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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背景00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集团”）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50亿元，是一家集地质勘查、矿山开发、化工冶炼、商贸物流、房地产开发为一

体的综合型、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管理总部位于北京，拥有含A股上市公司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城矿业”“上市公司”）在内的50余家下属分子公司，国内现有及

拟开展业务遍及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内蒙古、甘肃、四川、安徽、新疆、西藏、湖北、云南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员工总数超过6000人。

集团目前自主拥有并运营的矿山共16座。采矿权范围内各类矿石（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资源储量18.12亿吨，其中铅锌等金属量合计约

405万吨；探矿权范围内资源储量1.35亿吨。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国城集团总资产规模207.07亿元。



企业背景00



演讲主题00

数据能否成为企业运营核心焦点？

不能— 企业数据问题，存在很多痛点，很多时候难以应用于运营

能 — 企业数字化进程的趋势, 数据反映运营，数据指导运营，数
据驱动运营变革（发现运营问题、量化考核、精细化管理....）

数据问题

围绕“业务痛点” 建模，筛选和展现数据，挖掘数据价值
通过“业务建模”解决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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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数据：问题与挑战



问题挑战一

 较多线下数据、孤立数据，缺少模板、规范，随意性强。

 利用线下数据进行管理效率低、准确性差、片面性强。

如大量的数据藏匿于线下表格、设备单体、孤立的系统中，

难以有效、准确的被传递。

生产企业常面临的数据问题与挑战01

线下数据



在各个业务领域，通过使用信息化系
统逐步沉淀了数据库，但数据杂而广、无
重点呈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以矿业行业为例，很多企业虽根据政
策要求上线了自动化/监测系统，如井下六
大系统、视频监控、能源监控、尾矿库检
测等系统，也累积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
数据没有被系统性、综合性的梳理、分析、
应用，成为“躺尸”，仅仅只是数据，未
能有更高的价值体现。

以生产经营数据为例，若我们事无巨
细，可能需要建立庞大的报表、指标体系，
但是否毫无遗漏建立完成了，便可以发挥
管理价值？报表是不是越多越好？

01 生产企业常面临的数据问题与挑战

问题挑战二 已上线但未发挥价值



01

问题挑战三

生产企业常面临的数据问题与挑战

从数据层面，数据类型繁多，未被整合、利用，难以支撑企业生产经营。

地形数据、设备数据、生产数据、ERP（财务、供应链等）、视频数据、六大系统数据、计量数据等如何有效统一，
为经营管理服务？

越来越多的数据类型，如何整合？



PART 02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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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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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02 要解决数据的问题，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

想想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业

务层面的问题？

发现业务痛点，通过业务建模解

决管理问题，挖掘数据价值，实

现组织数字化能力的提升

依赖内部业务部门和IT部门的

通力合作

如何让老板觉得花钱搞数据是

“划算的”

“数据”问题的核心是业务问题，应该从管理痛点出发，“通过业务建模去挖掘数据价值”，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规划
建设信息化系统。



解决方案02

通过业务建模，梳理数据结构
通过业务建模，细化数据来源
通过业务建模，展示数据结果
通过业务模型，串联核心数据

数据不在于多，
在于如何匹配痛点，让数据有价值
在于能围绕主题发挥价值

如何有效占领“心智”数据？



PART 03
案例分享



标题文本预设1. 需求分析

案例分享03

案例1——金属平衡业务建模

矿山的生产经营管理，涉及全流程的施工队管理、生产质量、跑冒滴漏的管控、仓储管控、质检管

控、销售管控（取样、制样、化验、检斤、结算）等等复杂环节。

此时，我们往往强调各个环节的制度，部署各个环节的管控人员，来实现管控业务，管控数据。

但在复杂的管理环境前，人与制度两项工具，都显得尤为吃力。何况很多管理者是站在本位立场，很

难站在全局去协同，从系统角度进行管理与分析。金属平衡成了一项各自为战、复杂、专业难以真正

落地的工作。

在这里，本质的需求与痛点是：保证“金属量”在工艺环节的的最少流失、最大量产出与销售。



首先，梳理金属流入与流出的业务逻辑，并推

倒关键管控环节。

2. 化繁为简的业务建模

案例分享03

案例1——金属平衡业务建模

100MT

85MT

84MT

83MT

15MT

1MT



2. 化繁为简的业务建模

案例分享03

其次，结合工艺流程，进行展示与数据抓取。左

边为金属流入，右边为两个支路的金属流出，数

据与工艺流程展示相结合。

案例1——金属平衡业务建模



再次，层层穿透，搭建基础报表体系。

案例分享03

生产报表（每日、每班入）——计量、化验 入库报表（每日出——入库）

销售日报（每日销售） 过磅日报（每日过磅）

案例1——金属平衡业务建模



案例分享03

3. 落地价值

（1）化繁为简，将复杂的金属平衡，简化为工艺流+金属加减模型。

（2）效率提升，自动通过基础表格实现金属平衡核心数据自动计算

（3）引导分析、发现管理异常

案例1——金属平衡业务建模



案例分析03

案例2——经营分析业务建模

以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月度经营分析为例，在引入数字化系统以前，组织声势浩大的月度经营分

析会，各公司宣读十几页的word经营分析报告，事无巨细，各公司描述的重点方式各有差异，模

板各有发挥。数据、信息以各自发挥、无重点的方式呈现，看似很有管理行为，其实效果并不佳，

很容易陷入管理大于经营的陷阱。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进行经营分析？
需求分析



这是让管理简单、上下协同的关键之一。通过上下

统一的数字化报表、模板，集团总部与子公司、横向各

部门建立统一的模板、指标口径，消除信息差、管理内

耗，形成统一的经营评价标准。

为什么军事化管理简单、效率高、执行力强？因为

军队里评价标准简单、统一，谁的站姿不正确一目了然。

上下使用同一标准评价经营，切勿各选角
度、各执一词

案例分析03

经营分析需要回答以下关键问题：

公司的利润怎么样？现金流如何？销售情况怎么样，

是否跑赢市场？生产指标怎么样？生产稳定性怎么样？

各项成本是否异常？

不是汇报、分析的指标越多越好，先抓树干，再抓

树枝，而不是什么都关注，又抓不住重点。

聚焦核心指标，了解经营结果

明确“标尺”，与计划对比，环比，同比，用“标

尺”反应异常，针对异常再逐层剖析。

例外管理、关注指标异常

这可能是个隐性需求，容易被忽略。但是如果经营数

据仅局限于经营分析会，没有很好的传递性、追溯性、

互动性，可能开完会，很多数据便石沉大海。

数据便于传递，便于互动

需求分析

案例2——经营分析业务建模



案例分析03

首先，围绕核心指标，建立“树干”与“树枝”。利润、现金流、销售、生产核心指标、成本都为展示

层，其他指标为穿透层报表，这其实是“自上而下、先树干再树枝”的建模过程。下一步，便是围绕核

心指标搭建穿透表、基础表，实现数据源抽取，实现数据有据可依、自动收集、自动汇总。

从树干到树枝，那么每一个枝叶都是围绕一个目标生成的，自然能体现出数据的价值。

自上而下的

业务建模方式

案例2——经营分析业务建模



案例分析03

其次，通过抓取计划值，环比，同比，明确每
个指标的评价“标尺”。

最终，利用便捷的报表平台，实现报表的填报格式化、
分析模板化、展示直观化、异常明显化，通过自动推
送微信方便传递与互动。

营业收入、利润、销售价格、回收率、生产稳定性、入选品位、成本。

案例2——经营分析业务建模



案例分析03

管理聚焦，提升效率，告别“管理＞经营”
落地价值

上下统一管理评价标准，告别争执、
管理内耗。

一旦业务建模完成，运营管理部门实
现“工具升级，人员降级”

经营分析不依赖于多位“资深专家”人工盯数

据、靠经验分析数据，普通员工也能以数据模型，

发现指标异常，初步进行经营分析。

案例2——经营分析业务建模



需求分析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需要综合管控平台，来集成地形数据、设备数据、生产数据、

ERP（财务、供应链等）、视频数据、六大系统数据、计量数据

等，实现消除距离、消除信息不对等、消除偏见、激活现有系统

数据。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业务建模

筛选核心系统，综合展示

报表数据、生产

数据、ERP（财

务、供应链等）、

地形数据、设备

数据、视频数据、

能源电表数据、

人员定位、资源

数据、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业务建模

数据梳理，综合、重点展示

结合系统，对人员位置、

资源分布情况等重点数据

进行可视化展示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业务建模

透明工艺展示

车间漫游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业务建模

设备数据展示

鼠标移动至相关设备，可

对厂家、参数、运行情况

等各项数据进行展示；

进入设备，可对设备工艺

流程进行三维可视化。



企业运营管理三维平台数

字化展示，提升企业形象

案例分析03

案例3——综合建模发挥现有信息化系统作用

落地价值

解决信息孤岛，数据重新整合、
利用，激活现有系统价值

解决问题：

按政策要求上系统，数据展示没与管理需求融合——系统建设

的浪费；

系统为“信息孤岛”——难以调用、查看

总部与工厂，工厂办公室与现场的距离等——“信息不对等”

矿业行业“粗放”、“落后”——传统印象造成的“信息不对

等”



PART 04
经验总结



总结

业务建模与数据价值

业务建模 解决问题 输出系统

金属平衡

确保企业核心资产不流失，数据暴露管理问题，

促进生产结算、计量、质检、仓储、销售等环节

的管理提升

金属平衡管理系统

经营分析
数据根据管理要求来系统呈现，

实现高效、简单的运营分析
数字化运营报表a pp

综合管控

展示分析

消除距离、消除信息不对等、消除偏见、激活现

有系统数据。
三维管控平台

模拟利润、现金流分

析建模

用 “管理会计 ”另一个维度呈现财务数据，真正反

映企业经营现状



总结

数据问题的核心在于业务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

（1）通过业务建模，来层层挖掘数据

（2）通过业务建模，指导信息化系统建设。通过层层挖掘数据，发现核心数据的薄弱环节，以消除

薄弱环节为目标建设信息化系统

（3）如何选择数据信息化系统单位？应该是要有业务底蕴的团队，否则再好的工具也发挥不了价值

（4）业务建模，也可以是对业务管理的重塑，通过数字化模式重塑业务管理，这个过程正是企业数

字化管理的提升过程。解决了数据问题，也同时解决了管理问题。



共享
作为有色金属矿山行业，我们也要继续通过业务建模，解决更多的数据问题，包括采掘管理、基建管理、权证管

理、销售管理、人力管理、财务管理等等，欢迎同行或有相关经验的同僚们一起交流，我们也会不定期把一些经验总

结分享在公众号上，欢迎大家围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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