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企培【云小课】学习运营平台课程列表 

 

技术支持热线：13910007503（微信同号）张国良 

序号 课程题目 授课讲师 

课程费

用\元 

课程领域 

1 听案例 学管理：52 堂实战管理课 徐正 299.9 管理技能 

2 逆袭地图：详解全球最牛 18 位商业领袖白手起家全过程 刘澈 299.9 个人成长 

3 8 节课教你玩赚短视频营销 李博 299.9 市场营销 

4 小白变大伽--36 堂课打造吸睛微课 马斌\司马 199.9 培训技术 

5 OFFICE 技能提升主题场景培训 尹航 199.9 个人提升 

6 职场新秀蜕变大神 36 计 李彩玉 199.9 个人成长 

7 通向职业坦途的向上协作之道：基层主管向上协作 6 步 36 问解析 李志勇 199.9 管理技能 

8 猛虎嗅蔷薇——企业人力成本分析与控制 邓雨薇 199.9 人力资源 

9 最后一公里--学习转化效能高手非常 6+1 胡军令 199.9 培训技术 

10 通向职业坦途的向上协作之道：基层主管向上协作 6 步 36 问解析 李志勇 199.9 管理技能 

11 小故事、大乾坤 张一丹 199.9 个人成长 

12 7 步学会教练式辅导 邹海龙 99.9 管理技能 

13 老周说职场--自我成长篇 周建华 99.9 管理技能 

14 老周说职场--向下工作篇 周建华 99.9 管理技能 



15 老周说职场--向上工作篇 周建华 99.9 管理技能 

16 硬核管理：管理者必备八项技能 张城玮 99.9 管理技能 

17 风险分级控制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袁航 99.9 生产管理 

18 思维导图与逻辑思考 任洁 99.9 思维技术 

19 玩转朋友圈-打造吸金微信号 木子 99.9 新媒体营销 

20 即学即用--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马昌尧 99.9 财务管理 

21 玩赚社群营销-实体逆势盈利 吕咏梅 99.9 新媒体营销 

22 7 步教你打造网红微课 鲁洪涛 99.9 培训技术 

23 银行营销活动策划 刘东 99.9 银行专题 

24 7 步秒变魅力女王 李美鲜 99.9 个人成长 

25 从全民战疫提炼工厂增效指南 李科 99.9 生产管理 

26 老周说职场-团队合作篇 周建华 99.9 管理技能 

27 超速进化，21 节解决问题的创新工具课 钟滔 99.9 思维技术 

28 六道能会——六步玩转微课设计与开发 刘畅 99.9 培训技术 

29 Top Sales 销售铁军线上训练营 梁辉 99.9 市场营销 

30 赋能增效——六元八表定绩效 杨文浩 99.9 人力资源 

31 公文写作技术 阎金岱 99.9 个人成长 

32 保险微营销 20 必杀技 鄢利 99.9 保险专题 

33 七步走出职场焦虑：释放压力，做情绪的主人 严红艳 99.9 个人成长 

34 组织变革组织熵变八板斧 齐振宏 99.9 管理技能 

35 新生代职场精英快速晋升 21 秘诀 杨文浩 99.9 个人成长 

36 引爆“中坚”力量——卓越管理者必备的六大核心技能 谢瑞宝 99.9 管理技能 



37 做自己职业生涯的 CEO 邹海龙 99.9 个人成长 

38 引爆线上绝对成交 王晓茹 99.9 市场营销 

39 30 招教你轻松实现采购降本 吴生福 99.9 生产管理 

40 非物质激励 21 讲——手把手教你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胡既白 99.9 管理技能 

41 向世界 500 强学习，24 招轻松应对职场工作汇报 司马 99.9 个人成长 

42 20 堂阿米巴经营实战课 刘昭华 99.9 管理技能 

43 7 步引爆销售业绩倍增——新零售时代销售冠军特训 邓波 99.9 销售技巧 

44 班组长必备 30 项现场管理技能 周建华 99.9 班组长 

45 看得见的提升—内讲师 17 堂授课技能必学课 王学兵 99.9 培训技术 

46 金字塔原理——高效汇报与逻辑表达 杨尚泽 69.9 思维技术 

47 “讲爆”网络演讲表达传播能力 刘澈 69.9 培训技术 

48 18 招教你做好生产绩效管理 何有志 69.9 生产管理 

49 生产管理问题分析与解决十步法 安岷 69.9 生产管理 

50 职场“抗压力”修炼 尚翎 69.9 个人成长 

51 断腕求生—组织优化实操风险规避 梁若冰 69.9 人力资源 

52 4 步创课工坊 杨杰 69.9 培训技术 

53 图解 5S—5S 推行懒人法 安岷 69.9 生产管理 

54 银行对公客户经理必学的 7 堂课 胡如意 69.9 银行专题 

55 新环境下企业生存危机应对 王子墨 69.9 财务管理 

56 2020 中小企业寒冬突围 15 讲 杨茗皓 69.9 个人成长 

57 职场新人成长 18 计 程平安 69.9 个人成长 

58 健康风水一点通 杨子 69.9 国学养生 



59 百万赠险客户转化 黄国亮 69.9 保险专题 

60 十二堂课玩转目标达成 何峰 69.9 个人成长 

61 后“疫”时代，保险业务全布局与打造绩优组织 邹延渤 69.9 保险专题 

62 绝对执行-管理者高效执行力的四种途径 王文华 69.9 管理技能 

63 打造职场高效率-解密如何做好精力管理 尚翎 69.9 个人成长 

64 销售思维学礼仪 柳娟 69.9 市场营销 

65 妙笔生花——公文写作五步技法 张秋民 69.9 个人成长 

66 终端零售-业绩提升价值链 温茗 69.9 连锁终端 

67 12 堂课学透职业生涯规划 汪颜 69.9 个人成长 

68 LCIA 低成本现场改善 20 个典型案例分析 李明仿 69.9 生产管理 

69 四季健康管理课 韦娜 69.9 国学养生 

70 七招帮你突破精益生产困境 安岷 69.9 生产管理 

71 快速解决问题的 5 把利剑 田野 69.9 个人成长 

72 高绩效会议管理 阎金岱 69.9 管理技能 

73 商业银行管理者在战疫下的经营策略 马艺 69.9 银行专题 

74 善思、能说、会写——12 堂即学即用思维升级课 陈德生 69.9 个人成长 

75 触及巅峰—终端王牌导购销售技巧快速提升 郜杰 69.9 连锁终端 

76 走进领兵带队的五大法门 李东 69.9 管理技能 

77 产能裂变——电话营销实战技能 12 讲 喻应光 69.9 市场营销 

78 极速成交-8 节课让你线上成交率翻倍 李方 69.9 互联网营销 

79 TTT 培训读心术 王胜 69.9 培训技术 

80 智“会”共创：结构化会议引导 7 大秘诀 5 大应用场景 曾秋香 69.9 综合管理 



81 五步进阶优秀管理者-从业务精英到优秀管理者的必修课 姜雷 69.9 管理教练 

82 揭开冻龄女神的 3 个秘密 肖珂 39.9 个人成长 

83 8 招练成王牌内训师 李声华 39.9 培训技术 

84 7 招搞定线上招聘 李彩玉 39.9 人力资源 

85 抗疫政策好--巧用渡危机：企业如何用好疫期培训补贴 李彩玉 39.9 人力资源 

86 向标杆企业学习，领导者如何开启逆行之旅 张蕾 39.9 个人成长 

87 笔剑锋从磨砺出——4 招快速变身公文写作小达人 张振远 39.9 个人成长 

88 简单三步，案例萃取助你赢战职场 杨晓璐 39.9 培训技术 

89 结果领导力——让人人都能用结果说话的领导力 李修平 39.9 管理技能 

90 新形势下业财融合管理助力企业度危机 文辉玲 39.9 银行专题 

91 

抗“疫”政策好，巧用渡危机——助力武汉企业复工复产后快速脱

困 

李彩玉 39.9 人力资源 

92 图表说服力-麦肯锡风格商务图表制作 李皓明 39.9 个人成长 

93 新个税改革与资产配置新思路 黄国亮 39.9 银行专题 

94 向销冠学销售-冠军销售七问八讲 吴鹏德 39.9 市场营销 

95 客户投诉处理技巧 高菲 39.9 市场营销 

96 大侠聊谈判 郏智群 39.9 商务谈判 

97 银行 4.0 时代的客户远程维护与拓展之微信篇 苏黎 39.9 银行培训 

98 电力客户服务与投诉处理实战 8 讲 何春芳 39.9 客户服务 

99 窗口人员极致服务 张云 39.9 服务营销 

100 培训师的八堂私教课 刘海燕 39.9 培训技术 

101 战役下的保险趋势分析 张轶 9.9 保险专题 



102 向标杆企业学习，领导者如何开启逆行之旅 张蕾 9.9 个人成长 

103 疫情期间的自我管理与心理建设 张慈恩 9.9 个人成长 

104 战疫下保险代理人的业务突围 鄢利 9.9 保险专题 

105 线上营销怎么卖保险 王振柱 9.9 保险专题 

106 银行管理者在战疫下的经营策略 马艺 9.9 银行专题 

107 疫情下如何做好银行零售客户的电话营销 马骏 9.9 银行专题 

108 玩赚社群营销 疫情下逆势盈利 吕咏梅 9.9 新媒体营销 

109 战疫中的坚守--阿里巴巴如何活过非典 罗嘉颖 9.9 个人成长 

110 疫情下的企业线上课程设计与制作 鲁洪涛 9.9 培训技术 

111 新时期的商业银行数字转型与科技变革 刘清扬 9.9 银行专题 

112 疫情下的财税政策解读与风险管控 刘建平 9.9 财务管理 

113 疫情下的银行营销活动如何做才有效 刘东 9.9 银行专题 

114 化危为机--打造数字化营销保险人 李燕 9.9 保险专题 

115 非常时期的微信营销与客户经营 李悟 9.9 新媒体营销 

116 用户体验设计，助力爆款营销 李方 9.9 市场营销 

117 互联网思维与抖音短视频运营策略 李博 9.9 新媒体营销 

118 疫情下的银行业趋势与应对策略 黄硕 9.9 银行专题 

119 疫情下的家庭财富应对策略 黄国亮 9.9 个人成长 

120 微信社群营销与抖音短视频制作 傅强 9.9 新媒体营销 

121 疫情下的企业员工自我防护 单运滔 9.9 个人成长 

122 银行管理者疫情中（后）的员工赋能 陈亭如 9.9 银行专题 

123 疫情下如何让银行开门红重燃生机 陈楠 9.9 银行专题 



124 商业银行如何把握新机会与防范风险 包亮 9.9 银行专题 

125 面对疫情，如何实现线上线下 O2O 保险运营及营销 邹延渤 9.9 保险专题 

126 特朗普释放 2 万亿美元将会造成怎样影响？ 黄硕 9.9 个人成长 

127 直播经济—播商思维与人人短视频营销 李博 9.9 新媒体营销 

128 逆势管理-华为管理理念与管理实践 张蕾 9.9 管理技能 

129 世界 500 强高管教你如何达成目标 史振钧 9.9 个人成长 

130 5G 时代数智化转型落地三部曲 张勇 9.9 个人成长 

131 高能高效——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班组长 杨学军 9.9 生产管理 

132 众志成城--铁军团队是如何炼成的 朱磊 免费 管理技能 

133 战疫下线上爆发增员策略 战伟 免费 保险专题 

134 中国文化与新时期银长管理智慧 殷国辉 免费 银行专题 

135 新形势的团队管理与执行力提升策略 杨楠 免费 管理技能 

136 保险业务的微信营销实战 夏菲 免费 保险专题 

137 疫情下如何利用新媒体打造企业的私域流量池 李彦 免费 新媒体营销 

138 疫情后员工心理支持及工作信心重塑 李世源 免费 个人成长 

139 从全民战疫提炼工厂增效 李科 免费 生产管理 

140 逆境求生--疫情下期缴保险营销策略 黄国亮 免费 保险专题 

141 疫情下的关系营销与客户维护 程龙 免费 市场营销 

142 疫情下主管线上辅导全流程 陈楠 免费 银行专题 

143 疫情下的电话营销 曹勇 免费 市场营销 

144 制造业在疫情中后期快速走出经济和心理阴霾 安岷 免费 生产管理 

备注：以上课程是截止 2020 年 4 月 22 日已上架课程，我们每周还会不停的上架新的课

程。敬请期待。每周一至周五平台每天有相关课程的免费直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