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类内训老师和课程介绍 
 

 

1、廖  维老师：《华为简单高效的管理实践与企业文化》 

《华为管理模式“道”与“术”》 

《华为战略性绩效目标管理系统：BLM 从战略制定与执行》 

《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干部管理》 

《华为管理模式：文化-团队-机制》 

《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管理与优化 WORKSHOP 工作坊》 

《新常态下的企业变革管理》 

《企业中高层经理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2、齐振宏老师：《领导变革：打造卓越的七维领导力》 

《模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与商业画布》 

《文化变革：企业文化软实力与落地方案》 

《组织行为学：激发组织潜能的智慧》 

3、杨  子老师：《精准识人，正确用人，智慧管人》 

《人心管理》 

4、李世源老师：《高效能领导全面压力管理》 

《高绩效团队心理资本开发》（全新体验版） 

《管理者大情商开发》（升级版） 

《工作投入的心理奥秘》 （最新版） 

《员工心理问题识别与处理》（EAP 版） 

《心理学在培训中的应用》（TTT 延伸版） 

5、贺君宏老师：《“3 头 6 必”中流砥柱——将才锻造营》 

《 “柔性管理”——新生代员工管理与引导》 

《基于管理心理学——领导力修炼》 

《基于流程优化——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人际风格与沟通》 

《管理心理学在企业中实战应用》 

《人际关系与沟通》 

《金牌班组长“3 头 6 必”当好领头雁》 

6、杨文浩老师：《价值与效能—互联网+时代的人力资本管理新思维》 

《目标与绩效管理》 

《关键人才培养与梯队建构》 

《（HRBP）自我修炼和效能构建》 

《金牌面试官招聘与甄选技术》 

《新时代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岗位胜任力模型与任职资格体系构建》 

《六维领导力》（版权课） 

7、尹树刚老师：《精神领袖——高阶领导力》 

《突破思维——问题分析与解决》 

《我要结果——高效执行力训练》 



《心心相印——有效沟通与协作》 

《有的放矢——目标管理与计划实施》 

《众志成城——打造高绩效团队》 

《电子沙盘——ERP 企业全面运营管理》 

《持续成长——4 步复盘经营与管理》《演讲魔方》 

8、刘  涛老师：《高定位的管理角色认知》 

《高效率的时间管理工具》 

《高水准的问题分析解决》 

《高成效的目标管理系统》 

《高品质的管理沟通技巧》 

《高带动的工作辅导流程》 

《高责任的管理授权能力》 

《高价值的员工激励手段》 

9、陈西君老师：《MTP 版权课程-MTP 中高层管理技能训练》2 天 

《MTP 版权课程-MTP 中高层管理技能训练》6 天 

《MTP 版权课程-MTP 中高层管理技能训练》10 天 

《演说领导力》 

《EI 情商领导力-激活组织驱动力》 

《教练式领导力-企业战略成功驱动力》 

《领越领导力-卓越领导者的五种习惯》 

《六维领导力-新经济时代的领导力》 

10、胡建华老师：《MTP 卓越中层干部管理提升》 

《企业文化战略突破》 

《高效时间管理的秘密》 

《非 HR 人力资源管理》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高层总裁卓越领导力修炼》 

《中层经理十项全能管理修炼》 

《经济新常态与中小企业转型变革创新》 

11、王若文老师：《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管理者压力管理与快乐工作》 

《如何提升员工归属感和凝聚力》 

《新任管理者管理能力提升》 

《职业生涯 GPS(管理者版)》 

《新生代员工帮助计划》 

《从优秀到卓越到超越-良好职业素养修炼计》 

《阳光心态与乐在工作》 

12、莫勇波老师：《系统思维》 

《问题分析与解决》 

《在行动中解决问题》 

《科学决策与有效决策》 

《从移植创新到巨创新》 

《创新思维创新技术训练》 

《岗位工作问题分析与解决》 



《行动学习工作坊——课题研究与实施辅导》 

13、张国银老师：《中层核心管理技能提升》 

《左手技术，右手管理》 

《向华为学狼性执行之狼性团队》 

《项目管理实战训练》 

《卓越领导力提升》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新生代员工管理与激励》 

《零成本激励》 

14、吴湘洪老师：《引爆团队正能量》 

《危机意识与团队凝聚力打造》 

《中高层执行秘诀》 

《全员执行力——执行必到位》 

《执行力与责任担当》 

《阳光心态与自我巅峰激励》 

《正能量与责任担当》 

《重塑责任心——责任胜于能力》 

15、严红艳老师：《心动力管理者心理资本开发》 

《心动力管理者情商修炼》 

《心动力情绪压力管理训练》 

《心动力你究竟为谁工作 》 

《4D 领导力打造卓越团队》 

《优秀管理者职业素养提升》（中高阶） 

《优秀管理者自我修炼之团队管理技能训练》 

《优秀管理者修炼之员工关怀与关键沟通》 

16、林广亮老师：《MTP 管理技能提升》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赢在执行力（管理版）》 

《领导力修炼》 

《对上，对下，对外，跨部门沟通技术》 

《管理角色认知与管理能力提升》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与计划达成 》 

《领导艺术与科学决策》 

17、于丽萍老师：《MCC 教练技术》4D 

《班组长教练式管理五法》 2D 

《赋能的教练领导力》（国际版权课程） 

《5R 教练式领导力》（国际版权课程） 

《做教练型上司：下属辅导与激励》2D 

《带教导师辅导技能提升训练》2D 

18、徐  正老师：《从技术到管理》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者角色定位及认知》 

《化干戈为玉帛—冲突管理》 

《企业项目管理体系建设》 



《通用项目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研发项目管理工具与模板》 

19、肖振峰老师：《建立项目经理的非职权影响力》 

               《建立职场非职权影响力》 

《项目的目标、计划与过程控制》 

《成功项目管理的 6 个招式》 

《实战产品研发项目管理》 

《用全面规划主动管理项目风险》 

20、阎金岱老师：《管理者的领导力修炼》 

《团队建设技术》 

《MTP 管理能力提升》 

《高绩效会议管理》 

《企业实用公文写作》 

《目标与计划管理——工作规划技术》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方法》 

《执行力推动技术》 

21、史振钧老师：《卓越领导的 8 项修炼》 

《时间管理》 

《系统思维与决策力提升》 

《高绩效组织与团队建设》 

《管理者的情商和逆商》 

《金字塔原理——表达、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22、方  明老师：《领导者的七种效能思维与行为》 

《领导者的四种赋能方式与对话》 

《领导者的组织发展思维与实践》 

《提升员工参与度，优化顾客满意度》 

《领导者的培训技巧 TTT》 

《领导者的九项修炼 MTP》 

23、秦浩洋老师：《高绩效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向下管理——中基层领导者的解决方案》 

《领导力—卓越领导者的五项行为》 

《中层管理技能提升》 

《职场 360 度高效沟通技巧》 

《从技术走向管理》 

《基于用户思维的商业创新》 

《高效的团队协作——建立伙伴关系》 

24、赵伟功老师：《MTP—管理核心技能训练》 

《管理沟通艺术》 

《管理教练技术》 

《绩效导向领导力》 

《教练式领导力》 

《跳出盒子——更高层面的影响力》 

《问题分析与决策》《卓越管理五项修炼》 



25、王生辉老师：《360°领导力》 

《六道战略系统实战演练》 

《商业模式创新实战演练》 

《双赢执行力》 

《高效能团队的五力修炼》 

《MTP 核心管理技能提升》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26、曹志巍老师：《职业素养六度修炼》 

《妙笔生花：职场写作技能提升》 

《职场 360 度高效沟通》 

《时间管理与工作方法四步落地》 

《三分工作、七分汇报：工作总结与汇报技巧》 

《向会议要效益：企业会议系统打造落地》 

27、杨  楠老师：《团队领导力再造》 

《再造工匠精神》 

《卓越中层的进阶八步曲》 

《打造团队执行力》 

《MTP-中高层管理者技能提升训练》 

《人际沟通的卓越攻略之里应外合》 

《核心团队建设与关键人才管理》 

《压力疏导与心理健康》 

28、周文斌老师：《管理者角色定位与认知》 

《知己知彼技巧—管理高效沟通》 

《MTP 中层管理者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打造高绩效团队》 

《情绪与压力管理》 

《管理心理学》 

《管理者教练技术》 

《教练型领导力》 

29、李  东老师：《从管理到领导——中层管理能力提升》 

《领导韬略与艺术》 

《管理要懂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与应用》 

《班组长管理与领导力提升》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训练》 

《团队决策与计划执行沙盘训练》 

《团队共创解决问题的“五把钥匙”》 

《基于岗位经验内化的经验萃取工作坊》 

30、赵成国老师：《执行有道——中层管理者管理技能实战训练》（MTP 中国版） 

《完成目标五步 19 法》（版权课）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团队协同管理与沟通技能提升》 

《基于有效时间利用的工作管理七大法则》 

《非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人力资源管理》 

《化解压力的艺术——情绪与压力管理实务》 



31、汪  洋老师：《九型人格与高效沟通》 

《九型人格与管理者识人用人》 

《九型人格与婚恋亲子关系》 

《九型人格与领导力》 

《九型人格与情商管理》 

《九型人格与情绪压力管理》 

《九型人格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九型人格在企业识人用人中的应用》 

32、李声华老师：《360 全方位沟通技巧》 

《MTP 中层领导力发展训练》 

《横向管理——左右逢源》 

《向上管理——做高绩效下属》 

《迅课™——敏捷组织经验萃取技术》 

《完美呈现™——可复制的授课技巧》 

《TTM——卓越培训经理》《微课开发工作坊项目》 

33、邹海龙老师：《职业生涯规划》 

《DISC 性格分析》 

《演讲魔方》 

《五维教练领导力》 

《情绪与压力管理》 

《EI 情感智能-情商智能修炼》 

《结构性思维-透过结构闯职场》 

34、董玉川老师：《使命重在担当·实干创造辉煌——铸造正能量阳光心态》 

《使命必达·一以贯之——铸造职场高效执行力》 

《能说会听·循循善诱——强化高情商职场沟通力》 

《互赖共赢·以事修人——铸造高效能团队》 

《上下一致·同舟共济——管理高效能团队》 

《正己化人·日新其力——MTP 中基层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运筹帷幄·谋定而动——高效能时间管理与工作效率提升》 

35、朱  磊老师：《企业内部培训师培训》 

《中层干部的角色认知与定位》 

《MTP—中层干部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职业经理人胜任能力提升——基层员工的用人育人留人术》 

《狼性团队执行力》 

《从精兵到强将-打造三头六臂班组长》 

《结构化思考形象化表达——全脑表达十六式》 

《打破部门壁垒-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36、周黎辉老师：《MTP 中层管理能力提升系统训练》 

《新晋干部管理能力提升》 

《管理者的角色认知》 

《管理者的高效沟通》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卓越领导力》 

《领导者的赋能》 



《领导力与高绩效团队执行力》 

37、张城玮老师：《卓有成效的团队领导力》 

《卓有成效的执行力》 

《MTP-中层管理才能发展》 

《从技术走向管理》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目标与计划管理》 

《问题分析与解决》 

《卓有成效的时间管理》 

38、张泰玮老师：《卓越绩效模式》 

《道德经与企业家领导力》 

《卓越领导力》 

《孙子兵法与商战制胜谋略》 

《孙子兵法与高效执行力》 

《加强理论素养提升党性修养》 

39、赵  超老师：《“卓越领导力”情景沙盘模拟训练》 

《非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沙盘模拟训练）》 

《人力资源沙盘模拟训练》 

《企业经营决策与执行力沙盘模拟训练（商贸型）》 

《家庭财富管理沙盘模拟训练》 

《打造高盈利终端门店沙盘模拟训练》 

《企业经营决策与执行沙盘模拟训练》 

《沙漠掘金》 

40、纪  鉴老师：《情景模拟训练课程—沙漠掘金》 

《团队魂—卓越团队素质重塑特训营》 

《潜能激发——巅峰销售》 

《员工职业化塑造与心态激励》 

《员工忠诚、奉献、感恩》 

《凝聚的力量——卓越执行力铸造》 

《中层管理者沙盘体验式管理》 

41、李  乾老师：《企业大学构建与人才梯队培养》 

《高效协同、攻克堡垒——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内在驱动、贡献成果：卓越培训管理者 TTM 实效训练》 

《突破新常态：互联网 VUCA 时代卓越培训体系构建实训》 

《管理演练场——新时代高效执行力打造》 

《管理者成长地图——MTP 中层管理者综合技能提升》 

《凝心聚力、赋能创新——卓越领导力与高效团队管理》 

42、张世军老师：《从心开始——高效沟通技术》 

《迈向卓越——管理技能发展培训（MTP）》 

《魅力领袖——卓越领导力》 

《凝心聚力——高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引领代际——新生代员工管理》 

《赢在执行——高效执行力》 

《自我管理——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基藤长青——金牌班组长》 

43、汪  珈老师：《日产训-MTP 中高层管理干部管理技能与综合素质提升》 

《新生代员工管理》《决战未来-企业全面运营高端沙盘模拟》（版权课程） 

《战略绩效管理沙盘模拟》（版权课程） 

《DISC 性格密码》 

《卓越的时间管理-提升生命的质量》 

《卓越执行力高端沙盘模拟》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44、黄柳江老师：《面面俱到—打造高绩效团队》 

《点石成金-激励与辅导下属》 

《目标与绩效管理》 

《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 

《在岗育才—在工作中培养下属》 

《赢在起跑线—招聘与上岗前管理》 

《共启愿景—需求管理与非物质激励》 

45、黄武林老师：《企业经营-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力提升》 

《战略管理与企业运营》 

《MTP 管理者技能提升》 

《向华为学组织发展与管理》 

《向军队学团队与执行力打造》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如何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卓越领导力锻造》 

46、邢立爽老师：《挥洒自如：轻松上讲台》 

《点燃课堂：互动式授课》 

《匠心独妙：精准课程开发》 

《引人入胜：公众演说技术》 

《敏锐洞察：问题分析与解决》 

《循循善诱：引导式培训师》 

《全面养成：工作场景式课程开发与互动式授课技术》 

47、何承翰老师：《MTP 中高阶管理才能发展训练》 

《卓越团队建设》 

《有效授权与激励》 

《工作目标与计划管理》 

《核心团队领导力沙盘》 

《影响式营销销售沙盘》 

48、龙垚诚老师：《全量化绩效体系建设》 

《激励薪酬体系的搭建》 

《高效执行力》 

《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 

《国企体制改革——变革领导力提升》 

《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49、熊  伟老师：《MTP-中高层管理技能提升》 

《与时代共舞：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 



《众志成城：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高效目标与计划管理》 

《高效时间管理》 

《高效问题分析与解决》 

《结构化思维能力提升》 

《金字塔原理与结构思维》 

50、曾秋香老师：《全脑思维与问题解决》 

《行动学习工作坊—共创愿景与使命》 

《跨部门沟通与高效协作》 

《结构化三维沟通》 

《行动学习工作坊——促动师与促动技术》 

《行动学习工作坊——目标全流程管理与行动改进》 

《高效管理者四项核心技能修炼》 

《智“会”共创：结构化会议引导 7 大秘诀 5 大场景》 

51、许延颖老师：《新时代下的情绪与压力管理》 

《PDP 五型领导力核心技能提升》 

《开启员工职业化素养的 6 把金钥匙》（职业素养特训营） 

《战狼神  团队魂》-卓越团队特训营 

《职场 360 度高效管理沟通》 

《中层干部人力资源管理与识人用人之道》 

《如何打造高绩效团队》 

《中层干部精细执行力打造》 

52、龙  飞老师：《洞察人心—精准面试技巧培训》 

《目标管理与计划执行》 

《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 

《新生代员工管理》 

《问题分析与解决》 

《管理者角色认知》（MTP 三阶-1） 

《基于绩效的教练式辅导》（MTP 三阶-2） 

《管理者高效沟通之道》（MTP 三阶-3） 

53、张  尚老师：《MTP 实务管理技能提升》 

《高情商领导力提升策略》 

《沟通策略与语言艺术》 

《教练式辅导策略与工具运用》 

《内修外炼——领导者修为®》 

《心智领导力——心理学在管理中的有效运用》 

《阳光心态与情绪压力管理》 

54、葛  虹老师：《高绩效团队建设沙盘模拟演练》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核心技能突破》 

《高效沟通技巧》 

《新晋管理者能力提升训练》 

《问题分析与解决沙盘模拟演练》 

《压力与时间管理》 

《结构化思维训练》 



《新生代员工管理的新视野与巧举措》 

55、张秋民老师：《高效行政管理综合技能提升训练》 

《内外兼修-三步打造完美职业人》 

《说比唱好听-让你的演讲更精彩》 

《现代企业公文写作实务》 

《新闻写作的致胜技法》 

《有效沟通的技巧》 

56、张  蕾老师：《文化引领华为——华为文化哲学与管理实践》 

《向华为学习——文化与管理模式》 

《从拳打脚踢到决胜千里——卓越领导力》 

《高效执行力——抓管理促结果》 

《高山景行——管理者能力突围》 

《管理者综合管理能力提升》 

《如鱼得水——管理沟通》 

《赢在职场——职业力提升训练》 

57、彭远军老师：《职场幸福心理学：快乐工作，打造职场幸福力》 

《压力管理心理学：情绪减压五法宝》 

《职场心理学：情商肌肉修炼与人际关系协调》 

《管理心理学：洞悉人性，提升管理绩效》 

《职场 EAP：心理辅导员履职能力提升训练营》 

《领导力心理学：正念领导力助力领导者更卓越》 

《领导力心理学：管理者的情商领导力修炼》 

《消费心理学：洞悉顾客消费心理，提升营销管理能力》 

58、赵海云老师：《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MTP 企业中高层管理技能研修教程——部属管理及领导力提升》 

《员工执行力——一切拿结果来说话！》 

《中层执行力—结果导向与过程管控》 

《推到部门墙—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时间管理与工作效率提升》 

《团队目标管理——OKR 目标与关键结果工作法》 

59、胡既白老师：《执行突破——打造企业执行力铁军》 

《沟通解码——管理者职场沟通技能提升训练》 

《沟通破壁——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团队熔炼——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管理进阶——核心管理技能提升》 

《部属发展——员工培育与激励》 

《角色定锚——管理者角色认知与定位》 

《中层 MTP——综合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60、侯熙儒老师：《MTP-中层干部管理技能提升》 

《打造高效团队执行力》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从技术走向管理的五项修炼》 

《TTT－课程设计与案例教学》 

《课程开发与设计技巧》 



61、董海滨老师：《创新思维与管理创新》 

《高绩效团队打造与管理》 

《管理者角色认知》 

《商场决胜-企业运营管理与实操》 

《中高层管理者核心能力训练》 

《工业 4.0 与智能工厂规划》《工业 4.0 与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与行业应用、发展趋势》 

62、任文建老师：《MCT——管理教练技术》 

《MTP——中层管理技能提升训练》 

《有效沟通与激励》 

《目标与计划管理》 

《高绩效团队建设》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高效沟通与执行》 

63、马一鸣老师：《基层管理者技能提升》 

《MTP——中层管理技能提升》 

《员工执行力提升》 

《中层执行力》 

《高效领导力》 

《系统思考》 

《决策与问题解决》 

《深度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与呈现高价值》 

64、魏俊妮老师：《支持业务发展为核心的 HR 六大模块体系构建》 

《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提升》 

《全面培训系统建设与培训管理实务》 

《成为支持业务的 HR（HRBP）》 

《高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职场沟通必修课——报、联、商》 

《MTP-成就优秀的中层管理者》 

《目标管理与绩效激励管理》 

65、彭晓辉老师：《高效团队的建设与塑造》 

《全员执行力：打造执行铁军》 

《向世界 500 强学习——职业生涯规划课》 

《高效率的沟通技巧》 

《翻转课堂之微课开发及制作》 

《MTP 中基层干部管理能力提升系统培训》 

《沙漠掘金之目标管理》 

《沙盘模拟新企业全面智慧运营和优化管理沙盘》 

66、邓  菲老师：《领袖训练营——NLP 教练式领导力训练》 

《领袖训练营——教练式领导力训练》 

《领袖训练营——领导力 21 法则》 

《中基层管理者——超强执行力团队训练》 

《中基层管理者——高效动机激励》 

《中基层管理者——高效情绪压力管理六脉神剑》 



《中基层管理者——企业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67、黄梓博老师：《管理者角色定位与认知》 

《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 

《管理者核心技能提升》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高效执行+时间管理》 

《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领导授权管理与激励》 

《360 度打造全员职业化》 

68、余  晨老师：《解构执行密码——执行力提升训练》 

《铸造执行 DNA 训练营》 

《时间管理和任务管理》 

《综合管理技能提升训练营》 

《“手脑协调八步曲”组织执行力提升》 

《高效工作——时间管理》 

《“六脉神剑”个人执行力提升训练》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69、刘昭华老师：《盈利导向—经营型人才的角色认知》 

《基业长青—经营策略的创新与运用》 

《利润倍增—经营报表与分析改善》 

《盈利有道—创造高收益的阿米巴经营》 

《自主经营—阿米巴经营方案构建班》 

《学之有成—阿米巴经营核算体系辅导班》 

《业绩倍增—阿米巴经营会计实操班》 

《落地有声—阿米巴经营策略进阶班》 

70、甘万龙老师：《领导式管理》 

《高效团队建设》 

《有效授权与激励》 

《管理者角色认知》 

《目标管理与计划执行》 

《高效沟通与跨部门协作》 

《下属培育与指导技能提升》 

《企业大学创建与创新运营》 

71、雍  友老师：《目标与计划管理》 

《高效沟通——职场中的优质对话》 

《打造高段位 HR 经理》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角色认知与定位》 

《HRBP 是怎样炼成的》 

《MTP 管理技能提升》 

《高效执行力》 

72、赵晓霞老师：《管理者角色认知与核心管理技能》 

《打造共创式高绩效团队》 

《高品质的管理沟通技巧》 



《教练式管理技术》 

《职场高效能精进之道》 

73、陈怡然老师：《TWI-JI 师带徒工作指导技能训练》 

《日产训 MTP 版权课程-MTP 中高层管理技能训练》（版权课） 

《BR 领导力—中高层管理领导力提升》 

《管理者角色认知与团队建设》 

《部属的培育与信赖关系形成》 

《高成效的目标管理与计划执行》 

《高效人际沟通与跨部门沟通技巧》 

《高责任的辅导授权与激励手段》 

74、田乐明老师：《高凝聚力团队建设与协作》 

《高效沟通与跨部门协作》 

《管理者角色认知与定位》 

《目标管理与时间管理》 

《管理者的培育与辅导能力》 

《领导式管理》 

《营销主管的卓越绩效管理》 

《教练店长—新零售门店管理》 

75、田  野老师：《MTP 综合管理技能提升》 

《问题分析与解决》 

《有效沟通与高效执行》 

《目标制定与计划管理》 

《管理者角色认知与定位》 

《向华为学文化与管理》 

《“95 00 后”新生代员工管理》 

《职场幸福+情绪压力+阳光心态》 

76、韩  鹏老师：《团队建设与管理》 

《9095 后新生代员工管理》 

《狼性管理打造与修炼》 

《高效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管理者全面管理技能提升》 

《中高层干部职业素养与执行力提升培训》 

77、刘志翔老师：《赢在团队——高效团队领导力》 

《五步得到好结果——目标与计划管理》 

《得人者，赢——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职场连环技——职场人际交往的 30 种情景演练》 

《管理连环技——让管理更高效的 30 种情景演练》 

《兵强将雄——员工辅导技巧》 

《悦人达己——高效沟通技巧》 

《分身有术——时间管理与工作效率提升》 

78、宋奕晓老师：《企业员工留存与激励》 

《职场晋升之道——洞见生涯职场沙盘游戏》 

《做成功的职业生涯管理者》 

《知彼解己的 DISC 沟通技巧》 



《员工职业化素养提升》 

《优势工作坊》 

《高效沟通》 

79、李远亮老师：《坚如磐石 MTP—管理者综合管理能力提升训练》9 天 

《坚如磐石 MTP—管理者综合管理能力提升训练》 

《问题分析与解决》 

《跨部门沟通》 

《工作目标管理》 

80、廉发强老师：《中层管理者综合能力提升》 

《高绩效团队建设》 

《沙漠掘金—完美决策沙盘》 

《沙漠掘金—打造高效团队执行力》 

《The Leader's Edge 问题分析与解决》 

81、侯舒涵老师：《6 秒钟情商领导力》 

《卓越领导者五项习惯》 

《卓有成效的自我管理》 

《4D 卓越领导力》 

《做最好的中层》 

《可复制的领导力》 

《管理者高情商（EQ）管理》 

《SC（success  change）成功改变企业体验式特训营》 

82、苗东利老师：《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思维及应用》 

《电力体制改革政策解读》 

《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及未来发展趋势》 

《国家电网企业文化解读》 

《能源互联网》 

《“三型两网”建设》 

《数字南网“三商”转型》 

《综合能源及其发展趋势》 

83、孙源哲老师：《赢在领导力——企业中层决胜之道》 

《新晋管理者的技能提升》 

《战略中层——MTP 中层管理技能提升》 

《卓越执行力建设——赢在系统执行力建设》 

《内训师的技能提升（初阶）》 

《课程开发与 PPT 制作（中阶）》 

《企业培训体系建设与企业大学（高阶）》 

84、谈永道老师：《以奋斗者为本的绩效激励机制》 

《中层干部经营管理能力提升研修班》 

《学习华为 IPD 建立产品经营能力体系》 

《对标华为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管理体系》 

《人人成为经营者与奋斗者——中国特色的阿米巴经营模式研修班》 

《当稻盛和夫遇见任正非——阿米巴经营与华为管理集成模式研修班》 

85、谢瑞宝老师：《从精兵到强将—管理者核心管理技能提升》 

《MTP 中高层管理技能训练》( 版权课)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知行合一—目标与计划管理》 

《给我结果—高效执行力提升》 

《慧眼识人—招聘与面试技巧》 

《基于战略的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 

《如何打造高绩效的团队》 

86、姜  雷老师：《卓越领导力技能提升》 

《新晋管理者综合技能提升》 

《“95 后”新生代员工管理》 

《跨部门沟通与冲突处理》 

《积极心态与职业生涯规划》 

《提升凝聚力，打造高效团队执行力》 

《职场必备的思维、心态与素养》 

《中层干部 MTP 管理技能综合培训》 

87、王传庆老师：《颠覆式白板销售》 

《高绩效教练成就之路》 

《敏捷管理转型指南》 

《敏捷团队教练》 

《情境化带教指导技术》 

《人人都是项目经理》 

《团队共创画布之旅》 

《问题分析智慧修炼》 

88、李皓明老师：《赢在团队——六维打造高绩效团队》 

《凝心聚力——走心走脑有效沟通与协作》 

《项目管理——项目高效决策与规划执行》 

《桌面生产力：Excel 高效办公应用》 

《商务演示逻辑与版式设计：PPT 设计技巧》 

《办公效率提升之道：高效运用 Word、Excel 和 PPT》 

89、许  君老师：《沟通心理学》 

《情绪与压力管理》 

《做挫折和困境的主人-逆商提升心理训练》 

《领导者情商管理》 

《管理心理学之打造高抗挫力团队》 

《新生代员工管理》 

90、尚  翎老师：《与压力为友——压力与情绪管理》 

《“七”心协力——团队目标与协作（体验式游戏）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管理者的自我修练》 

《时间与精力管理》 

91、李修平老师：《管理者角色认知》 

《可量化的责任心——颠覆传统责任的新思维》 

《结果领导力》 

《团队沟通技巧》 

《高效执行力》 



《问题分析与解决》 

《基于结果实现的复盘》 

《基于市场化的团队建设》 

92、陈亭如老师：《管理者五项修炼》 

《管理者高效沟通》 

《高绩效团队建设》 

《管理者情商修炼》 

《绩效改进的辅导》 

《教练式管理艺术》 

93、赵志奎老师：《勇攀珠峰——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吉塔行星——目标与计划管理》 

《模拟联合国——跨部门沟通与协作》 

《沙漠掘金——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与管理技能提升》 

《企业 360 度经营管理——经营者思维》 

《职场高情商修炼五阶实战训练营》 

94、张  雷老师：《管理者高效沟通》 

《赢在执行力》 

《企业经营沙盘初级之穿越无人区》 

《中层管理者的七项修炼》 

《企业中坚力量之创新管理》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95、王文华老师：《领导力提升之六脉神剑》 

《高绩效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绝对执行——管理者高效执行力的五大途径》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目标管理与计划落实》 

96、胡军令老师：《赋能领导力——管理者打造高绩效团队的关键能力》 

《华丽转身——新晋管理者从 0 到 1 的成长之路》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人才战略规划与培训体系建设》 

《企业战略梳理与经营计划制定》 

《互联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97、李志勇老师：《留住团队骨干的六项精进》 

《达成高绩效的目标管理四步法》 

《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提升中层管理者团队领导力的五项修炼》 

《与上级共赢——管理者向上沟通与协作的艺术》 

《团队情境管理》 

《最佳绩效辅导》 

98、张楚培老师：《管理有道，领导有方——管理者胜任力提升》 

《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管理者创新力提升》 

《心理学在管理中的运用》 

《赢在职场——人际交往与高效沟通》 

《优秀职业人修炼之道——管理者职业素养提升》 



《企业变革之道》 

99、宋国正老师：《电力班组安全生产管理》 

《电力系统情绪智能与压力管理》 

《电力系统高效能成果沟通技巧》 

《赋能对话领导力训练》 

《高效团队打造训练营》 

《团队目标与成果管理训练》 

100、刘黎明老师：《TTT：烟草行业内训师培训》 

《走进烟草》 

《有效沟通—烟草行业职场人必备素质》 

《员工职业道德素质提升培训 》 

《烟站站长职业素质培训 》 

《烟叶评级员素质提升综合知识培训》 

《卷烟真伪的鉴别》 

《公文写作烟草行业员工素质提升》 

101、陈海莹老师：《MTP 优秀管理者技能提升训练 》 

《心想事能成——目标与计划管理》 

《带好徒弟自身轻—下属辅导与激励》 

《高绩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管理者的角色与自我认知》 

《一句顶万句—用沟通打破障碍》 

以上授课老师详细介绍、培训课程详细提纲、培训费用等请与我中心

培训部 010-88517055 或者 13910007503（微信同号）张国良老师

联系、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