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迭代与变革的时代，把握现在，布局未来，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关键。

《企业落地方案特训营》是根据时代发展，企业成长需求，研发

的帮助企业解决核心管理的体系建设课程，是集“讲课+培训+训练+

咨询”的培训 4.0 方案。在每一个模块中，企业核心层和主讲老师、

小组教练共同参与，梳理出适合自己企业的各个模块的解决方案和执

行手册。

本训练营聚焦于制造业和环保业，关注于企业发展周期的核心管

理，围绕产业变革发展、管理体系升级、科技路径创新，直面企业发

展中的痛点、难点、创新点；直接给与方法、路径、执行系统；并推

动建设高效的职业化团队。

 专题一：制度&团队

【训练题目】

《健全管理制度工作流程 打造职业化高绩效团队》

【训练引言】

创建高绩效的企业是每一位企业家的梦想和目标。

要成为高绩效企业，在正确的战略决策前提下，企业要建立一整

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在企业里，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需要管理团队共同制订、遵守执

行。所以，构建企业顶层设计，打造管理人才梯队，提升全体人员职

《企业落地方案特训营》

——咨询顾问界的一场革命



业素质，制定符合自己企业的制度和流程，是企业的关键。

【训练流程】

训练前——主讲老师和企业核心领导单独沟通调研诉求；

训练中——主讲老师，小组教练，企业共同探讨；

训练后——指导落地执行。

【训练目的】

事：针对企业各部门的当下困难，挖掘企业潜在问题，确定企业

应建立和建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学习并掌握解决问题的操作方

法。

人：在训练中发现企业核心管理层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解析

核心团队的工作卡点：“观念”“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等因

素，并给予成长路径。

 系统性的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指引核心管理团队将系统管理工具落地实施；

 培养核心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带领部门成长的指导能力；

 提升管理团队职业生涯发展追求，从完成工作到爱岗敬业，再到

与企业共同追求事业发展；

 确定企业批量培养人才的路径。

【训练结果】

 完成 4-6 套管理制度或工作流程；

 每套文件中有四个子文件：管理制度的观念文件和操作文件，工



作流程的观念文件和操作文件；

 根据培训内容和培训结果，指导参训单位形成《管理制度与工作

流程报告》。

【研发、训练团队】

程社明博士+助教+小组教练

程社明

管理学博士，管理学教授，心理学博

士研究生。CMC 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 ACHE 催眠治疗师；

英国 CBH 认知行为催眠治疗师。

1997 年完成博士论文《职业生涯开发

与管理》；创建中法合资企业，担任董事、

总经理，因优秀业绩受到法国总统希拉克接见和鼓励。从 2000 年起，

开始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天津大学等高校

讲授管理学课程。

【训练时间】4 天 3晚，共 37 小时

【参加对象】老板带队，各部门核心管理者参加

【参训人数】每组 6～8人；不超过 10组

【训练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分组看板讨论，演讲训练及比赛，

总结培训收获。



【训练费用】早鸟价 5 万元/一组

【备注说明】课程设立奖项：团队前三名；个人前 10名。

 专题二：营销

【训练题目】

《大客户营销特训营》

【训练背景】

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见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反复的交汇点，我国作

为世界制造大国，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

国的制造业和环保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将迎来更多的市

场机遇。

如何以营销视角优化企业竞争力，助力企业升级？

如何将营销体系标准化规范化？

如何识别以及开拓大客户？

如何优化大客户分级和管理？

……

以上的思考和行动需要系统的梳理，刘春华老师的《大客户营销

特训营》将为您一一解答。

这是一门让你思想顿悟、行动笃定的“思行合一”的课；更是一

门让你茅塞顿开、春风化雨的“知行合一”的课；

这是一门落地实操的大客户营销课程，更是一场封闭又开放的特

训营。



带着您的问题来，带着解决问题的答案走。

【授课导师】

刘春华

“政学研企”四体合一的实战派和

理论派相结合的管理专家。

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

16所高校的 EMBA 课程教授。原海尔空调

营销总监，原帅康集团常务副总裁；青

岛市国资委独立董事。中国营销界最高奖项——“营销金鼎奖”获得

者；中国品牌界最高奖项——“太阳花奖”获得者。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栏目 BOSS 团成员；CCTV《经济信息联播》

专家团成员。2019-2020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经管类畅销书《华为营销

基本法》作者；新书《营销拐点突围》；《学得会的海尔人单合一管理

模式》即将出版。

【授课风格】

内容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做到了六有原则：有序，有理，有料，

有趣，有文，有情。

风格严厉犀利，风趣幽默，创意迸发，语出妙语，口吐莲花，即

兴剖析。

听过课的企业家曾送对联：“醍醐灌顶不虚传，顿悟豁开真功夫”。



【训练结果】

 萃取《企业沟通模型》一份；

 《大客户分级及管理方法》工作手册一份；

 让企业的营销体系规范化标准化，营销体系做到可复制，可传承。

【课程设置】

主 题 课程要点

第一天白天

大客户营销 8大要点

1、产品策略（方案矩阵）

2、价格策略

3、渠道策略(大客户开拓、大客户识别

与沟通技巧)

4、促销策略（样板市场与利基市场）

5、战略策略（纵向一体化战略）

6、客户策略（大客户分级与升级）

7、品牌策略（白牌模式与小众模式）

8、服务策略（120 法则）

第一天晚上

大客户识别与沟通技巧

1、如何识别大客户

2、大客户的四个分类

3、不同客户的沟通技巧

4、“五话合一”沟通法

5、形成企业的沟通话术

成果交付：《企业沟通模型》



第二天

大客户开拓与管理升级

1、基于订单的大客户分类

2、大客户管理的七步法

3、大客户开拓的 2557 法则

4、大客户的升级和发展

5、市场口碑的形成和客户优化

成果交付：

《大客户分级及管理方法》（企业大客户分级与管理规定）

【训练收获】

 大客户营销升级的方法和行动：从 8 个营销策略中抽离出企业最

应该关注的两个策略：大客户沟通和大客户管理，让这两个知识

点变为具体的行动，做到：认知、方法和行动的合一。

 企业大客户沟通方法：从大客户开拓到大客户识别及沟通技巧，

整理出一套标准化实操工具，让企业的营销体系更加规范，可复

制可传承，如《企业沟通话术》等。

 企业大客户管理方法： 让企业的客户体系管理更加完善有序，

形成市场口碑和客户优化的闭环效应。学习到的方法有客户管理

七步法、2557 法则等，并现场形成《大客户分级及管理方法》。

 企业人才结构赋能：赋能企业所需的业务型和技术型的复合人才，

实现企业的人力职业成熟度的提升。

【训练时间】2 天 1晚

【参加对象】企业核心领导带领市场、营销、销售、生产、研发、技



术、客服、人力资源等部门核心人员参加

【参训人数】每组 6～8人；不超过 10组

【训练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总结分享，指导完善。

【训练费用】早鸟价 3 万元/一组

【备注说明】课程设立奖项：团队前三名；个人前 10名。

 专题三：薪酬绩效

【训练题目】

《薪酬激励与绩效管理实战训练营》

【课程背景】

一、关于薪酬管理，您是否遇到过以下问题

1.不知如何设计简单有效的薪酬体系，使企业业绩倍增？

2.薪酬体系激励性不足，干好干坏一个样；

3.薪酬体系与公司目标脱节，公司目标没完成，但是员工工资奖

金还涨了；

4.不知薪酬有多少种类型，如何针对不同层级岗位设计薪酬类型；

5.不知薪酬结构如何划分；

6.不知薪酬、工资、奖金、绩效、补贴到底如何有何不同；

7.不知如何做岗位评价；

8.不知薪酬曲线如何设计；



9.不知中位值、极差、带宽、档差是什么意思，如何设计；

10.不知如何进行薪酬测算；

11.不知如何进行薪酬调整；

12．不知薪酬与绩效如何关联；

13.不知分子公司薪酬总额如何确定；

……

二、关于绩效管理，您是否遇到过以下问题

1.企业为什么要进行绩效管理？

2.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有何区别？

3.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有何区别？

4.为什么大部分企业绩效考核效果不好，事与愿违？

5.如何对部门和员工进行绩效考核？

6.绩效指标怎么确定？应该设置几个？

7.什么是 KPI、PPI、BPI？

8.常用的绩效管理方法有哪些？

9.管理人员如何有效运用绩效管理工具提升业绩、提高下属员工

能力？

10.绩效考核结果如何应用？

11.为什么要进行绩效面谈？如何运用？

12.什么是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如何建立？

……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薪酬激励实战训练营

(一) 引言：企业如何突破人才困境

1．薪酬激励机制不同导致员工业绩差异有多大？

2．人才的重要性&人才困境

3．HR 管理三层境界

(二) 基于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1．SOPP——基于战略的企业管理

2．基于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3．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

4．什么是人力资本开发？

5．人力资源管理理论：X 理论、Y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

6．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模块

(三) 薪酬激励体系设计方法

1．企业价值链管理

2．广义薪酬内容

3．薪酬的类型及结构

4．薪酬构成名词解释

5．薪酬设计模型—3P模型

6．薪酬体系设计主要解决三个公平问题

7．薪酬体系设计流程

8．如何做工作分析

9．如何做岗位评价



10．薪酬等级的确认

11．薪酬级别划分经验参考

12．通过岗位评价得到职位矩阵

13．薪酬报告术语释义

14．如何调研外部市场薪酬数据

15．如何制定企业薪酬策略

16．外部市场薪酬数据如何在企业薪酬体系设计中应用

17．如何确认薪酬区间中位值

18．如何根据职位价值及薪酬定位策略，设计薪酬参数

19．如何确认带宽（薪酬区间幅度）

20．如何设计薪酬曲线

21．如何将每一级的宽带薪酬进行分档，体现员工个体差异及绩

效好坏

22．如何制定初次入档规则

23．如何按照规则入档

24．入档后，如何根据员工绩效考核结果涨薪或降薪

25．红圈、绿圈如何处理

26．如何确定薪酬结构

27．如何根据职位贡献和业务特点明确不同职位绩效工资比例

28．如何设计薪酬表

29．如何进行薪酬测算

30．如何确定薪酬总额



31．如何设计合理的福利体系

(四) 薪酬激励体系案例解析

 第二部分：绩效管理实战训练营

(一) 为什么要建立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

1．企业各种现象

2．没有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体系，员工积极性无法调动，甚至

出现“逆淘汰”

3．绩效管理的困惑与难题（一）：不能量化考核，流于形式

4．绩效管理的困惑与难题（二）：无法落实责任

5．绩效管理的困惑与难题（三）：操作太复杂

6．绩效管理的困惑与难题（四）：做得多错得多

7．绩效管理的困惑与难题（五）：希望绩效管理能解决所有的管

理问题

8．解决办法--建立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

(二) 什么是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

1．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需要“七定”，是系统工程

2．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价值链管理，而绩效管理体系就是为了解

决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问题

3．为什么绝大部分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不能科学、准确的评价

员工的绩效

4．什么是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

5．集团中长期战略规划制定后，要分解到年度经营计划



6．制定战略目标和分解年度经营计划需要几上几下

7．战略目标和年度经营计划制定后，还需要层层分解，做到人

人身上有指标

8．战略、目标、计划制定后，还需要绩效管理体系加以监控，

否则战略无法落地

9．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的区别

10．什么是绩效

11．什么是绩效管理

12．什么是绩效管理体系

13．绩效管理与传统绩效考核的区别

14．有关绩效考核的术语解释

15．考核维度：从三个维度对影响绩效的因素进行评价

16．绩效考核的内容

17．考核周期：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

18．常用的绩效考核方法（一）360 度考核

19．常用的绩效考核方法（二）BSC 平衡计分卡

（三）如何建立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

1．基于战略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整体思路

2．KPI、PPI、BPI 说明

3．建立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流程

4．目标与组织绩效指标（KPI）可按照平衡记分卡（BSC）的四

个维度分解



5．案例：碧桂园基于战略的组织绩效管理体系

6．案例：万科区域公司组织绩效考核指标

7．案例：龙湖组织绩效考核指标

8．案例：华润大区组织绩效考核指标

9．案例：万科、龙湖、华润组织绩效考核体系比较

10．最终形成集团 KPI 指标库，在考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使用

11．PPI 指标，依据集团年度经营计划，分解至部门（下属公司）

12．指标不是越多越好，通常每个考核周期不超过 10个指标

13．在组织绩效指标及权重等确定后，应该签署业绩合同或绩效

考核表

14．个人绩效考核指标除了分解后的 KPI 及 PPI 以外，还有 BPI

指标，从能力和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15．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要有效结合

16．示例：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17．各级管理人员要及时对下属的业绩进行跟踪，防止业绩出现

较大偏差

18．绩效考核后，要将考核结果与绩效等级相对应

19．绩效面谈步骤及注意事项

20．绩效考核结果应用

21．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总结



【训练收获：现场设计】

学员根据自身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讲师讲授的方法、工具和案例，

为自身企业设计薪酬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

【授课老师】

梁源峰

清华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百强

讲师。从 2006 年起就为众多央企、大型

国企、股份公司、外企、私企设计薪酬管

理及绩效管理体系，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同时也为上万名企业家及企业中高级管

理人员做过培训，具有丰富的授课经验。

梁源峰老师此次精心打造《薪酬激励与绩效管理实战训练营》，

目的是为企业培养更多懂战略、懂运营、懂薪酬、懂绩效的高层次人

才，企业家以及管理者，无论是否学过 HR、干过 HR，都能找到打开

员工潜能大门的钥匙，使企业业绩倍增！

【培训时间】2 天 1晚

【参加对象】企业核心层

【参训人数】2 人

【训练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答疑解惑，现场指导。

【训练费用】2 万元/2 人



 专题四：合伙&股权

【主讲题目】

《合伙人制度》

【课程背景】

设计顶层结构；有效激励而不失控制权。

【课程收益】

1．掌握不同合伙类型的操作方法和规则；

2．掌握合伙人的选拔、出资、分钱、退出机制；

3．掌握控制权设计方法；

4．掌握出工不出力、出工又出力等不同贡献的平衡方法；

5．掌握企业顶层设计；

6．掌握合伙激励机制、分配机制、约束机制、淘汰机制；

7．掌握合伙过程中的财税规范和筹划方法；

8、预防合伙法律风险。

【课程特色】

权威性：本课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认证，内容均为原

创。

系统性：四大课程模块，独创上接顶层设计、下接机制设计、横跨

财税法律、对接资本运作、打造合伙精神的合伙人制度五维落地模型。

实操性：主讲老师具有近 20年多岗位工作实践经验，课程内容基于

上百家咨询项目实际操作总结而来，内容易操作。

http://www.baidu.com/link?url=JP2LD6TlmL9lr6PvGprF1kVZkn1DD4P1VYFp30cNkCECFG0SH-QOhVIZeS8Pku2I
http://trust.baidu.com/vstar/official/intro?type=gw


【课程内容】

主 题 课程要点

第一模块

合伙顶层设计

1、顶层设计包含哪些？

2、股权架构如何优化？

3、控制权如何设计？

第二模块

合伙制度设计

1、合伙类型选择：虚拟合伙、股东合伙、事

业合伙、生态链合伙

2、公司如何估值？

3、合伙人如何选拔？

4、合伙人如何出资？

5、合伙人如何分红？

6、合伙人如何退出？

第三模块

合伙财税筹划

1、税收洼地的 3 种模式

2、股权转让的 4 种筹划策略

3、老板从公司拿钱的 5 种办法

第四模块

合伙风险预防

1、股东纠纷有哪些堵心的事，如何化解？

2、公司章程、合伙协议有哪些坑，如何绕行？

3、投资协议有哪些雷，如何规避？



【授课老师】

郑指梁

畅销书《合伙人制度》作者；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北京大学等高校总裁班客座教授；曾

任中国民营 500 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

具有近 20 年的财务、税务、投行、

资本运作等从业经验，熟悉跨国公司与民营企业的管理规律与特点。

熟悉财务税务、资本运作、股权激励、收购兼并。曾参与并主导

多家企业的 IPO 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工作。

【培训时间】2 天 1晚

【参加对象】企业核心层

【参训人数】2 人

【训练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答疑解惑，现场指导。

【训练费用】2 万元/一组

 专题五： 科技

【训练题目】

《科技——核心竞争力升级》



【课程背景】

20年一遇的科技创新时代红利已现，创业板/科创板的登板规则

与疫情时代高速崛起的科技明星企业案例告诉我们，科技创新成为了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资本关注热点。本课程通过 48 小时集训的方式，

模拟演练、诊断与辅导，助力科技企业重启核心力，提升公司可投资

价值。

【预期收获】

核心科技产品升级能力

专利战略布局能力

科技研发生态搭建能力

【训练形式】

问题现场诊断+专利布局+产品升级方案+产学研方案

【课程内容】

课程时间 课程要点

第一天上午
1、企业科技竞争力初级诊断：挖掘问题

2、产品力升级：实战案例+跨界融合设计方法

第一天下午
1、企业科技竞争力高阶诊断：核心问题分析

2、科技金融战略融合

第一天晚上
重启核心：

以全天学习工具，探索核心力升级之路



第二天上午

1、七个维度升级高价值专利的工具演示

2、公司原有专利技术的挖掘

3、正在研发产品的战略保护战术

4、同类竞争对手的专利制衡与共生融合战术

5、跨界专利获利战术

第二天下午

1、7-center 战术集群：快速提升研发效率与

大幅度降低创新成本；以三创四新的战术实现

企业市场竞争力与市值提升；

2、量身定制：科技产品升级战术；专利战略

布局战术；7-center 实施战略；三位一体方案

模拟实战与辅导。

【授课老师】

邹强 博士

历任多家著名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

战略官、多地政府科技顾问、金融机构产

业投资顾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科技产业战略机遇分析授课专家、北

京大学科技园（天津）7-center（科技助

力企业 IPO）主任。

天津大学宣怀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天津市物联网与工业4.0

研究院院长、天津电视台《财富+》节目长期嘉宾（关注产业投资机



遇分析）。

擅长：

企业核心竞争力升级：专利战略多维布局实战；

助力 IPO：三创四新，科技与金融战略战术创新融合；

产品研发：多专业跨界融合，助力产品场景力升级。

【训练时间】2 天 1晚

【参加对象】制造业企业核心团队

【参训人数】每组 6～8人；不超过 10组

【训练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总结分享，指导完善。

【训练费用】2 万元/一组

直面五个模块问题，给予企业可执行方案。

以工业制造业、环保业企业为主，组建大产业企业集群，推动

互相交流合作。

选择报名参加四个模块，早鸟优惠价 10 万元，并赠送企业 1

名核心人员“数字碳中和管理师”或“数字碳中和工程师”课程，考

试合格获得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的《数字碳中和工程师岗位能力

评价证书》（中级）或《数字碳中和管理师岗位能力评价证书》（中级），

人才信息进入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数据库”。可登录

工业和信息化人才评价系统(https://pj.miitec.cn/index/)查询证

书信息。

https://pj


 联系方式：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联系人：叶伟莹 13560020640（手机微信同号）

办公电话：020-83555193 邮箱:191101688@qq.com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65号华宇大厦 7K室

 缴费方式：

培训费用按模块定价收取，企业可自主选择合适的模块，一次性

选取四个模块课程可享受早鸟打包价 10万元/个企业（含培训、资料、

证书等费用，其他食宿交通费用自理）。培训费请提前通过银行汇款，

账号信息：

收款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天大北洋教育培训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临港经济区支行

银行账号：12001679100052504507

培训费根据实际培训费金额可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

发票，普通发票请填写 “付款单位名称”和“付款单位纳税人识别

号”，专用发票则需要填写代开增值税发票申请表全部信息。



附件 1：

《企业落地方案特训营》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报名模块

模块一：制度&团队（早鸟价 5 万）

模块二：营销（早鸟价 3 万） 模块三：薪酬绩效（2 万）

模块四：合伙&股权（2万） 模块五：科技（2万）

（注：一次性选取四大模块课程可享早鸟打包价 10万/个企业）

费用合计

参训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备注

是否住宿：否 是 间双床房 间大床房

广州万富希尔顿酒店参考价格 580 元/晚·间（含双早）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注：此表复印有效。请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前发送到 191101688@qq.com



附件 2：

代开增值税发票申请表（□普票 □专票）

付款单位名称

付款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付款单位地址、电话

付款单位开户银行、帐号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企业落地方案特训营》培训费

金 额

收款单位名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大北洋教育培训中心

注：1、发票一经开出，无法更换，请确保表格的信息准确；

2、开票资料里不要有空格，逗号及其他符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