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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人力资源规划与绩效管理总裁班

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课程背景】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管理与团队建设已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因素，它如同市

场拓展、产品研发、资金运作一样重要。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员工的管理提出全面

的挑战，对人员招聘、薪酬设计、绩效考核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员工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困难、最复杂的环节。怎样用好人，这一企业最昂贵

的资源永远是企业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长久以来，非人力资源经理（直线经理）往

往因为对人力资源管理认识不清，造成人员流失、考核不公，影响企业的整体发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的用人成本越来越高，而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

2. 新任的经理人虽然专业业务熟练，但如何进行团队建设和人员管理并不擅长

3. 人员流动可能不是因为薪酬制度，往往起因于用人部门的管理方法

4. 中层经理人在招聘、薪酬设计、绩效考核、规章制度仍沿用过去的思路，导致公司官

司缠身

5. 中层经理人不善于考核、激励、培养下属，造成员工选择公司，离开企业

6. 公司不断地推出新的人事政策，经理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落实，导致制度政策流产矢

折

针对以上问题，具有企业多年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周潮女士与我们一同分

享《高效经理人人才管理与团队建设实战技能提升》的精彩课程，帮助经理人重新审视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与职责、基本技能和方法以及实战应用，有效

地提高经理人的全方位管理水平，铸造高绩效工作团队。

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证明，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是优秀经理人必备的素质！

据统计，如果各中导管理人员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企业的综合效益

将提高 30-40％！

【课程收益】

1、 让每位经理人明白：任何一位经理要管事+人，要让自己成为管人的专家！

2、 让每位经理人明确：育人与完成工作业务对于任何一位经理来讲同等重要！

3、 让每位经理人掌握：选人、用人、育人、留人、减人的技术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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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让每位经理人配合：战略的落地与目标管理的具体操作，让组织与团队及个人的

绩效都得到提升！

【训练特色】

 独创从理念到方法、行动上启发学员积极思考与互动，理论清晰化的同时，注重实

用效果；

 以丰富的案例贯穿知识点，运用直观的图表，布置由浅入深的当场练习，利于学员

当场吸收与应用；

 讲授生动详实，穿插管理故事和游戏，使学员获得管理的启发，提升管理技能，轻

松又有收获；

 本课程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理论为导向，课程中设计相当数量的案例剖析和学员互

动，促进学员建立新的人力资源观念，确保其所学能直接用于现实的管理操作。

开课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18 年 3 月 24（周六，全天），上午 8：30 报到。

（二）地点：镇海九龙山庄 - 国家人防教育基地，位于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

环湖路 168 号九龙湖旅游区内。

参加人员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总监及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希望通过修炼

HR 规划来提升自己管理绩效团队管理者。仅限 50 席。

【课程大纲】

模块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及管理者角色定位

1、什么是管理？什么是企业管理？什么是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

2、什么是人才管理 ？人才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区别，人才管理的基本功能-知名企

业的人才观介绍

3、中国 HR的普遍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4、国内外知名企业的 HR管理经典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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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十年 HR将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6、管理者的基本任务及管理者应具备的 11种能力

7、高效经理人的人才管理实务与要求

行动学习研讨：高效经理人在人才管理中的主要困惑与解决之道

模块二：构筑高效团队－高效经理人的团队建设

1.构成团队的三大核心要素

共同的目标

明确的角色分工

融洽的沟通关系

2.团队建设的四大误区

3.团队成员选择与任用的关键

4.如何培养和维护员工的团队精神

5.团队发展过程中管理者应掌握哪些技能

6.团队建设应遵循的七个原则

模块三：物色人才----高效经理人的选人之道

1. 招聘如何更好支撑企业战略

2. 管理者在招聘中的责任及主要工作

3. 行动学习研讨：影响招聘质量的因素分析

4. 基于胜任素质的人才招聘

人才选聘的基础与要素—胜任素质（KSAMI模型分析）

基于胜任素质的人才甄选

5. 人才选聘的考察要素与人才评价方法选择-技术评价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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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面试方法训练—关键行为面试法（BEI）

关键行为面试的理论基础及要点

关键行为面试法的 STAR工具介绍与案例分享

如何根据应聘者的行为分析素质情况（案例分享）

行为事例问题设计要求及发问技巧

现场练习：行为性面试问题设计与运用

7. 常用面试技巧训练

面试中观察的内容和重点

面试官有效倾听技巧

面试官如何更好提问题

面试官怎样深入追问以更多真实的信息

模块四：培养人才——高效经理人的员工培训与开发

行动学习研讨：如何使部门员工培训真正产生价值？

1. 管理者在企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定位和主要责任

2. 721人才培养模式及应用

案例分享：某企业的基层管理干部培养计划

3. 通过培训实现员工业绩提升——关注骨干员工提升

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及问题

如何界定和明确部门员工的培训需求与内容

部门管理者如何有效培训的途径与方法

培训跟进的方法与步骤——让培训更有效的落地

4. 如何为员工设计发展计划——关注骨干员工发展

员工发展计划的目的

员工发展计划设计的关键步骤和要求

5. 新员工的培训与管理——关注新员工的培养

新员工培养的价值分析

如何了解新员工的需求

案例分享：某知名企业新员工培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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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管理要点

案例分享：导师制在员工培养中的运用

模块五：用好人才——让绩效管理产生与不断提升绩效

1. 绩效管理核心理念与目的分享

行动学习研讨与点评：如何让企业绩效管理有效落地与实施

2. 新任管理者绩效管理技能与工具

3. 绩效管理的核心技巧一：绩效指标设计与目标制定

KPI体系设计方法及步骤

如何提练关键领域 KPI指标

职位级 KPI如何承接部门级 KPI

KPI指标如何定量？如何定性？

现场练习：某职位考核指标提练与设计

4. 绩效管理的核心技巧二：绩效辅导及跟进：

绩效目标的跟进的误区

如何有效跟进员工的绩效目标 —— 目标管理地图的使用

绩效辅导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5. 绩效管理的核心技巧三：绩效面谈与反馈技巧

绩效面谈的目的及要求

绩效反馈面谈的内容与原则

如何进行建设性反馈

绩效面谈应注意的几个原则问题

小组练习与点评：如何进行有效的绩效面谈与正确反馈

模块六：激励人才——激活沉淀并留住人才

1.激励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及激励理论在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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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理人常用激励菜谱介绍（17个激励方法介绍）

3.学会 PMP---对下属的认可与赞美 及要点分析

4.根据人格类型进行激励（对指挥型、关系型、智力型、工兵型人的激励技巧及忠告）

5.惩罚激励的有效运用和实施

6.如何提升员工的士气

7.如何留住优秀员工

企业留住优秀员工的四大关键思路

挽留优秀员工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员工离职面谈技巧及要领

对症下药——不同层次需要的激励方法

经理人应该掌握的留人措施和方法

核心人员与关键人才留才策略-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的有效运用

模块七：员工关系管理—构建和谐的用工环境

1、高效经理人人必须了解的相关用人法律法规

2、如何确保公司企业规章制度有效执行

3、经理人如何处理问题员工

4、解聘、离职管理过程中直线经理需掌握的技巧和方法

怎么辞退员工（裁员、减员的相关方法）

解聘面谈技巧与方法

如何挽留核心员工

离职员工工作交接的注意事项

案例分享：不恰当的解雇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模块八：人才管理－沟通与有效授权

1.什么是领导风格评估下属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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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测试与分析：您是哪一类的领导

选择适当的领导风格

2.授权的种类

如何适度授权

如何跟进评估

3.沟通技巧

如何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如何与上司沟通

水平沟通方式

怎样进行积极的沟通

如何与下属沟通沟通与授权

模块九：总结、讨论、分享

授课讲师

周潮

IPTS国际职业协会高级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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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ICQAC国际职业培训师

上海社科院劳动关系中心特约讲师

亚洲人力资源管理协会中国认证中心特约讲师

影响力 EAP、聚成华商、易中等网络商学院特聘讲师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讲师

上海交大海外管理学院、高端培训中心特聘讲师

上海复旦大学复泰管理学院特聘讲师

具有 20多年中外资大型企业管理经验，曾在大型外企、民企、及上市集团公司

等历任过人力资源经理、培训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人事行政副总裁、高级管理

顾问等职务，目前仍在两家企业任独立董事，多家企业任高级管理顾问。

国内人力资源实战管理专家，企业培训讲师、资深管理顾问，专注于企业中高层

人员管理技能方面的实战培训和咨询。具有 18 年中外资大型集团团队管理实战

经验，曾在外资、民营集团企业历任过培训经理、人资经理、副总经理、人资总

监、副总裁等职务，涉及机机械、医药、地产、化工、快速消费品等众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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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亲身参与并辅导多家企业上市前期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建设，同时为数几十家企

业进行辅导并帮助建立了规范化的企业管理体系。周老师的课程以极强的实战性

和可操作性在业界闻名，广受参训学员的好评，受众学员近十万人次，受益企业

近千家。

授课风格
周老师的授课风格主要以案例为导向，以多年外企、民企和上市集团公司的丰富企业高级管

理实战经验，根据客户及学员的实际情况阐述内容和观点，深入浅出，结合案例讲解解决实

际问题，与学员共同分享切身体会和感受。在培训中采用行动学习法，通过提问、探询、配

合案例教学和小组讨论等互动性非常强的培训方式，积极引导学员全身心投入紧张的思考与

感悟。高度实战的培训内容、精湛的培训技巧、生动流畅、感召力特强的授课风格深受众多

企业及学员的高度认可与好评，在服务过的企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周老师在培训界被誉为

最有实战性的企业培训讲师之一



知识改变生活，麦讯与您同行

10 /
14

主要培训方式

1、分组互动式（讲授，案例，提问，练习，游戏，行动演练，视频）

2、大型演讲式（演讲，案例分享、互动提问解答）

3、咨询式辅导培训（讲授、行动演练、咨询方案、落地辅导）

【主讲课程】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如何有效选、育、用、留人》

《目标管理与计划实施》

《MTP-中高层管理人员技能提升训练营》

《制造型中基层层主管执行力提升训练营》

《经理人的绩效管理落地操作实务》

《部门主管如何有效选才》



知识改变生活，麦讯与您同行

11 /
14

《如何有效培育和激励下属》

《人力成本分析与管控》

《教练式的绩效面谈与改进》

《互联网+环境下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年末调薪与发奖金的策略与技巧》

《新晋员工的职业化塑造与提升》

曾服务的客户
汽车行业：长春一汽、北京奔驰、广汽集团、东风汽车、上海大众联合、上海通用、中国

北车、中国南车、东风悦达起亚、上汽集团、福田特姆勒、吉利汽车、上汽集团等众多汽车

行业

金融银行：包商银行、中国银行、浙商银行、宁波商行、长沙邮储、肥西农商行、上海银

行、上海农商行、江苏农商行、德州银行、河南信用总社、杭州银行、福州商业银行等

生物制药业：奇正藏药、哈药集团、科伦药业、国药控股、上海现代制药、安琪酵母、昆

明积大、鲁抗制药、石天药业、常山生化、扬子江药业、云南白药、金嗓子喉宝、启明药业、

浙大阳光、莱茵生物等等

集团类：万向控股、东方通信、新安股份、五洲国际、银江控股、北京国网、盾安控股、

广西交投、上海电气、中粮集团、大亚科技、仪电控股、江南造船、寰岛集团、武商集团等

等

制造型企业：江钻股份、中脉科技、爱普生、中远川崎、特变电工、LG 电子、康师傅、

浙江电信、长甲地产、三花控股、振华港机、村田电子、精工股份、三一重工、万家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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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化学、、中电科技、马钢集团、金星啤酒、双铁实业、联创化工、洛阳石化、隆基宁光、

青龙管业、亚泰陶瓷、轴研科技、大庆华科、安徽西门子、、无锡前程木业、天福烟烤、神

华乌海能源、大土河矿业、联化科技、仪征双环、江苏洋河酒厂、上海捷如、 七星电气、

金盘电气、华冶钢铁等等

部分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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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标准

报名价 1380 元/人（先报先得），上述费用含中餐、授课费、会

场费、教材 费、后勤服务等。

请将学费汇入指定帐户，在“汇款用途”栏注明“学员姓名”，请将

转账凭 证发送或传真主办方。

开户单位：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宁波银行宁穿支行。

汇款帐号：30030122000196077。

报名咨询

联系人：奚老师，电话：13429270816，0574-88036805；传真：

0574-88020831。 微信公众号:nb-maison； QQ：495519912。 地

址：宁波鄞州区江东北路 317 号和丰创意广场丰庭楼 1408 室。

联系电话：0574-88036805 传真：0574-88020831

手机：13429270816（奚老师） QQ：495519912

邮箱：mx0574@qq.com 官网：www.nbmaison.com

地址：宁波鄞州江东北路 317号和丰创意广场丰庭楼 1408室

mailto:mx0574@qq.com
http://www.nbma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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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麦讯培训班报名申请表

课程名称：

所在企业（单位）名称：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务 性 别

文化程度 电 话

手 机 电子信箱

企业所在地
所在企业主导产

品

所在企业上年销

售（万元）

所在企业员工人

数

对本次课程建议

联系电话：0574-88036805 传真：0574-88020831

手机：13429270816（奚老师） QQ：495519912

邮箱：mx0574@qq.com 官网：www.nbmaison.com

地址：宁波鄞州江东北路 317号和丰创意广场丰庭楼 14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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