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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1 年的沉淀与发展，方太厨电在 2017 年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元，
成为国内首家突破百亿的专业厨电企业 ； 过去的一年， 受疫情影响，
行业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行业局势下，方太却营收 120 亿，逆势
增长 10%，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百亿方太业绩快
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看来方太是国内少数将企业文化做到极致的企业。

2008 年， 方太开始实践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西合璧企业管理模式，
形成了“中学明道、 西学优术、 中西合璧、 以道御术”的方太文化体
系。方太的飞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渗透于企业管理方方面面的
企业文化”。

对此， 大成方略携将携手北京财税研究院一同走进方太， 通过深度参
观、方太发展历程、方太文化体系（茅总亲自授课）、“五个一”方法
论等内容传播中国式企业管理智慧， 通过三天三晚的体验营式课程， 为
企业提供可落地的中国式解决方案，助力企业的持续经营与发展。

方太董事长兼
总裁亲身分享

& 答疑解惑

方太 26 年管
理实战体系

掌握一整套方
太文化落地体
系，激发员工

自我成长

方太新总部理
想城、圣贤

堂、产品展馆
参观

企业行动计划
辅导与制定

1. 想突破现状、创新发展的企业 ；
2. 企业董事长、法人代表、创始人及合伙人、二代接班人、各部门负责人等 ；

课程背景

课程亮点

面向群体

问道总裁 实践萃取 文化落地 实地参访 行动计划



课程大纲

方太企业参观

《方太企业发展史 ： 26 年管理实践
萃取》

企业发展篇

《中西合壁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

《文化落地方法与实践》

《文化即业务核心案例解析》

《方太文化》

文化落地篇

《问道解惑》

《视频 ： 企业家精神与传承》

行动计划篇

《优秀企业家实践案例分享》

《企业行动计划辅导与制定》

企业家修炼篇

方太文化体验营

四大模块



12月 12日

15:00-16:00 开营仪式

16:00-17:00 《方太管理体系框架与概要》
创业抉择 ： 面对复杂市场，正确选择赛道 
创新颠覆 ： 面对激烈竞年，驱动产品创新 
专注高端 ： 面对市场诱惑，坚守战略选择 
管理升维 ： 用文化突破产品、用户、员工的管理瓶颈

18:00-19:30
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业务的内在关系 
企业文化落地的核心智慧 
方太中西合璧企业文化的实践成果

《中西合璧的百亿之路》

19:30-21:00 组内共勉

12月 13日

07:00-07:45 晨间活动

14:00-15:30 《中医文化实践》

16:00-16:20 方太员工践行分享

18:30-21:00 五个一践行之启迪心灵

08:00-09:50 方太新总部“理想城”参观
方太新总部理想城、产品体验区、圣贤堂参观

10:00-11:45 《方太文化落地方法与实践》
从墙上落到地上 ： 企业文化落地的关键路径和具体方法 
四个化 ： 用文化凝聚人心，形成组织合力
√关爱感化 ： 如何打造走心的员工关爱＆福利体系？ 
√教育熏化 ： 如何打造员工教育和行为践行体系，提升组织能量？
√才能强化 ： 如何打造企业培训体系，提升组织能力？ 
√制度固化 ： 如何通过制度体系保障文化落地？ 
五个一 ： 员工践行与企业文化落地的重要抓手

16:20-17:20 《文化即业务》
授课主题 ： 如何通过文化促进销售业绩、客户服务、产品品质、
研发创新等业务领域提升的底层逻辑、具体方法、关键举措



12月 15日

12月14日

07:00-07:45 晨间活动

10:00-10:30 拍小组照

14:00-15:40 《优秀企业实践案例分享》

16:00-17:30 五个一行动计划制定

08:00-10:00 《方太文化》
方太企业持续经营之道与文化核心思想 
企业家视角的经营管理思维 
如何通过文化打造无与伦比的顾客体验

18:30-21:00 《企业行动计划辅导与制定》
核心理念 ： 企业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 
顾客层面 ： 文化落地业务的行动计划（创新立美、品质立信 ) 
员工层面 ： 团队建设的行动计划（关爱、教育、培训、制度） 
个人五个一计划制定

10:30-12:30 问道解惑
与茅总现场问答，交流企业经营难题与个人成长方法

07:15-08:00 晨间活动

10:00-11:30 结营仪式

08:10-09:40 《企业家精神与传承》
凝练企业家精神，应对十大传承难题与四大典型烦恼 
从茅理翔创业人生看企业家格局与能量提升



重视以产品创新引领消费潮流，以战略性品牌管理推动企业长远发展。
在战略决策、产品创新、企业文化和卓越绩效模式等方面具有独特理解
和超前意识。 
致力于通过企业管理实践将中华优秀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成果完美结
合，提出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木”的管理方
针，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进行了有益探索。在茅忠群先生的带领下，方
太一直引领并开创着中国厨电行业的发展潮流，牢固树立了“高端厨电
领导者”的形象。

茅忠群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20 世纪 80 年代下海经商，创建飞翔集团，生产电子点火枪， 市场占
有率连续 6 年全球第一，被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他经营管理四
十余年，人生奋斗半个多世纪。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春风下的第一批弄湖
儿，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从企业代加工到打造世
界一流品牌，通过“父子交接 班〞成功实现企业现代管理，被评为“品
牌中国 30 年 30 人”、“中国十大创业领袖终身成就奖”、“中国十
大幸福财富人物”。

茅理翔 方太集团名誉董事长

浙江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设计作品《方太第一台吸油烟机》并命名
方太及品牌形象设计，成为中国工业设计毕业作品成功产业化的首个案
例。1999 年创立瑞德设计，2014 年挂牌新三板，2015 年获“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带领团队成功完成 2000 多个设计项目，为服务
企业实现了 3000 多亿的商业价值。2018 年两会期间，获央视经济半
小时专题报道。2010 年孵化“两平米”开启全实木智慧学习书桌品
类，2019 年孵化“PINKTOP 缤兔”开创全球 美妆冰箱新品类，天猫
销量 NO.1。

李琦  瑞德设计董事长 长江商学院 EMBA 硕士
方太文化修炼营首期班班长 



“方太核机理念 · 基本法则 · 践行体系 · 幸福服务 / 社区 / 厨房”等管
理体系构建的参与者，法国兰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近 30 年的中外
企业管理经验。稔熟生产、研发、销售、营销、企业战略和运营。近
20 年的中华文化修习经验，以“建设伟大企业 · 弘扬中华文化 · 促进
人类大同”为成事之志，以“悟道成圣”为成人之志。

张家浩 方太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 

2006 年人职方太，拥有供应链、销售、服务、人文管理、企业教育等
跨领域业务实战经验，中西合璧方太文化体系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2016 年主导方太学校（企业大学）建设，学校成立 3 年成为全国企业
大学标杆 (TOP20），并立志打造中国特色企业教育新典范。

高旭升 方太学校执行校长 / 太文院院长 

高级工程师，曾参与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基金课题的研究，具有
20 年的技术开发、创新研究及产品设计经验，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发
明了全球净水领域具有颠覆性创新的 NSP 选择性过滤技术，推动方太
在净水机产品的设计、生产、服务、销售全流程的建设，实现了方太在
净水领域产品从 0 到 1 的突破。曾获 2008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2007 年度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刘红星 研发净水产品线总经理 

曾服务于国内多元化控股集团，历任集团企业大学执行院长，汽车产业
上市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参与集团转型战略项目，与 IBM、麦肯锡协同
合作，基于 BLM 模型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及推进。擅长战略项目研讨规
划、体验式学习设计、行动学习引导催化、经验萃取及案例开发、领导
力项日设计及开发、组织能力诊断与赋能、人才发展及辅导等。

户国梁  方太学校领导力研修院执行院长



课程费用
大成方略会员 ： 7800 元
非会员 ： 8800 元
（备注 ： 费用包含课程、参访、资料、用餐、服装，不含交通及住宿）

《走进方太，企业创新破局实战》
报名表

注意事项： 在不可抗力情况下，主办方保留变更课程内容、课程讲师的权利。
在收到此报名表之后会发送报到通知，课程费用一旦支付将不予退还，报名学员
如无法如期出席本次课程，可以由他人代替出席。关于本次课程，如有任何疑问
或需求，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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