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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组织浙江企业《走进华为》
培训学习时间的调整说明

各地市县区经信局、组织部人才办、工商联、企业联合会、企业

家协会、各行业协会、各会员企业、各有关单位：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根据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浙江

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简

称浙江省“三会”）对 2020 年 1 月 8 日已下发的浙工经【12 号】、

浙企联【13 号】《关于 2020 年度组织浙江企业《走进华为》培训

学习》文件中相关培训学习时间做出相应调整，说明如下：

附件一：浙江培训班——《向华为学成长（浙江）实战营》

调整后的具体学习时间

学习模块 学习时间安排 学习主题内容

模块一 2020 年 6 月份（2天） 《华为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模块二 2020 年 8 月份（2天）
《从战略到执行：华为的战略

管理体系》

模块三 2020 年 9 月份（2天）
《以奋斗者为本的组织、绩效

与激励》

模块四 2020 年 10 月份（2 天）
《华为干部管理与人才梯队

建设》

模块五 2020 年 11 月份（2 天） 《华为营销创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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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 2020 年 12 月份（2 天）
《业务成长驱动的华为变革

管理与流程优化》

模块七 2021 年 1 月份（2天） 《华为创新管理实践》

学习地点：杭州开课，具体地点待定。其他学习课程设置及

内容、参加学习对象、学习相关费用等不作调整。

附件二：华为总部班——《华为总部深度学习研修班》

经与华为总部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组织学习活动待华为园区

开放后方可安排进行，各相关企业需先提交参加报名表。华为总

部班的学习内容、日程安排、参加学习对象、学习相关费用等不

作调整。

望各单位收到通知后，积极宣传发动和选派相关负责人参加

此次学习活动。填写好报名登记表（附件三），传真或邮件至浙

江省“三会”国内交流培训部。会有专人安排对接相关培训事宜。

联系人：邓招贺

电 话：0571-85800626 138-6881-0222

传 真：0571-85801852 邮箱：42061208@qq.com

地 址：杭州市凤起路 290 号三华园 3 号楼 7 楼

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浙江省企业家协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mailto:420612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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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华为学成长（浙江）实战营》
学习优惠政策

为进一步推动疫情后企业健康经营，加大企业经营者和经理

人的培养力度，对标学习优秀企业的先进管理，从而更好帮助企

业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根据学习安排，经与有关方研究决定，

更大力度的支持到相关企业，特制定此学习优惠政策。说明如下：

优惠政策一：

凡报名参加《向华为学成长（浙江）实战营》课程中的七大

模块十四天课程，即报名学费为 39800 元/人。可免费获得学费计

50000 元的“华为线上学习系列组合课程包”（如下附件），参加

名额达 20 位。根据企业需要任选其中两大系列 12 节课程（课程

包分为三大系列，每系列 6 节课程，每节课程时长为 2-3 小时，

共 18 节课）。

优惠政策二：

凡报名参加《向华为学成长（浙江）实战营》课程中，在 6

月份举办的第一模块华为文化学习，即报名学费为 6800 元/人。

可免费获得学费计 6800 元的“华为线上学习系列组合课程包”，

参加名额 1-2 位。根据企业需要任选其中两大系列 12 节课程。

附：华为线上学习系列组合课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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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向华为学成长”线上高端论坛（三个阶段）

原收费标准说明：

三个阶段培训学习费用为嘉宾席 1500 元/人；团队价 12000 元/10 人；31500 元/30

人；45000 元/50 人。

第一阶段 课程内容

第 1 节：《面对危机—走出华为冬天的战略实践》

分享内容：

一、华为发展战略引导

二、过冬——2003 年华为如何面对内忧外困

三、转念——2008 年华为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四、突破——2010 年华为为什么决策做手机

五、远瞻——华为从何开始准备中美之战

六、深思——华为战略管理的方法论

导师介绍：

张继立 华为集团原移动解决方案总裁（直接

向董事会汇报）

第2节：《穿越疫情——任正非的磨难与企业家精神》

分享内容：

第一部分：任正非的磨难

一、苦难的青少年时代及蹉跎的军旅生涯

二、艰难的从商及创业之路

三、低谷迷茫以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部分：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

一、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战略定力

二、对待客户宗教般的信仰与敬畏之心

三、博大的胸怀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导师介绍：

朱士尧 华为公司原党委副书记

第二阶段 课程内容

第3节：《布阵点兵—“力出一孔”的组织经营管理》

分享内容：

一、不通人性无从谈起经营和管理

二、直面并突破管理瓶颈的经营力

三、布阵点兵为组织执行保驾护航

四、氛围和激励管理树立组织导向

导师介绍：

张继立 华为集团原移动解决方案总裁（直接

向董事会汇报）

第4节：《财散人聚——华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分享内容：

一、华为怎么创造价值？

二、华为怎么分配价值？

三、奖金获取分享制案例

导师介绍：

唐继跃 华为公司前无线产品线干部部长，人

力资源部招聘调配部部长，华为公司原党委副书

记，现任华为人力资源委员会干部处顾问

第三阶段 课程内容

第 5 节：《制胜法门——华为以客户为中心》

分享内容：

一、缘起悟道：市场逼出来聚焦客户的文化

二、在营销体系落地：在有炮声的一线建立指挥所

三、在运营管理落地：经营要抓住业务的主要矛盾

导师介绍：

张继立 华为集团原移动解决方案总裁（直接

向董事会汇报）

第 6 节：《功以才成——人才优势赢得竞争优势》

分享内容：

一、华为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概况

二、人才管理的价值认识及实践

三、以人才优势赢得竞争优势

导师介绍：

Richard 华为公司前海外地区部副总裁，海外

地区部人力资源部部长，海外多个国家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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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华为狼性大客户营销》线上实战训练

原收费标准说明：

6 节线上课程培训学习费用为 5800 元/人；因疫情原因推出半公益优惠价 2999 元/

人，且一人交费可两人学习。

课程特色：

1、依托华为成功经验：以华为成功的大客户营销模式为基础；华为这套打法在全球 170 多个

国家使用；6 万营销将士在使用。

2、实战出身：曹老师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大客户营销人员，曾经销售回款 30 亿元以上。

3、华为原版：具体的操作指导书、模板、表格、方法、工具等资料完备。

4、超强的总结和引导能力：曹老师具备敏锐的嗅觉和总结能力，能够在演练的过程中准

确把握学员的优点和改进点，正确引导学员。

5、业绩提升：曹老师辅导过的企业，业绩提升普遍在 30%以上。

课程管理：

全程安排班主任带班，督导企业学员进行改进方案设计、线上答疑交流。

第 1 节：《大客户营销与项目运作》

分享内容：

一、销售项目管理的建立步骤

二、销售项目管理因素分析

三、大项目运作所具备的特质

第 2 节：《如何发掘项目机会》

分享内容：

一、如何寻找项目机会

二、市场、项目、客户，学会换位思考

三、站在客户角度谈需求

第3节：《何发现客户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

分享内容：

一、发掘客户显性需求、隐形需求、对公需求、

对私需求

二、总结产品/解决方案的特点与卖点

三、找准客户接受产品的切入点

第4节：《如何分析项目要点》

分享内容：

一、客户、竞争对手、自身的三角分析

二、懂自己、懂客户、懂行业、懂对手

三、对手与自身的 SWOT 分析

第5节：《如何制定销售策略》

分享内容：

一、目标的三个层次

二、铁三角团队

三、策略转化到计划

第6节：《销售项目管理》

分享内容：

一、项目计划阶段的要素分配

二、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解决

三、项目成功的要素分析和总结

导师介绍：

曹苍宇 原华为高管，长期担任华为的内部高级培训师。国资委高级干部培训班客座讲师，中国

人民大学商学院特聘讲师，吉林大学管理工程学士、硕士；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客座讲师；北大、

清华、武大、哈工大、浙大等总裁班特聘讲师；多家企业的高级顾问。



— 4 —

系列三：《华为精益生产 10 倍级增效之道》线上实战营

原收费标准说明：

6 节线上课程培训学习费用为 5800 元/人；因疫情原因推出半公益优惠价 4800 元/

人，且一人交费可两人学习。

课程特色：

1、主讲老师不但是华为增效的亲历者，更为华为提供过增效咨询服务。

2、结合华为、丰田总部经历和 IE 背景，讲解透彻，好懂好用。

3、既剖析精益生产增效的逻辑（“道”），理解道理才会应用；又讲解华为生产增效的真实

历程（“道”），听下来感受才深。

课程管理：

全程安排班主任带班，严格完成各单元作业；远程辅导企业进行改进方案设计，线上答疑交流。

第 1 节：《华为的精益生产效益》

分享内容：

一、分析华为以 IE 为根基

二、生产工时和品质考核

三、增效至少 2 倍

第 2 节：《华为精益生产分析》

分享内容：

一、华为的科学管理

二、从管理到优化

第 3 节：《精益生产增效原理》

分享内容：

一、如何理解增效原理

二、如何运用增效原理

第 4 节：《精益生产落地》

分享内容：

一、打牢精益生产基础

二、人效提升分析

第 5 节：《精益生产带来的突破》

分享内容：

一、全方位实施精益生产

二、实现质效提升

第 6 节：《华为精益生产的“奇迹”》

分享内容：

一、华为精益生产与智能制造

二、华为精益生产从增效 3 倍到增效 12 倍

导师介绍：

朱相鹏 拥有华为和丰田总部经历的精益生产专家；从华为出来，还能反过来给华为提供咨询的

极个别顾问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硕士导师；清华大学全国工业工程大赛专家评委；工业工程与

管理研究会创始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