以留存 20%，作为俱乐部分会
的活动经费；俱乐部分会举办活动，如果俱乐部分会征集到信息化厂商赞助，则多
余的经费也留存，作为俱乐部分会的活动经费。
5、 俱乐部分会举办信息化活动，可以对活动组织者发放一定的补贴。
6、 对于俱乐部分会秘书长及工作人员，可根据推动俱乐部分会会员发展和组织建设的
绩效，由 e-works 发放一定津贴。同时，e-works 在每年年底将对业绩优秀的秘书长
和工作人员给予奖励。
7、 俱乐部分会财务透明，接受分会的会员监督。

第三章 俱乐部为会员提供的服务
第一条 俱乐部的交流平台
1、 俱乐部官方网站暨在线交流平台：e-works 网站的 CIO 频道 CIOclub.e-works.net.cn。
该频道中有与 CIO 发展相关的各类文章、资料，定期报道优秀的 CIO，报道俱乐部
各分会的发展与活动动态。每个分会均可以创建自己的网上俱乐部交流社区。
2、 俱乐部会员登录之后，即可进入所属 CIO 俱乐部分会的社区。
3、 会员可在自己参与的俱乐部社区中发布各类通知、公告，共享资料，进行研讨。各
类信息可以设置为在整个俱乐部平台共享，或者只对本俱乐部会员共享。
4、 CIO 俱乐部将定期组织主题研讨，探讨信息化建设和 CIO 职业发展的各种疑难问题。
5、 俱乐部可以为各个区域俱乐部分会创建 QQ 群，便于日常交流。
6、 CIO 俱乐部每月发布电子邮件期刊，报道各地的会员活动，交流经验，对共性问题
进行研讨的成果。
7、 CIO 俱乐部建立 QQ 群、微信群及微信公众号，便于联络和分享交流。
第二条 俱乐部服务承诺
1、 CIO 俱乐部充分尊重和保护会员隐私，不对外泄漏会员个人信息。
2、 俱乐部分会的理事和秘书长须承诺尊重和保护会员的隐私，不利用俱乐部分会开展
信息化交流之外的商业活动和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活动。
第三条 俱乐部为会员提供的服务
1、 e-works 将优先为会员进行个人品牌的推广，鼓励会员开设博客。
2、 俱乐部将在网络平台、电子邮件期刊上报道优秀会员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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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works 优先推荐会员参加年度的制造业信息化优秀 CIO 评选，推荐会员所在企业
参加制造业信息化成功案例评选。
4、 会员如需调动工作，俱乐部可以提供人才推介服务，促进会员的职业发展。
5、 e-works 论坛优先安排 CIO 俱乐部会员作为企业嘉宾进行演讲、交流。
6、 俱乐部会员专享 e-works 论坛的绿色通道服务，与信息化专家近距离交流。

第四章 俱乐部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 俱乐部会员的权利
1、 参加俱乐部及分会举行的各类网上网下信息化活动，以信息化会友。
2、 俱乐部会员每年获赠 500e 币，用于下载 e-works 网站资料，观看网上视频，分享制
造业信息化专业知识和经验。
3、 俱乐部会员免费获赠 e-works 的《数字化企业》专刊。
4、 免费并优先（预留席位）参加 e-works 网上公开课；
5、 俱乐部会员参加 e-works 组织的培训，享受九折优惠。
6、 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个人职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会员可以联络俱乐部秘书处和
俱乐部分会帮助解决，也可以通过俱乐部秘书处或俱乐部分会安排到其它成功企业
交流、调研。
7、 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推荐和自荐成为俱乐部分会理事。俱乐部分会理事
有权参与俱乐部理事的选举。
8、 会员有权监督俱乐部的管理和日常服务活动，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二条 俱乐部会员的义务
1、 自觉遵守俱乐部的章程和规则，维护俱乐部的利益。
2、 与其它企业分享信息化有关的经验和体会，尽量解答俱乐部其他会员的问题求助。
3、 推荐其它 CIO 加盟本俱乐部。
4、 经常登录俱乐部的门户网站和 QQ 讨论群，与其他会员进行深入交流。
5、 踊跃参与和承办俱乐部举行的各项活动，并接待俱乐部会员到本单位进行交流。
6、 积极参与 e-works 所组织的网上、网下信息化活动。
7、 参与 e-works 网站内容建设，开设博客、撰写文章、提供案例研究、担任 BBS 版主。
8、 会员如果调动单位，须及时通报俱乐部分会和俱乐部秘书处，及时更新个人信息。
9、 会员应自觉尊重与保护 e-works 的相关知识产权。
10、 会员从俱乐部获取的信息化资料，未经 e-works 许可，不可外传或发布到其它网站。

第五章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会员管理
第一条 俱乐部加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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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企业主管信息化的领导。
2、 制造企业 CIO、信息中心主任、计算中心主任、IT 部经理、IT 主管。
3、 俱乐部谢绝软硬件供应商和咨询公司的人员加入。
第二条 会员无需支付会员费。
第三条 俱乐部加入/退出程序
1、俱乐部会员的加入：


方式一：e-works 电话或邮件邀请符合条件的 CIO 加入。



方式二：网上（http://community.e-works.net.cn/applyleague/cio/cioclub.htm）申
请加入， 由 e-works 企业信息化服务中心专员审核后加入。



方式三：制造业信息化经理人在网上报名系统下载《e-works 制造业信息化经
理人俱乐部申请表》
，email 给 e-works 企业信息化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加入。



方式四：通过俱乐部分会的邀请，加入俱乐部。



俱乐部采用实名注册，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入会申请表。

2、俱乐部会员的退出：


俱乐部会员退会自由，会员向俱乐部管理人员提交书面申明后，即可自愿退出
俱乐部。



俱乐部会员因工作变动进入信息化厂商工作的，自动失去俱乐部会员资格。



俱乐部会员自批准入会之日起，一年内未参与俱乐部活动或不履行会员义务，
视同自动退会。



俱乐部会员违反本章程的有关规定，俱乐部有权解除其会员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条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一切活动均在国家各项政策、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
第二条 e-works 对俱乐部的名称拥有所有权，未经 e-works 同意，任何会员不得使用俱乐部
或俱乐部分会的名义组织各种商业活动。
第三条 本俱乐部章程最终解释权归 e-works 数字化企业网所有。
第四条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由 e-works 企业信息化服务中心负责。联系人：江女士。
电话：027-87592219-121 手机：13808608041 E-mail：jyf@e-works.net.cn

e-works 数字化企业网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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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 确认表
个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手机

e-works 会员昵称
QQ

公司名称

部门

职务

E-mail

通讯地址
最高学历

邮编
出生年月

工作经历及成果
您个人擅长哪些
领域？

□CAD □CAE □CAPP □CAM □PDM/PLM
□CRM □信息安全 □存储
□其他：
您比较熟悉或擅长哪些软硬件产品：

□ERP

□SCM

□MES □HRM

您愿意为制造企
业提供哪些帮
助？

□分享信息化资料
□提供信息化咨询及评估 □信息化选型□担任信息化顾问
□提供培训 □接待企业考察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网址
企业性质
所属行业

经营规模
IT 部门人数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机械 □机电 □汽车 □机床装备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 □兵器军工
□摩托车 □轨道交通 □五金工具 □造船码头 □建筑建材 □电子与通信
□家用电器 □电气/自动化 □IT/数码制造 □仪器仪表 □能源电力 □石油化工
□生物制药 □钢铁冶金 □烟草 □食品饮料 □日用品 □纺织 □轻工
□>50 亿

□20~50 亿 □10~20 亿

□5~10 亿

□2~5 亿 □5000 万-2 亿 □<5000 万

□<2 人 □2～10 人 □10～20 人 □20～50 人 □>50 人

您希望俱乐部组织哪些类型的活动？

您对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发展的建议:

您是否愿意担任相关工作，为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分会的发展承担更多义务？
自荐担任： □ CIO 俱乐部分会理事 □CIO 俱乐部分会秘书长或副秘书长
注：
1.
为便于 CIO 同城交流，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将以城市为单位，大力创建城市分会。各城市分会隶属于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
2.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分会组织包括：理事长、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
3.
俱乐部理事长和理事任职资格：信息化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人脉广，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 CIO、
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或知名信息化专家；
4. 俱乐部秘书长、副秘书长任职资格：沟通能力强，并愿意组织分会活动的热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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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推荐其它企业 CIO 加入 CIO 俱乐部 （推荐多人可复制）
企业名称
手机

CIO 姓名
邮箱

电话
QQ

贵公司近期信息化规划
新项目需求与规划：

□暂无规划

□已有明确规划

新项目主要建设方向

□CAD □CAE □PDM
□信息安全 □IT运维
大数据 □集团管控

项目规划与选型进程

□实施阶段 □选型阶段 □3个月内
不清楚

项目预算额度

□≤50万

□≤100万

□有规划但不明确

□ERP □SCM □MES □CRM □BI □BPM
□存储备份 □虚拟化 □移动终端管理 □
□企业邮箱 □负载均衡□ 其他：

□≤200万

□6个月内
□＞200万

□12个月内

□

□暂无预算

重点考虑的厂商为
您希望e-works提供哪些

□提供选型资料 □供需对接 □现场需求调研

□系统评测

服务?

□招投标 □需求、合同与技术协议评审

□联系考察

□远程演示

e-works 制造业 CIO 俱乐部秘书处审核意见

签字：

传真：027-87592219-141 企业信息化服务中心

时间：

E-mail：jyf@e-work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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