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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请打开网站：www.ewisx.com ，点击任一活动，于活动介绍页面底部提交报名信息； 

如有疑问，请联系课程顾问协助报名：ewisx_com。 
 

关注公众号：ewisx 课程顾问：ewisx_com 

 

 

 

 

人才发展公开课 
 

 

主    题 场次 主讲 

构建高竞争力的人才战略 上海 6 月 15-16 日，广州 9 月 22-23 日 林丽萍 

基于战略的人才盘点与继任计划 深圳 7 月 14-15 日 何欣 

胜任力与任职资格体系建模与应用 线上 6 月 27-7 月 16 日 赵惠颖 

敏捷人才发展项目设计与运营 广州 8 月 11-12 日 元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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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竞争力的人才战略 
人才标准+人才评估+人才发展三大体系 

上海 6 月 15-16 日，广州 9 月 22-23 日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598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9:00-17:00）、会议资料、午餐、茶歇；不包含晚餐和住宿 

 
课程目标 Benefits 

  * 帮助人才发展负责人理清思路，提升人才管理效能 

  * 帮助业务主管明确个人在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和作用 

  * 掌握人才培养体系的整理思路及三大体系的应用 

  * 掌握每个体系搭建中关键节点的工作内容、工具和方法论 

  * 能根据自身企业特点设计人才培养体系的初步方案 

 

 

培训对象 Who Should Attend 
业务单元管理者；负责或参与人才发展的管理者；负责培训、人才发展、组织发展的人员 

 

 

课程大纲 Agenda 

一、构建人才培养体系整体思路（WHY-HOW-WHAT） 

  * WHY：人力资源管理演进过程---人力资源价值管理增值阶段对人才的渴求 

  * HOW：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步骤和节点 

  * HOW：构建高竞争力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些要求 

  * WHAT：人才培养体系全景图---三大体系构建：从人才标准到人才识别到人才发展 

 

二、构建人才标准体系 

  * 明确企业需求与人才要求：人才数量分析&人才质量分析 

  * 如何选拔人才？建立选拔标准：胜任力素质模型与任职资格体系 

  * 如何确定人才标准：胜任力素质模型、企业文化等 

  * 人才标准体系---如何构建胜任力素质模型 

  * 胜任力敏捷建模---拆解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胜任力敏捷建模案例 

  * 胜任力模型的行为事件访谈法介绍（BEI 技术） 

    >>定义绩效标准、选取效标样本  

    >>BEI 行为事件访谈法的实施流程 

    >>BEI 行为事件访谈法的 STAR 提问技术 

    >>STAR 提问时的注意问题 

  * 1.5 天胜任力敏捷建模工作坊实作---流程与方法论 

    >>胜任力敏捷建模的方法论 

    >>胜任力敏捷建模的流程 

    >>胜任力敏捷建模的工具 

    >>如何编写胜任力素质的行为描述 

    >>构建完整的胜任力模型是什么样的？ 

  * 案例展示：某互联网公司基层主管胜任力模型的敏捷建模案例 

  * 如何应用胜任力素质模型搭建企业人才发展体系 

    >>胜任力模型如何用于人才标准体系 

    >>胜任力模型如何用于人才识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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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力模型如何用于人才培养体系 

    >>胜任力模型如何结合 IDP（个人发展计划）做人才培养 

  * 案例展示：某集团公司核心胜任力模型的构建应用案例 

 

三、构建人才评估体系 

  * 人才评估三维度：能不能、合不合、愿不愿 

  * 人才评估体系---实战案例：某集团企业评价中心的搭建与应用 

    >>评鉴维度与各种评鉴工具的区别：线上与线下测评工具 

    >>如何选择合适的评鉴手段---案例展示：公文筐、情景模拟、案例分析 

    >>建立内部评鉴能力---内部测评师团队的建立与能力提升 

  * 人才评估体系---人才盘点的方法论与最佳实践 

    >>人才盘点的流程和基本原则 

    >>人才盘点的工具方法---识别关键岗位、识别潜力、九宫格等 

    >>人才盘点的结果应用---个人发展计划、领导力发展地图等 

案例展示：某集团公司人才盘点的实战案例 

 

四、构建人才发展体系 

  * 人才发展项目三要素---发展项目设计（团队和个人）、打通职业发展通道（晋升机制）、激励保留

机制（合伙人机制） 

    >>发展项目设计---团队发展方式：重点发展项目实战案例展示：管培生计划、内训师选育用留、

移动学习项目、高管定制培养项目、HRBP 训练营等 

    >>发展项目设计---个人发展方式：个人发展计划 IDP、702010 学习法则 

    >>打通职业发展通道：职业发展双通道与职等职级设计 

晋升机制建立---案例展示：企业内部如何做晋升 

>>激励保留机制---如何保留激励：合伙人机制介绍 

 

五、总结与行动计划 

 

 

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林丽萍 

曾任互联网教育集团 HRVP 

多年 500 强公司人力资源高管经验  

人社部认证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 CTI 认证“共创式教练”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17 年大型外企/民企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操盘过 5.4 亿人力成本管控及优化项目、大型集团公司组织

架构梳理及三定（定人定岗定级）项目、企业文化从 0 到 1 搭建及落地项目、薪酬绩效体系搭建及

落地、中高管定制培养项目。 

 

林老师擅长人力资源成本管控、组织优化、中高管人才培养项目设计、绩效体系。涉及互联网教育、能

源、半导体、汽车、地产、大型零售点、金融、农业等众多行业。 

 

服务过的客户包括：招行总行、中国邮政、美的集团、国家开发投资集团、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广

州亚美科技、新华国际教育集团、安森美半导体、中兴联、威能科技、耐世特汽车系统、捷普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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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战略的人才盘点与梯队建设 

深圳 7 月 14-15 日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680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9:00-17:00）、会议资料、午餐、茶歇；不包含晚餐和住宿 

 

课程简介 Briefing 

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如何更有效的管理企业人才以及关键人才的继任计划，成为各级管理

者与 HR 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HR 也从传统的人事服务转为业务战略伙伴和人才管理伙伴，这对 HR

同仁们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从数据提供者，变为人才盘点的引导者和推动者。本课程为助企业各级管

理者与 HR 在对关键人才盘点及继任计划的工作，提供系统的工具和方法，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人才盘

点与继任计划的思路与应用。 

 

课程目标 Benefits 

  * 学习、决策、流程与工具，从而掌握专业的继任者规划方法 

  * 获得制定继任者计划的最佳实践与技能 

  * 建立人才评估与管理的全面知识体系 

  * 学习继任者的识别标准 、定义及发展计划 

  * 学习高潜人才的战略、标准与评估等关键方法 

 

培训对象 Who Should Attend 

人力资源各层级管理者；各部门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主管、CEO、总经理 

 

课程大纲 Agenda 

一、以终为始：基于战略的人才供应链打造 

  * 案例导入：从业务战略到人才挑战、人才战略 

  * 战略思考：人才战略管理及规划的基本过程（TTSC） 

  * 全景罗盘：人才战略关键技能罗盘（由外到内的全盘思考） 

  * 技能卡片 1、人才供应链（业务对人才梯队的诉求） 

  * 技能卡片 2、人才复制（新业务单元如何快速成长） 

    1. 解读：人才梯队建设的目的 

       >>打造“人才供应链”（操盘技巧） 

    2. 对人才供应链三大工具的效果分析  

  * 技能卡片 3、看护成本 

    1. 招聘、培训、绩效、薪酬等要素与人才保留 

  * 人才供应链打造案例：X 企业内部人才缺口分析及供给基本思路 

二、IEA：人才盘点的关键思路与模型工具的应用 

  * 开局案例：X 企业人才盘点的实操过程  

  * IEA 模型：人才盘点三大要素基本逻辑 

  * 模型要素 I：人才信息库建设 - “3+4” 

    >>I1-人才信息库：七大部分“3+4”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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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人才信息库：信息库建设工作及模板 

  * 模型要素 E：人才评估 - 过去、现在、将来 

    >>E1-关注过去：业绩评估及达成手段评价  

    >>E2-关注现在：任职者人岗匹配的评估点  

    >>E3-关注未来：对发展潜力的预测与研判  

    >>EIP 工具：高能、重要、潜质与问题模版 

  * 模型要素 A：盘点应用 - 人才发展与继任 

    >>A1-分布逻辑：人才盘点情况与九宫格设定 

    >>A2-应用维度：九宫格与人才发展的端应用 

    >>A2-应用维度：九宫格与继任计划端的应用 

    >>关键工具演练：人才继任图谱与场景化游戏 

三、继任计划发展之：人才入库  

  * 第一步、确定目标职位与后备职位  

    1. 后备人才范围及比例建议 

  * 第二步、确定选拔标准  

    1. 潜力评估：操盘企业样例（3H 框架） 

    2. 潜力评估问卷 16 项指标建议（5+11，可选择） 

  * 第三步、组织选拔考核（关注测评要素）  

    1. 选拔流程样例 

       >>常见方式 1：基于招聘面试过程，万达、华润等） 

       >>常见方式 2：360 度测评  

  * 补充知识点：人才标准（JD、GC、CM）  

       >>常见方式 3、模拟公文 

  * 第四步、报后备干部考核委员会审批 、入库  

    1. 提报、入库的基本策略 

四、继任计划发展之：在库培养  

  * 案例：内部培养供给规划（出栏率的思考） 

  * 后备人才池的建设：联动形成一级、二级人才池 

  * 关键思路：后备人才成长的“五个看” 

五、继任计划发展之：出库及任用（含风险应对） 

  * 任用：三位一体操盘  

  * 基于业务的“三堂会审”模式 

  * 案例：验收考核（万达） 

  * 重要工具：后备岗位选用及保护策略（我的建议） 

  * 任用：从入职到任命的整个过程（案例） 

六、企业问题及操作思路延伸及交流 

  * 其他关于人才盘点、继任计划的操作思路交流 

  * 企业个性化问题交流 

 

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何欣 

 

拥有 15 年世界 500 强从业经历，连续工作 5 家国内顶级企业大学，负责多家企业大学筹建及日常管

理工作、并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事业合伙人。一切以业务出发解决问题，在坚持培训要“有用”的思

想基础上，致力于企业大学的客户化经营、专业化生存、项目化运作，打造“人才发展+问题解决”一

体两翼的组织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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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与任职资格体系 
- 敏捷建模与应用实务 

线上 6 月 27-7 月 16 日（共约 12 小时含录播+直播答疑）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1299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电子资料、课程复习、一年内回看、 

班主任全程带班+项目设计练习 

*报名后请注意查收确认邮件，内含付款账号等信息； 

*用户付清全款后方可获得课程链接 

 

课程简介 Briefing 

21 世纪过去 20 年了，可最缺的还是人才！ 

招聘甄选盲人摸象，晋升选拔雾里看花…… 

老板喊缺人、缺梯队，员工喊要发展、要加薪…… 

标准在哪里？只看绩效太短视，要看能力没章法…… 

是时候建立以能力发展为牵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了，那么如何又快又系统的导入胜任力和任职资格

管理呢？ 

 

课程目标 Benefits 

帮助学员掌握： 

任职资格框架设计的 3 种模式，与高层快速达成共识； 

任职资格敏捷建模的 1 套大流程、3 种开发模式、6 个典型工具，让你能有效组织专业技术骨干短周期

集中攻关开发任职资格标准； 

设计认证管理的 5 个关键事项，认证不踩雷； 

设计基于任职资格的 8 大人力资源核心模块设计，涵盖人力规划与编制、培训项目设计与能力培训计

划、梯队建设与职业通道拓展，并打通薪酬设计关卡； 

通过多达 30 个案例、模版展示，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实战工具 

 

课程大纲 Agenda 

第一课：任职资格概述 30 分钟 

1. 任职资格体系概述 

2. 任职资格的构成 

3. 任职资格构建过程 

3.1. 需求诊断 

3.2. 概要设计 

3.3. 详细设计 

3.4. 测试验证 

4. 任职资格体系建设的关键成功要素 

第二课：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1） 30 分钟 

5. 职业发展通道设计 

5.1. 职业发展通道类型 

5.2. 职业发展通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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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职业发展通道等级 

5.4. 职业发展通道角色定义 

第三课：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2） 30 分钟 

6. 任职资格标准设计要点 

6.1. 任职资格标准的层次结构 

6.2. 任职资格标准的开发方法 

6.3. 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流程 

第四课：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3） 30 分钟 

6.4. 通用能力开发 

6.4.1. 焦点小组 

6.4.2. 适用性分析 

6.4.3. 关键词条及行为标准撰写 

第五课：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4） 40 分钟 

6.5.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开发 

6.5.1. 职位职责分析法 

6.5.2. 战略推导法 

6.5.3. BEI 解码 

6.5.4. 关键词条及行为标准撰写 

第一次直播：任职资格建模方法 

发放项目作业 

第六课：任职资格标准敏捷建模（5） 20 分钟 

6.6. 管理族领导力与任职资格 

6.6.1. 领导力 

6.6.2. 管理技能 

第七课：任职资格认证管理（1） 30 分钟 

7. 认证类别 

8. 认证流程 

9. 任职资格初始级别转变规则 

10. 认证模式 

11. 认证答辩要点 

11.1. 答辩守则 

11.2. 评委注意事项 

第八课：任职资格认证管理（2） 30 分钟 

12. 认证偏差及校准 

13. 认证基本条件、周期、管理权限 

14. 认证结果 

14.1. 比例控制法 

14.2. 达标项数法 

15. 申诉管理 

第二次直播：任职资格认证实施 

第九课：任职资格应用（1） 30 分钟 

16. 任职资格用于人力资源规划 

16.1. 人才数量预测 

16.2. 人力资源规划 

17. 任职资格用于招聘甄选 

17.1. 招聘广告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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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行为化面试题库 

18. 基于任职资格的培训体系建设 

18.1. 课程课程体系 

18.2. 培训需求 

18.3. 培训项目设计 

18.4. 培训效果评估 

第十课：任职资格应用（2） 30 分钟 

19. 以胜任力提升和职业发展为导向的绩效评价 

19.1. 胜任力用于绩效评价 

19.2. 绩效发展面谈 

20. 基于任职资格的人才培养计划 

20.1. 使用职业发展 Roadmap 方法论 

20.2. 发展方式金字塔 

20.3. 学习风格 

20.4. IDP 学习与行动计划 

第十一课：任职资格应用（3） 30 分钟 

21. 任职资格用于人才梯队建设 

22. 职业通道拓展与晋升 

23. 基于任职资格的能力薪酬设计 

23.1. 三种典型的薪酬结构 

23.2. 任职资格等级与薪酬衔接 

23.3. 任职资格认证结果用于薪酬调整 

第三次直播及结营：任职资格体系接口应用设计 

 

 

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赵惠颖 

 

赵老师现任某互联网公司管理顾问，深圳致璞科技、广东众生药业等公司人力资源顾问；曾任金立通

信、华润三九、平安集团 HRD、薪酬绩效经理等职位，深圳交通电台王牌栏目《人才驾到》嘉宾。职

业经历跨越高科技制造、医药、金融及互联网等不同行业，擅长在不同的业务模式和不同的公司治理架

构下，识别业务痛点，整合资源，搭建战略与组织管理、全面薪酬激励、任职资格与领导力开发等人力

资源核心模块，帮助组织转型和人效提升。 

 

咨询领域：组织及职位管理、薪酬激励体系设计、股权及中长期激励方案设计、绩效管理体系设计；熟

悉高科技制造、互联网、医药、金融等行业人力资源运作，有国企及民企人力资源变革项目成功经验。 

 

项目经历： 

华润三九全员绩效管理项目； 

某通讯集团职位体系与全面薪酬重塑项目、研发项目绩效快照项目； 

麦克韦尔公司职位与薪酬体系建设项目、全面激励项目； 

几米集团营销&研发关键岗位激励项目 

 

主讲的课程有：职位体系建设与职位评估，全面薪酬体系搭建，战略性薪酬规划与人力效能密钥，OKR

与敏捷绩效管理，短期激励方案设计实战，中长期激励与创新业务孵化设计，雇主品牌建设及招聘管理

系统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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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人才发展项目设计与运营 

广州 8 月 11-12 日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598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9:00-17:00）、会议资料、午餐、茶歇；不包含晚餐和住宿 

 

课程简介 Briefing 

组织和业务的快速发展变化，对人才队伍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关键人才的加速成长，如

何将工作学习相互融合、让学习技术赋能工作。“学习诚可贵，时间价更高”，学习项目如何小步快走，

快速解决业务问题？这是每一个培训管理者和业务部门关心的问题。 

 

课程目标 Benefits 

  * 通过 1 套简单流程方法，识别高潜人才 

  * 运用 3 条原则，指导项目框架设计 

  * 掌握 4 个维度，规划学习内容 

  * 采用 5 个运营策略，打造品牌化项目 

  * 学会多个评估方式，评估项目 

 

课程大纲 Agenda 

一、课程导入 

1. VUCA 时代人才培养发展 5 个新特征 

2. 传统人才培养发展 4 个典型问题 

3. 人才培养发展思维升级 

  * 人才的产品思维 

  * 人才的经营思维 

  * 人才的敏捷思维 

二、以终为始，进行人才发展规划 

1. 基于战略和业务的人才培养逻辑 

  * 培训的价值 

  * 人才培养与商业价值的关系 

2. 确定少数关键人选 

3. 企业内部人才推荐选拔的流程和方法 

4. 企业常见推荐选拔人才中常遇到的坑和对策 

5. 聚焦业务场景，敏捷建模 

三、人才加速发展项目方案设计 

1、人才培养发展 3 定位 

  * 学员背景 

  * 学员状态 

  * 学员岗位 

2、项目设计的 3 条脉络线 

  * 实践线：聚焦业务挑战和学员能力发展 

    >>哪些业务问题适合在项目中做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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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问题和学员能力发展如何有机融合？ 

  * 学习线：混合式学习内容和方式的设计 

    >>从敏捷实践业务问题解决，确定学习内容 

    >>个性化差异化发展：IDP 如何在企业内部有效推进 

    >>内容设计的 4 个基本准则 

  * 觉察线：建立轻量化的自我认知设计 

    >>学员之间反馈 

    >>项目过程性的可视化反馈数据 

3. 项目风险评估和预防 

4. 设计项目成果具体化、有形化、可评估化 

5. 练习：设计高潜人才发展项目方案 

四、项目产品化思维运营实施 

1. 项目品牌化 

  * 什么是品牌化 

  * 包装你的学习产品 

2. 制造热话题 

  * 用案例讲故事 

  * 用数据说话 

3. 渠道多元化 

  * 打造多维度的营销渠道 

4. 传播视觉化 

  * 找产品找代言人 

  * 发挥高管的榜样力量 

5. 管理精细化 

  * 善用用精益思维 

  * 善用产品思维 

6. 项目稀缺性 

  * 注重流程性的设计 

  * 话术方法的选择 

五、培训项目评估汇报 

1. 研讨：我的培训效果评估的痛？ 

2. 培训效果内容评估和呈现 

  * 内容评估 3 聚焦 

  * 数量型培训价值指标设计 

  * 问题解决型培训价值指标设计的 5 个关键 

3. 培训效果评估参与人 

  * 研讨：如何设计一场精彩的培训汇报会 

  * 撰写一份精彩的培训效果评估报告 5 个价值维度 

  * 问题集市：如何设计培训多方反馈问题，获取评估报告数据？ 

  * 案例：高潜人才培养项目评估结果汇报报告 

4. 全方位的反馈和评估机制搭建 

  * 全方位反馈维度 

  * 过程性评估 

  * 结果性评估 

  * 练习：设计你的项目评估指标 

5. 实践案例：高潜人才发展项目总结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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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元晓敏 

近 20 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领导力与人才发展资深顾问 

经验萃取与案例开发专家 

《百炼成金---3P 经验萃取©》版权所有者及课程导师 

 

先后任职于天合光能、佳通轮胎、尚德电力等全球性企业总部，担任学习与发展总监、企业大学运营管

理总监、领导力发展负责人等职位。在领导力发展、人才开发管理、企业大学运营等领域具有丰富经

验。 

 

多家上市公司领导力与人才发展高级咨询顾问，奉行“在行动中发展领导力”的学习理念，先后成功为多

家企业搭建领导力战略发展体系、在组织变革转型期，设计和实施支持企业战略落地的全球高潜人才

梯队能力发展提升，领导力学院三中心：案例中心、测评中心、行动学习中心筹建等重要工作。 

 

主导完成多个组织级领导力学习项目设计开发和落地，筹建的企业大学和主导的领导力学习项目。擅

长领域：企业人才发展体系建设（人才梯队、高潜人才、管培生/校招生培养），企业学习体系（讲师体

系、课程体系、案例体系、行动学习）建设，企业大学运营、学习发展与领导力 

 

基于国际通行的流程方法论和国内优秀标杆实践的跟踪研究，经过多年思考、研讨和探索，原创性地提

炼出了企业领导力及人才发展、组织学习和企业大学建设的流程体系及一系列工具与方法论，并得到

业界认可和大量应用，为企业客户提升组织学习效率和人才开发质量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咨询服务与赋

能项目。 

 

近 3 年部分项目： 

2018 年 5-9 月，为某新能源企业策划实施全国销售项目经验萃取项目 

2018 年 9-11 月，为某家居服务企业内训师体系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2019 年 3-8 月，为某零售服务企业提供销售经验萃取项目咨询服务 

2019 年 5-8 月，为某制造型企业策划实施中层管理干部能力提升项目 

2019 年 4-8 月，为某零售餐饮服务企业策划实施全国门店店长经验萃取提升项目 

2020 年 6-8 月，为某餐饮服务业企业大学变革转型提供咨询服务 

2020 年 7-11 月，为某上市工业企业策划实施中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项目 

2021 年 3-5 月， 为某上市光伏企业策划实施高潜经理领导力发展项目 

2021 年 6 月，为某大型国企提供校招生培养发展咨询项目 

 

主讲的课程包括： 

《百炼成金---3P 经验萃取©》版权课、《开启卓越经理人的 5 把钥匙》、《中层管理者角色认知与转变》、

《敏捷人才发展项目设计与运营》、《校招生项目设计与运营》 

 

服务过的客户包括：天合光能、佳通轮胎、博世中国、国药、世贸、顾家家居、中国建材集团、圣奥集

团、苏泊尔、九阳股份、娃哈哈、悸动餐饮、来伊份、阿里巴巴、携程、同程艺龙、拍拍贷、泰隆商业

银行、台州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农商银行、英迈中国、诺亚财富、银科控股、中华保险、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中国水泥、东吴证券、美年大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