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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模块介绍

课程大纲

主要课程收益

适合对象

预计课程时间

1、战略成功案例；
2、21 世纪战略管理的挑战；
3、愿景、使命与环境分析；
1、战略管理

4、战略分析与选择；
5、战略实施：管理与运营、年度目标与全面
预算；
6、战略评价与控制：平衡计分卡；

大中型企业董事会成



培育战略管理的系统观念；



了解战略编制应考虑的内外部因素； 员；



掌握战略编制、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价
工具的应用；



降低战略风险，促进战略实现。



了解企业在信息系统环境下的风险

中高层管理者；

3~4 小时

战略管理爱好者。

7、战略管理的重要问题：全球化与社会责任。

1、成功企业的案例分享；
2、信息化条件下的企业风
险预警监控体系（ERMS）

2、风险预警、风险监控与信息系统；
3、企业风险监控体系（ERMS）介绍；
4、风险分类与风险识别；

预警与风险处置。


性，保持风险管理前瞻性和有效性。


掌握企业风险监控体系的设计与运
用，真正做到风险监测的科学性、及

5、风险预警指标与风险监控要素；
6、风险评级与应对处置管理；

理解风险管理目标性、动态性和预防

时性和风险应对的预见性。


及时识别影响企业发展目标的重大
风险，降低风险后果，保障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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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内控提升的企
业培训

2.5~3 小时

课程模块介绍

课程大纲
1、中国集团企业管控现状与难点分析；
2、法人治理机制与集团管控；
3、公司授权框架与体系设计；

3、集团管控与授权体系

4、重大事项授权的原则与方法；
5、日常事项授权的原则与方法；
6、特别授权的原则与方法；

主要课程收益



了解集团管控特点与法人治理机制；



掌握授权原则与授权方法；



掌握常规授权与特别授权的设计与
应用；



掌握授权体系的适应性和动态监控
原则。

7、授权体系运行的监控与报告。

1、全面预算管理案例；
2、全面预算与战略实施；
3、保障预算管理成功的要素；
4、基于价值导向的全面预

4、全面预算调研分析；
5、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导向与目标选择；

算管理

6、经济增加值（EVA）预算体系；
7、平衡计分卡（BSC）技术的应用；
8、全面预算方案设计；

适合对象

预计课程时间

大中型企业董事会成
员；
中高层管理者；

2~3 小时

财务人员；
内控内审人员。

大中型企业董事会成
了解全面预算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的

员；

作用；

预算管理委员会成

掌握结合 EVA、BSC、KPI 的全面预

员；

算的方法与具体应用；

中高层管理者；



掌握全面预算的阶段性目标设计；

关键岗位业务人员；



掌握个性化的全面预算方案设计。

财务人员；




内控内审人员。

9、全面预算管理程序。

2 /5

3 小时

课程模块介绍

课程大纲

主要课程收益

适合对象

了解资金管理风险，建立健全资金内

企业董事会成员；

部控制体系，保障资金安全；

中高层管理者；

降低资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与

财务总监；

效果；

财务管理人员；

掌握集团化企业资金管控方法；

财务会计、出纳员；

预计课程时间

1、 资金管理案例解析；
2、 企业资金管理风险识别与关键控制点；
3、 设计财务转型路径规划，由传统“核算型”
5、资金管控、财务转型与

向“收益性与风险管控型”财务转型；

4、 目标责任成本动态管理；
集团财务

5、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6、 集团资金管控、“现金池”设计与操作； 
7、 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方案设计、执

2 小时

熟练使用资金管理内控评价的工具。 内控内审人员。

行与报告披露；
1、人力资源管理案例解析；



2、人力资源规划及实施；
6、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设计

了解战略目标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

3、内部控制环境下的岗位说明书设计；



培育符合公司愿景的企业文化；

4、关键岗位定期轮换设计；



掌握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关键岗位定

5、薪酬体系设计；

期轮换、绩效考核在内的人力资源管

6、绩效考核与 KPI 指标设计；

理方法、工具；

7、员工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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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力资源管理最佳实践。

企业董事会成员；
中高层管理者；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内控内审人员。

2~3 小时

课程模块介绍

课程大纲

主要课程收益

1、供应链管理案例解析；


4、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5、库存管理策略；
7、供应链管理

预计课程时间

大中型企业主要负责

2、供应链管理概念与特征；
3、客户价值与客户服务；

适合对象

了解供应链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的
特点；



6、物流网络设计；

了解供应链管理各环节的管控策略
与应用工具；

7、供应链信息管理；



掌握供应链管理战略选择与评价；

8、供应链业务流程重构；



建立个性化的供应链管理体系，降低

9、供应链财务与风险管理；

供应链成本，提高客户服务满意度。

10、供应链管理战略；

人；
中高层管理者；
营销部门人员；
采购与物流部门人
员；

3~4 小时

人力资源与财务部门
人员；
关键岗位业务人员；
内控内审人员。

11、供应链评价模型。
1、信息系统管理案例解析；
2、信息系统规划；

8、信息系统风险管理



解析信息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

3、信息系统项目实施风险管理；

安全风险、不相容岗位设计、关键控

4、信息系统项目监理：需求审核、过程控制

制点。

与项目验收；



5、ERP 与内控信息化；
6、信息化环境下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降低信息系统实施成本、提高企业信
息化建设的成功率。



7、信息系统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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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了解内控信息化及其实施基础。

公司主要负责人；
中高层管理人员；
IT 人员；
财务管理人员；
内审内控人员。

2~3 小时

课程模块介绍

9、尽职调查

课程大纲

主要课程收益

1、尽职调查的目的



了解尽职调查的定义与目的

2、尽职调查的原则与一般程序



了解尽职调查工作原则及操作步骤

3、尽职调查调报告及关键点介绍



熟悉尽职调查关注重点领域：股权沿

4、尽职调查案例分析
1、财务尽职调查概述

革、流动性、盈利能力、人事；


2、财务尽职调查内容、范围、程序与方法
10、财务专项尽职调查

11、企业并购与商业尽职调
查

投资发展部人员

了解尽职调查的种类及与审计的差
别

财务部人员

熟悉尽职调查的范围与重点

审计部人员

4、财务尽职调查后续工作



掌握财务尽职调查的流程与原则

投资发展部人员

5、财务尽职调查案例分析



熟悉财务尽职调查的报告与格式



了解商业尽职调查及与其他尽职调
查的差异

营销部人员

1、商业尽职调查概要



掌握尽职调查业务及业绩结构分析

公司财务部人员

2、商业尽职调查实施步骤



掌握尽职调查挖掘中长期协同效应

投资发展部人员

3、商业尽职调查与价值评估



熟悉制定尽职调查行动计划

战略发展部人员



熟悉如何使用尽职调查结果

内控内审人员



熟悉商业尽职调查工作技巧



理解价值投资的战略思想；

企业决策层



学会估算企业的价值；

中高层管理者



掌握定性定量理解风险和回报的关

财务管理人员

系。

内控内审人员

3、价值投资战略思想；
4、股票及其估值；
5、企业并购战略及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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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时

战略发展部人员



2、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

预计课程时间

公司财务部人员

3、财务尽职调查调查报告

1、投资与并购案例分享；
12、投资与并购战略

适合对象

2 小时

4-6 小时

4~6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