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华文教基金会 
“社会回馈是企业运作的一环” 



研华文教基金会介绍 
 1997年成立亍台湾 

 2013年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 

 爱、学习、贡献 

 主题项目 
 产学合作，TiC100大赛 

 “橙色天空”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 

 校园成长营 (inCampus Workshop) 

 CEO管理读书会 

 社会公益 



研华产学合作的内容 

TiC100 

大赛 

橙色天空 

其他合作 课程设置 

专题研究 



 活动的目 

     研华企业社会公民责任承诺 

     产业课题前瞻研究 

     青年人才结缘与培育 
 开展时间 

  自2007年起每年的7月-8月 为期40-50天 
 开展地点（研华各地分公司） 

  北京、上海、西安、昆山 
 面对对象 

 国内高校（理工科系，经管科系为主） 

【橙色天空】缘起 



2014年项目概览 

 课题方向：研华在中国大陆各个区域所面临现实问题 

                        基于公司战略前瞻性思考之课题 

 开放岗位：市场行销\研发\企业运营\市场调研 

 招生数量：北京10人\上海6人\西安3人\A+TC：3人 

 招生对象：研究生、MBA学生，本科大三以上 

 实习周期：2013年7月8日—8月22日 

 实习内容：课题研究+企业实践活动+成果汇报 
 



美满人生 

多元培训 

业师辅导 

跨校合作 

企业课题实战  

• 职涯经验分享(workshop) 

• 能力提升培训（简报技巧） 

• 对对碰：跨部门学习机会 

• 1-2位企业导师/每课题 

• 2-3位同学跨专业的合作
学习 

• 研发类 
• 市场营销类 
• 运营类 

• 研华爱心活动 
• 企业社团活动 

内容规划-多元学习 



多元的培训课程，丰富实习生的实习体验，提升职业素质修养，更为未来的职业
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分享主题 内容概述 

行业认知 深入了解自动化行业背景、未来发展前景 

职涯分享 听资深职业人讲“职场，助力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简报技巧 学习简报制作与呈现技巧，为你的沟通加分 

内容规划-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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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橙色天空-集体活动时间规划 



课题名称  Online target marketing 大数据时代的标靶行销 

  
  
  

课题介绍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Online 与各BUsales之间的合作 & 新客户的开发 & 老客户忠诚度的提高 

大致的方向及策略为何？ 

主要围绕OTM的内容，对AOnline的现有客户按照客户与研华的合作程度进行
清晰的分类， 对不同阶段的客户分别采取不同的接触推广方式来解决上述提
到的问题 
可用的资源为何？ 

在整个实习生的实习期间，会参与marketing的大部分工作，会和各BU的MKT
以及各BU的PSM进行沟通协调，也会综合sales的意见来进行工作 

计划如何引导学生做细部探讨？ 
会按照每个实习生的特点，制定实习期间的课程表，也会结合台北做的培训课
程有计划的参加。在培训的过程中会参与mkt大部分工作的讨论制作过程。通
过OTM项目检验学习的成果以及达成实习的目的 

成果期待 
通过OTM项目，将AOnline触碰到的客户进行更细致的市场细分，获得至少10
个以上的有效商机。 

  专业方向建议：主要以市场营销方面相关的专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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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中国制造业MES市场应用及各模块解决方案剖析 

  
  
  
课题介绍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研华自动化产品如何和MES系统子模块进行较好的结合推广： 
1、各行业MES建设发展情况如何？ 
2、MES子模块竞争对手的方案是什么？优缺点是什么？ 

3、研华方案在MES应用中可以做哪些？有什么不足？ 

4、研华在MES系统中的客户是谁？客户关注什么？如何去行销？ 
5、2012～2014年MES应用中标的SI有哪些？业主有哪些？ 
大致的方向及策略为何？ 
1、行业方向：汽车零配件、食品药品、机械加工、电子/半导体； 
2、解决方案：工业自动化产品的应用，包括边缘扫码、RFID等； 

3、集成商：MES应用的集成商名录，拉出回访调研； 
计划如何引导学生做细部探讨？ 
1、 第一周：制造业信息化发展及知识培训，研华制造业MES解决方案培训及问
题课题抛出，资源利用及调研方式引导； 

2、 第二～六周：按照要解决问题及方向策略进行调研工作，每周进行两次
Review沟通，及MES客户Call Out实际学习总结； 

3、 第七～八周：整合调研情况，形成制造业MES及应用方案剖析报告。 

成果期待 
1、实习生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及信息化方案进行系统地掌握； 

2、分别获取汽车零配件、食品药品、机械加工、电子/半导体行业TOP10 SI、10
个有效客户、5个新商机； 

  专业方向建议：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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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市政供水及污水处理行业自动化系统调研报告 

  
  
  

课题介绍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国内目前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自动化系统应用的行业现状，包括前
10大集成商名称，主要应用方式，控制系统结构及未来发展前景； 

2.   为行业销售筛选行业目标客户，整理行业集成商名单； 
大致的方向及策略为何？ 
1.    市政供水及污水处理行业使用甲方信息整理； 
2.    市政供水及污水处理行业系统集成商信息收集整理； 
3.    通过电话筛选方式，最终确定客户相对准确的信息； 
可用的资源为何？ 
1.    之前整理过的行业客户名单； 
2.    来自展会及行业网站的客户信息； 
计划如何引导学生做细部探讨？ 
1.    第一阶段，第1~2周，安排学生了解水行业背景，行业应用特点和
行业术语； 
2.    第二阶段，第3~6周，安排学生整理行业客户名单并做Call Out，
对客户做初步筛选，期间不断修正学生行业背景知识，电话沟通方式
等问题，总结并印证前2周对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特点的理解； 
3.    第三阶段，第7~8周，完成调研报告。 

成果期待 
完成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调研报告，整理出行业客户名单，确定
研华产品的行业商机。 

  专业方向建议：自动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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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自动化控制系统在物联网智慧农业中扮演的角色 

  
  

 课题介绍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何种产品适合在智慧农业中应用？  
2.       研华产品解决方案的目标客户有哪些 ？ 
3.       研华提供什么资源可以让客户感兴趣，形成联盟？ 
大致的方向及策略为何？ 
1.       农业大棚生产厂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2.       农业大棚系统集成商（打包解决方案） 
3.       农业专家（了解行业生态及国家政策） 
4.       农业传感器生产厂商（农业大棚生产厂商，研华解决方案分享） 
可用的资源为何？ 
1.       行业展会 
2.       参加农业相关协会 
3.       研华市场部平台 
4.       农业联盟  
计划如何引导学生做细部探讨？ 

1.     首先建立农业自动化概念（分出细节作物生长与自动化联系） 

2.     建立农业网络化管理监控概念（物联网） 

成果期待 
1.    研华研发部针对农业产品研发新产品 
2.    研华建立联盟合作伙伴 

  
专业方向建议：农业,基础专业知识与技能：有自动化背景，对农业自动化控
制系统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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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智慧油田在物联网时代开展 

导师人选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课题介绍 

 将物联网科技推广进入油气应用 

大致的方向及策略为何？ 

 科技趋势，以及能为终端客户带来益处 

可用的资源为何？ 

 现有市场报告，网上资源，竞争对手及伙伴产品 

计划如何引导学生做细部探讨？ 

 结合产品开展会议，行销讨论会议，让学生可以融入情景 

成果期待 期末简报，并作为产品开展参考 

实习生要求 专业方向建议：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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