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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改善家始终重视跨界创新的改善，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存在大量的沟通共识协同的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遍寻了全球最优秀的协同
工具，最终我们选择集成开发了改善家项目管理系统
,这对我们的工作成长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在过程之中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创造性的学习和工作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方案 #60:
未来工厂社区的工作方法

当我们和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沟通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共识的空间，在与某跨国企业亚太副总裁及其团队的沟通中
，尽管他是如此创新的人，他仍然跟我说了句：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还是有点烧脑的。
现在的的每个企业每个管理者时间都被切割的鸡零狗碎，时间都很紧迫，大家一见面就恨不得快速做决定快速产生效果，很多会议沟
通其实缺少充分必要的准备，如下图所示：

在与某跨国企业的合作中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对方也很重视翻转课堂的学习方式：他们将基础的知识和理念借助于线上教学，将需要更
高阶的应用、创造、评估、分析的工作交给改善家：

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一起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协同创新的网络，我们可以借助于技术实现分布式沟通和
阶段性的共识，来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实现我们的共同价值。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是由Peter Gloor提出的 在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做研究，我们将之融合到改善家业务之中。

借助于改善家未来工厂社区我们希望与客户及合作伙伴一起在这个创新的充满不确定性挑战的时代环境中分布式的建立共识，更为紧
密的协同创新，共同服务好我们的制造企业客户。

认知 #58: 发起Talk

相关的问题:

关联到 未来工厂 - 方案 #60: 未来工厂社区的工作方法 Optimize:供应链 二月 02, 2022 二月 28, 2022

关联到 未来工厂 - 方案 #67: 建立企业级未来工厂社区 Define:研发 一月 27, 2022

关联到 未来工厂 - 场景 #218: 国资委：数字化企业的新型能力赋能机制 Define:研发 十二月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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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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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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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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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到 方案 #60: 未来工厂社区的工作方法 已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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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已更新。

#6 - 一月 28, 2022 12:17 下午 - 未来工厂rick

- 跟踪 从 认知 变更为 史诗

- 状态 从 Optimize:供应链 变更为 Develop:生产

- % 完成 被设置为 0

#7 - 一月 28, 2022 02:23 下午 - 未来工厂rick

- 目标版本 从 动态降本增收魔方 变更为 仓储库存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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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到 方案 #67: 建立企业级未来工厂社区 已添加

#9 - 二月 27, 2022 06:47 下午 - 未来工厂rick

- Sprint 被设置为 工时降本 (1月19日 - 2月28日)

#10 - 十二月 28, 2022 12:10 下午 - 未来工厂Alice

- 标签 从 official 变更为 faq

#11 - 十二月 29, 2022 07:46 下午 - 未来工厂Alice

- 关联到 场景 #218: 国资委：数字化企业的新型能力赋能机制 已添加

#12 - 十二月 29, 2022 07:46 下午 - 未来工厂Alice

- 目标版本 从 仓储库存改善 变更为 未来工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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