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PMI(中国)年度大会

互联网+项目管理

林少培 教授

（美）PMI全球项目管理学位验证中心理事
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资深会员
上海交通大学 工程管理研究所

2015年10月25日



“互联网+项目管理”

• 林少陪教授：互联网+与项目管理的冲击与影响

• 王长峰教授：基于钱学森“大成智慧学”的互联网与重大工
程管理

• 王广斌教授：互联网+情景下建设业项目管理创新与变革
思考

• 明新国教授：互联时代的制造模式转型与产品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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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业态发展趋向

“互联网+”
其由来和发展

现代业界管理者必须知晓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使其上升为国家战
略,将使其成为新常态下的经济
增长新引擎。

“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互联
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
经济社会创新推动下的互联网
形态演进。



“互联网+”
它是Digital Revolution 的结果。

“+”意味针对着产业形态；
“+”也意味着实现管理创新；
“+”对项目管理就意味着：

创新业界的经营模式
以互联网信息化优化流程
产业链上下游环节B2B的标准化
实现高效的项目精益管理

因此是每一个业界管理者必备的理念。



“互联网+”

• 互联网应用在对企业的业态流程
（或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
行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改造，使其产业链的上下、前
后环节的标准化、精确化、高效化、
无盈余化和无滞后化，实现其精益
化的无间隙管理。它将带给传统企
业决策方式、业务模式和经营思路
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转变。



“互联网+”
使项目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等的融
合创新，消除单位分割、部门分割、行业
分割、地区分割等孤岛现象，构建项目的
创新生态环境，即为项目管理智能化决策
提供支撑，致使有效地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有效地形成创新链、建设相应的产业链，
有效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竞争中
有效地占领产业制高点。



“互联网+”项目管理的实质

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
自治智能”和“海云端”的监控
与决策平台上
进行实体产业的生产与经营的高
效精益管理。
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



“互联网 +”的实施

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

IT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颠覆性”的

管理理念的转变问题



“互联网 +”

的发展由来



由美国的Digital 
Revolution？到当今的

“互联网 +”

由苹果的乔布斯的

“颠覆性”经营理念
谈起



“互联网 +”

乔布斯现象
的启迪

值得现代管理人才深入思考
的一个案例



A Case Study for Modern Engineers

Professor Lin Shaope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for 
Modern Managers

The phenomena where 
the “INTERNET + ” 
comes from ?



President 
Obama says: he 
changed the 
way each of us 
sees the world... 
obama's
memorial 
speech for steve
jobs



在乔布斯逝世后，奥巴马当天在一份悼词中说，
“他勇于与众不同的思考问题，敢于相信
他可以改变世界，他的天赋和才华也使

他做到这一点，……”

President Obama also says: the world 
has a lost a visionary with the passing
of Apple founder Steve Jobs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重
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并获得
了人类史上最罕见的成就”。
就是：
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
方式。



乔布斯用创新、坚韧、开拓的精神，
打破陈规，靠一种温和而快乐的方
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展现了人类
无尽的创造力，展现了不断追求进
取的精神。他为PC业、电影业、互
联网业、音乐业、通信业等等带来
了颠覆性的创新，带来了最富有冲
击力的变革。



乔布斯于1997年重新执掌苹果后，在短短14年内，
创造了企业经营史上的一个奇迹。

苹果的净利润从1996年亏损10亿美元到2010年达
到了140亿美元。市值达到了约3600亿美元，2011
年8月12日其市值超过了埃克森美孚，成为了全球
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在2012年2月底一举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这一数
字超越了埃克森美孚，并超过了全美零售业市值
总和，而巴菲特经营了40多年的伯克希尔市值约
是1800亿,其市值是巴菲特公司2倍半。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795.shtml


乔布斯现象的启迪

苹果企业在不断创新中成长
美孚石油在不断透支中衰败
苹果总值超过美孚是定局！

结合我国众多的企业
尤其是那些资源垄断性的企业
这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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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他重组人们的

生活

他重组了人们的生活



Nian

A

在中国竟然出现儿童的苹果粉丝



是对于乔布斯的追捧炒作吗？

对于名人的追捧或者对于去世名人的追
捧，往往会容易被人看作是一种炒作。
但对于乔布斯热，特别是在中国，我们
却可以看到更多的积极的意义。
退一步说，“追捧”一代科技创新和现
代商界的奇才总比追捧炒作一个艳丽歌
星或当一个世纪影星的粉丝对当今的中
国社会更有意义吧！



乔布斯现象的启迪-内容

乔布斯领导力的经验
乔布斯的管理经验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我们向乔布斯学什么？



我们向乔布斯

学什么？



我们向乔布斯学什么？

乔布斯用第三产业的思维创办了第
二产业。例如他用服务业心态为用
户搭建一个很大的平台APP store，
这个平台的投入低，但是回报率很
高，乔布斯用第三方服务获得了第
二产业中的巨大利润。他引领了将
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和方向。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 “创新和资金无关，关键是研发管理和创

新机制”。
*   利用iTunes + iPod的组合，苹果开创了

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将硬件、软件
和服务融为一体,把新技术和卓越的商业
模式结合起来。

*  短短3年内，iPod + iTunes组合为苹果
公司创收近100亿美元，几乎占到公司总
收入的一半。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 从1997年到2003年，苹果侧重于产品创新，

而到了2003年以后，由于苹果开始创新商
业模式– iTunes + iPod ；iPhone + App Store，

创造了一个商业史上的奇迹。

* 商业模式创新比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更为
重要。真正的变革绝不局限于技术发明和
商业化，它们的成功在于把新技术和强大
商业模式恰到好处的相结合。

* 在互联网下苹果把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
业模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不仅(被动地)满足用户
需求,更要（主动地）引领用户消费。

* 一句话，乔布斯的创新理念就是用第三产
业的思想落实在第二产业的产品上。在知
识经济下的“产品是广义的，它包括大批
各类功能的实体产品，以及它所衍生的大
批虚拟产品。

* 其主要利润并不是来自于其产品（硬件）
的直接销售，而是来自于其在线网络商店
产品只不过是他新的盈利模式的载体而已。



我们向乔布斯学什么？
即Jobs和苹果提供一项服务平台，而其
它参与选手则在这项服务的基础上进一
步创造各自的产品，实现整个社会资源
的整合。纵观当今知识经济发展的最前
沿，最具价值的产品就是提供一项服务
平台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办大事，
Facebook的成功即属于此类。



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仅

要管理好当前
更要勾画好未来？



“互联网 +”中国的先驱
者和实践者 马云

互联网下产生的阿里巴巴

淘宝 (E-commerce)

支付宝 （E-Cleaning）

“互联网 +实业”（E-Business）

………….



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  苹果王国是用第三产
业的思想落实在第二产业的产品上的王国？

不！
* 苹果王国是一个既非第三产业，又非第二

产业的“不二不三”的崭新的、

颠覆性的产业！
* 这产业有其崭新的理念，独到的风格，无尽的

市场， 无限的生命力!。



结 束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