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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制造业信息化涉及到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和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包
含诸多信息技术的应用，涉及到 IT 规划、选型、实施、维护等诸多方面。不同行业、不同
产品、不同管理模式、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企业，信息化建设具有很强的个性。
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面临诸多挑战：


制造业信息化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还没有专门的制造业信
息化学科，因此，不论是专业背景是工程、管理、财务或 IT，不论是在甲方或乙方
工作的信息化工作者，都需要在信息化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新兴技术风起云涌：例如当前的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化、内
存计算、认知计算。信息化工作者必须密切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



制造业信息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工程，实践性很强：随着企业架构、组织与管
控模式的变化，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信息化
工作者应当在实践当中借鉴优秀企业的最佳实践，学习掌握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制造业信息化知识需要系统地学习：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化文章和资料很多，然而
却良莠不分、杂乱无章，缺乏针对性。通过互联网和网上社区所了解的知识不系统、
不准确，甚至可能被误导。

总之，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必须根据自己从事的工作岗位不断学习，持续提升自己对信
息化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迫切需要通过一个 e-Learning 平台，系
统地学习制造业信息化基础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面，建立对信息化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
识，对信息化技术主流趋势的准确理解，提升自己的信息化实战技能。

2. 制造业信息化人才发展路线图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信息化人才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十分缺乏高端的复合型人才。信
息化厂商十分缺乏资深的实施顾问、产品经理、售前顾问，制造企业则缺乏 CIO，以及能够
独当一面的 IT 经理和各个领域的项目经理。在人力资源市场上，高端信息化人才十分稀缺，
薪酬水平“水涨船高”
。因此，对于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而言，通过系统地学习信息化知识，
并在实践当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技能，可以显著提高职场竞争力和个人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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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works VIP 会员服务
为了帮助制造业信息化工作者迅速有效地正确掌握信息化知识，提升对所关注领域信息
化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帮助会员提升在制造业信息化职场的竞争力，e-works 面向制造
业信息化工作者推出 VIP 会员服务，对 e-works 海量的知识库进行精选，为 VIP 会员提供个
性化的 e-Learning 平台。VIP 会员在个性化的社区享受各类 VIP 专业服务。

知识地图
优惠培训

人才服务

知识定制

e-works

能力测试

VIP会员

在线学习

知识分享
期刊订阅

e-works VIP 会员服务包括：


知识地图：根据常见的信息化工作岗位（CIO、IT 经理、网管、信息安全工程师、
PLM 项目经理、ERP 项目经理、MES 项目经理等）提供信息化知识地图，向 VIP 会
员推荐必学的知识点和常见问答。例如，CIO 应当关注战略管理、运营管理、IT
规划、人际沟通、项目管理、业务流程管理、IT 架构、先进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内
容。在 VIP 会员的个人门户中，将提供针对这些知识点的学习内容，并定期更新。



知识定制：VIP 会员可以定制知识的属性标签，e-works 网站自动推送精品的信息
化知识，并可通过邮件提醒。每条知识的属性标签包括：行业、领域（管理信息化、
产品创新数字化、基础信息化、自动化、制造企业管理、先进制造技术）
、相关厂
商、相关产品、知识类别（入门、技术、市场、产品分析、应用实施、典型案例）
、
文档类型（文章、资料、新闻、资讯、视频、博文、书籍）等。



能力测试：对于 VIP 会员，e-works 提供多个领域的个人信息化水平测试。通过测
试，以提升 VIP 会员对信息化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根据测试结果，e-works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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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将向 VIP 会员提出提升自身信息化技能的建议。


在线学习：e-works 提供 1000e 币，用于下载 e-works 数万篇信息化资料，包括三
星级至五星级资料和 e-works 网上视频。VIP 会员将参加 50 课时的网上信息化课
程。



期刊订阅：VIP 会员将获赠全年四期《数字化企业》纸介质刊物和电子版。



知识分享：VIP 会员可以发起或参加网上俱乐部，就自己关注的信息化领域与其他
会员进行在线交流。可以组建仅有 VIP 会员或企业会员才允许加入的 VIP 俱乐部。
e-works 网站将对 VIP 俱乐部优先推荐。



人才服务：e-works 为 VIP 会员提供信息化人才推荐服务。对经验丰富的优秀会员
提供猎头服务。



优惠培训：VIP 会员参加 e-works 网下培训，将享受八五折优惠。

4. e-works VIP 会员服务的核心价值
通过个性化、引导式的自助式系统学习，e-works 帮助 VIP 会员迅速完善自身的信息化
知识体系，提升对信息化技术和产品的理解、掌握和实操能力，迅速提升自己在职场上的竞
争力，成为稀缺的信息化高级人才，赢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5. e-works VIP 会员服务费
e-works VIP 会员服务费仅需 480 元/年
（800 元/两年）
，
可通过网上转账或支付宝支付。

6. 关于 e-works
e-works 是我国知名的专业从事两化融合的服务机构，创始人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
培根院士和黄培博士带领的专业团队。e-works 于 2002 年 4 月成立，十四年来，保持了快
速、稳步发展，成为推动中国两化融合的应用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两化融合领域具有极高
的品牌影响力，积累了海量的制造业信息化知识库和制造业信息化专家网络。
e-works 专注于两化融合服务，对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 e-works
通过数字化企业网、制信网和《数字化企业》期刊传播行制造业信息化知识，构建信息化交
流的网上社区；通过举办各类信息化专业论坛，推广制造业信息化信息技术，搭建经验交流
的平台；通过信息化专业培训，为信息化工作者解惑。
从 2014 年起，e-works 还成功组织了三次赴德国的工业 4.0 考察，一次赴美国的工业
互联网考察，来自汽车、装备、电子、家具等行业的数十家企业的领导参加了考察，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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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评价。
e-works 率先提出制造业信息化第三方咨询服务理念，为制造企业提供信息化咨询、信
息化培训、信息化产品选型及监理、信息化评测等专业服务。e-works 致力于通过深入的研
究，来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体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企业推荐最优化、最佳性
能价格比的解决方案，使企业通过实现信息化，真正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显
著降低成本，获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避免信息化投资的失误，降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
风险。
e-works 已完成了武昌造船厂、东贝集团、万向钱潮、康尼机电、西电集团、长航重工、
沪东重机、株洲电机、宇通汽车、东风康明斯、中集集团、大洋电机、成量股份、沪光电器、
陕汽集团、中航精机、美的厨电、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车天津装备公司等上百家制造企
业的信息化咨询、监理服务，有效地规避了企业实施信息化的风险。
e-works 的优势体现在：


专业 Specialization：对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市场、产业和应用趋势有深刻理解。



专注 Focus：作为中立第三方，专注于制造业信息化服务，不与任何 IT 厂商结盟。



影响力 Impact：中国最权威的制造业信息化网络媒体和服务平台。



资源 Resource：拥有超过 60 万会员，积聚了上千名信息化实战专家。



经验 Experience：具有丰富的制造业信息化知识传播、培训、咨询服务经验。

加盟 e-works VIP 会员，踏上信息化专家成长阶梯！

服务网址：www.e-works.net.cn 联系人：江艳芬、汪群玲 QQ: 308719275
e-mail：jyf@e-works.net.cn

电话：027-87592219/20/21-121

传真：027-87592219/20/21-141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金融港四路 18 号 汇金中心 3B1

支付宝账户：13871170874

以下是银行帐号
户名：武汉制信科技有限公司
行 号：82639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关东工业园支行
帐 号：320200700920000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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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VIP 会员登记表
单位名称
姓
传

部门名称

名

职

真

通信地址

务

电话

E-mail

QQ

邮

MSN

编

e-works 会员昵称（加 e 币）

手机

制造企业

工作岗位

□网络管理员

□IT 项目经理

□信息部门经理

□CIO

□信息安全工程师 □信息化规划师

□PLM 项目经理

□ERP 项目经理

□MES 项目经理

□二次开发工程师

□其他：

信息化厂商
□咨询顾问

□IT 销售经理

科研高等院校：□学生

您关注行
业

□教师

□项目实施顾问

□开发工程师

□其他：

□其他：

□机械装备

□电子与通信 □电气自动化

□食品饮料

□钢铁冶金

□汽车/摩托车

□IT/数码 □建筑建材

□航空航天

□能源电力

□船舶

□仪器仪表

□生物制药

□其它

您的个人
成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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