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高管领导力系列课程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专注于高管领导力发展

光辉国际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和组织管理实战经验，并经过专业

顾问的不断地梳理、更新、优化后形成了一系列适合个人和团队进行系统性

学习的课程体系和方法论。

旨在帮助职业经理人、高管、企业家、终身学习者，探知跃升个人领导力和

团队绩效的管理秘诀，提升个人职业发展竞争力的同时释放更多潜能，为

组织和社会创造卓越价值。

关于光辉国际

光辉国际是一家全球性的组织咨询公司，我们为客户设计优化组织架构、

岗位和职责。我们帮助组织招聘优质人才，设计合理的付薪策略,并在帮助

组织发展和激励员工的同时，为员工的职业规划提供引导和支持。

我们在全球50多个国家104个办公室拥有超过11000名杰出的顾问 ,为您

提供五大核心解决方案：

组织战略

我们每年为超过100万名领导者提供领导力培训和发展

拥有超过40亿个全球专业和高管人员的人才数据点

我们深入了解并研究成功领导者需要具备的特质，我们了解未来的领导者
应该怎样做才能脱颖而出

测评与继任 人才招聘 领导力发展 整体薪酬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课程目录

《KF领导力体检课程》 课程费用：15000元/位

完成光辉国际KF4D领导力测评并获得完
整报告，半天的线上领导力培训  

光辉国际权威领导力模型和测评是领导者
成长之旅的加速器 

《创新领袖营》 课程费用：38000元/位

光辉国际实战专家与SKEMA商学院学术
教授提供指导，理论学习与实战演练相
结合，培育创新型领导力

KF4D领导力测评+专家一对一反馈，一
天线上+三天线下课程，探知领先的创新型
企业内在的管理秘诀

体验光辉国际在过去几十年项目实战经验
中积累总结出的人才战略规划设计、实施
落地过程中的方法论精髓，获得五套方法
论的理论研讨、实操流程、工具技巧

两天线下课程+半天线上课程，全方位解
析新时代人才发展的关键

《战略性人才管理》 课程费用：28000元/位

课程费用：26800元/位

两天线下课程，深入学习光辉国际卓越绩
效高管团队模型，打造高绩效高管团队

学习决策风格+领导力风格测评，帮助学员
深入理解个人和团队的契合点

《打造高绩效高管团队》

为CHRO视界升维，预见并遇见已来的
未来

《新时代的CHRO》 课程费用：26800元/位

KF4D领导力测评+两天线下课程，全
面为C H R O赋能。助力C H R O达成卓
越绩效并推动企业持续升级和转型

优秀学员有机会成为光辉国际的签约企业
教练， 参与光辉国际客户项目

《光辉国际企业教练认证》 课程费用：36800元/位

三天线下课程 + 三次辅导演练 + 教练认证
考核，两个月的陪伴式、共进式教练学习
之旅+学练互促以考验学

《战略解码与执行》 课程费用：28000元/位

学员企业案例实战揭秘战略解码成功要诀
+真实咨询案例分享构建战略管理闭环体系

两天线下实战演练提升企业高管战略
思维和格局



《KF领导力体检课程》

光辉国际权威领导力模型和测评是领导者成长之旅的加速器

课程背景

成功所需的可以观察
到的技能和行为。

光辉国际
KF4D
全人模型

能力

驱动因素特质

有助于个人准备好承担
未来角色的任务或职位。

经验

岗位
潜能指标

你是谁

你能做什么

岗位
胜任指标

难于观察
与发展

易于观察
和发展

招生对象

领导力体检
课程介绍

光辉国际

希望了解学习光辉国际领导力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员

希望加入光辉国际候选人库和光辉慧馆的高级管理者

希望了解自我，提升领导力，实现职业转型的管理者

偏好、资质和自然倾
向，包括个性特征和
智力。

影响一个人职业生涯、
动力和投入的价值观
与兴趣。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个性化 领导力发展建议驱动力

行为能力特质

光辉国际
领导力测评报告(样例)

第一部分 测评 (约 1 小时)

第二部分 线上赋能   (约 4 小时)

学员将在线进行KF4D领导力测评

领导力启航

深入了解光辉国际领导力4D模型

领导力体现的维度

了解自我领导风格

领导力提升

理解个人职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长短板

理解各维度对自我长中短期发展的影响力

聚焦个人发展突破性的关键能力项

我们拥有全球领先的
领导力测评和对标数据库

我们是值得信赖的
权威领导力发展专家

我们采取全人视角识别
领导力的内外维度

01 02 03
全球五大高管猎头中最大，
每年平均每3分钟就完成1
个高管招聘

积累了超过6,900万多份
专业领导力测评的市场洞
见数据

拥有超过40亿个全球专业
和高管人员的人才数据点

我们以全球最佳领导者数
据为基础，描绘出成功领
导者画像提供对标

全球8,600名顾问遍布53
个国家

我们的顾问精于业务，通
过他们在人才测评以及高
管教练方面的丰富知识和
经验，为您提供切实可行
的深刻见解

我们每年为超过100万名领
导者提供领导力培训和发展

我们深入了解并研究成功领
导者需要具备的特质，我们
了解未来的领导者应该怎样
做才能脱颖而出

光辉国际凭借70余年人力
资源咨询行业深耕所积累
的大数据，结合创新和权
威理论建立的KF4D全人模
型能提供多维度的人才和领
导力测评，准确预测敬业度、
有效性和绩效等指标

知人知面又知心，看人不
走眼，精准识别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打造高绩效高管团队》

外部环境在“日新月异”“急速变化”，高管团队却一直“原地徘徊”？
快速成长起来的团队，如何从“团伙”跨向“团队”？

“新”职业经理人和“老”班底摩擦重重，“团队”有名无实？

为什么单打独斗个个是“能”人，组成团队却变“熊”？

打造高管“梦之队”，到底有无“章法”，“真经”何在？ 

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走得更远。 
——非洲谚语

课程背景

光辉国际从过去几十年企业组织咨询和高管团队发展的经

验中，挖掘和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管团队缔造方法论，

基于光辉国际卓越绩效高管团队模型及全球最佳实践研究，

结合科学的评测工具，帮助学员深入理解个人和团队的契合

点，掌握高管团队引领企业转型落地的关键，绽放潜能，创

造价值。 

过程中，学员将有机会探知提升个人领导力和高管团

队绩效的管理秘诀，并通过沙盘模拟、小组案例和分享等

行动学习环节来即时演练个人和团队领导力在企业变革实

践落地的关隘和有效方法，达到学以致用和持续改进发展

的效果。 

中小型公司创始人、创业者、团队领导者

人力资源、企业大学负责人以及追求成长的终身学习者

大型公司高层/中层管理者
(由公司一号位/团队负责人带领高管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将获得更大收获)

招生对象

高管团队

打造  高绩效

课程介绍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上午
导入：光辉国际卓越绩效高管团队模型

光辉国际权威评测工具的在线测评：学习与决策风格 与 领导者领导风格

课后三周内，教练及资深顾问将根据所制定的行动计划进行一对一的跟踪
及辅导，对各组学员的改善进程和瓶颈提供辅导建议

基石：激动人心的共同目标

纽带：相得益彰的多样性团队

保障：步调一致的行为规范

复盘：概念回顾

关键：制胜千里的团队决策

支撑：与时俱进的团队成长

核心：激活效能的团队领导者

课程总结回顾

团队改善行动计划

下午

上午

下午

课 程 前 教学形式

课程内容

课 程 后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在线测评 沙盘模拟

理论教学 实践案例

先进理论学以致用

权威专业诠释和专家解读，帮助团队建立一套统一的思维框架和
管理语言

企业案例实践经验

先进理论与企业实践的完美融合，帮助学员加深理解，直击变革痛点
锁定成功

权威的评测工具和课后跟踪辅导

帮助学员了解团队和个体“真我” 结合理论方法，制定更为科学的
提升方案团队发展计划的跟踪辅导，帮助学员对所学内容学得会，用
得好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团队共创 教练辅导

所有参加并完成课程的高管
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费获
得参加光辉慧馆高端论坛峰
会名额，拓展高端商业人脉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光辉
国际高端候选人才数据库

光辉国际颁发的高管培训
证书

日后以优惠价格参加光辉
国际发展中心课程



《创新领袖营》

SKEMA商学院与全球顶尖组织咨询公司光辉国际将强强联手，共同培育高管领袖，

培养兼具“企业家+实践家”双形象的高层次创新管理人才

课程严选了光辉国际实战专家与SKEMA商学院学术教

授与提供指导，结合光辉国际全人模型KF4D领导力测评+

一对一专家反馈辅导，从帮助学员从建立清晰自我认知开始， 

深入挖掘个人创新领导力潜能，掌握激活团队和组织创新

的关键领导力抓手。习得业务创新的战略性视野和思路，

强化创新变革的影响力，掌握引领转型落地的关键。

“ 不确定的环境下，什么样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团队突出重围 ”

课程背景

课程介绍

创新领袖营

企业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企业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监等高层管理者

个人处于职业生涯瓶颈，希望提升个人领导能力寻求更
高职业发展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以及政府和事业单位管
理人员

希望学习了解高管领导力培养方法论的企业人力资源
高管、企业大学校长

招生对象



课程安排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课程亮点

权威KF4D
领导力在线测评

Korn Ferry – SKEMA共同颁发的
高管教育项目证书

专家一对一
反馈和辅导

实战案例
头脑风暴

所有参加并完成加速营课程的
高管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费获
得参加光辉慧馆高端论坛峰
会名额

加入SKEMA商学院校友会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光辉国
际高端候选人才数据库

明确课程目标，增进学员了解

建立领导力与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

了解创新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

审视创新领导者的关键品质，尝试锚定自己的激发支点

建立成为创新领袖的关键思维方法

全面了解全人模型下，领导力体检结果，进行全球竞争力数据对标

了解自身的优劣势

建立领导力自我跃升目标

重新认知团队创造力与生产力

学习团队创新研究成果：团队创新的关键流程，审视团队创新的脱臼环节

理解领导力对创新组织的绩效影响模型

掌握领导力发力的六脉神剑

实战演练，自检调整

情景模拟如何激发团队创造力，折射日常组织环境下领导力六脉神剑是否应用得当，发挥的效用

学习感召和引领团队投入创新的关键策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

第一天课程（线上） 创新战略与商业模型

第二天课程

创新领导
自我跃升

第四天课程

创新者
的DNA

第三天课程

激活团队
创新活力

重新认知战略
与创新的关系

理解组织变革
与竞争战略

学习战略
创新与公司业绩

的关系

探究变革时代
的创新管理

实战演练与
创新应用

案例研究:
企业与市场实践

的差异化

什么是创新 ( 创新定义和种类、创新的经济学原理、客户需求的组成、“四商合一”为创新 )

支持创新的文化 ( 文化及其形成过程、核心文化维度模型、文化和创新的量化关系 )

创新的流程 ( 创意生成 - 选择 - 实施 - 商品化 - 扩散、创新扩散的 S 曲线 )

变革方法论 ( 变革思想的变迁：从起源到数字化转型、变革中的心理管理 )

创新的结构 ( 支持创新的组织形式、边缘型 VS 融入型 VS 卫星型 )

创新者的DNA

行业大咖
分享

3天线下课程
1天线上课程

+



《新时代的CHRO》

课程背景

基于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深刻洞察，

光辉国际将和学员一起聚焦新时代CHRO面临的五大关键

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在VUCA的后疫情新时代，面临市场和未来的变局和不确定性，企业实现增长势必要

求组织进行持续升级和转型。企业的CHRO作为组织与人才建设的核心部门领导，要

当仁不让的扛起大旗，同时跨越职能边界，成为CEO的左膀右臂，帮助企业应对各种

变化，化危迎机，实现战略发展。

招生对象

课程介绍

CHRO及有志于成为CHRO的人力资源人才

新时代的CHRO

引领组织持续变革推动敏捷和韧性演进

升级业务经营视角享有战略决策话语权

触连组织内外英才创建人才生态网

助力数字化转型实现人力资源数字化

深化自我觉察认知培育个人领导力品牌

01

02

03

04

05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1 新时代CHRO的
关键课题 CHRO的角色演化 同频CEO的战略思

考和业务视角 构建敏捷韧性组织

助力组织保持卓越
绩效同时持续组织
变革

成为超越HR职能的
业务领导

迭代升级组织和人才

创建数字化人力资
源运营

了解未来趋势,拥抱机
会和挑战

未来的人才趋势及
挑战

人才的内生态和外
生态

建设人才生态系统
的挑战和风险

未来人才画像及战
略人才规划的设计
和思考

拓展人才视角，提级
人才生态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

数字化时代的人才
标准

规划、加速人力资源
数字化成熟之路

学员组织相关实践
分享

领导组织变革的行动
计划

职业及个人成长的行
动计划

转化课程成果，实现
知行合一

未来需要的敏捷
型组织及其形态：
硬性结构 

未来需要的敏捷
型组织及其形态：
软性文化

光辉推动组织变革
的方法与实践

升级构建敏捷组织的
思考和方法

企业战略和商业敏
锐度

人力资源战略支撑
业务发展

提升战略思考能力，
以业务经营者视角落
地人力资源战略成功CHRO的画像

CHRO在组织里的
定位 

明确未来关键成功要
素,审视自我定位

6 打造面向未来的
人才生态系统 7 建设人力资源数字化 8 CHRO的发展跃升计划

3 42
第一天

第二天

全球视角
连通光辉的国际化，全局性
视角

前沿理论和调研

本土成功实践 组织和个人的洞察
借力光辉领先的组织诊
断和个人测评

学习光辉深耕本土的实践
智慧

获悉光辉的前沿性研究

追求突破性成长促CHRO内省

公司内的显性和隐
性权力体系

影响和说服的艺术

理解和处理高管团
队内的矛盾冲突

高绩效高管团队建
设

倍增影响力，聚力推
动变革

5 施展推动变革的
影响力

所有参加并完成课程的高管
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费获
得参加光辉慧馆高端论坛峰
会名额，拓展高端商业人脉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光辉
国际高端候选人才数据库

光辉国际颁发的高管培训
证书

日后以优惠价格参加光辉
国际发展中心课程

给CHRO赋能 助力企业达成卓越绩效并推动企业持续升级和转型

为CHRO视界升维 预见并遇见已来的未来



《光辉国际企业教练认证》

招生对象

课程介绍

希望成为教练型领导者的企业高级经理及以上级别的
管理者和终生学习者

企业教练认证

光辉国际

如何成为教练型的领导者来真正激活团队和个体的潜能？

光辉国际将积淀几十年的领导力发展和教练辅导的洞见

与实践倾囊相授，并引入光辉国际全人模型KF4D和KFLS

领导力测评，提供学员从明道、优术，到落地实战的全历程

体验。

通过光辉国际企业教练认证课程的权威理论与实操辅

导演练相结合的陪伴式和共进式学习之旅，学员将实现成

为教练型领导者和企业教练的务实转型，能够更好发掘员

工激情、激发员工和团队的高绩效成长！成就他人的同时

也成就自己！

课程背景

VUCA环境下，除了要“授之以渔”的赋能，领导者面临如何

激发个体内在动力，从而促进个体主动、持续拓展成长边界

这一重要且迫切的课题。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优秀学员有机会成为光辉国际的签约企业教练，
 参与光辉国际客户项目

学练互促
以考验学

   两个月的陪伴式、
共进式教练学习之旅

+

掌握光辉国际高管教练
辅导方法体系

学习光辉国际权威的
KFLS测评工具

+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企业教练：方向篇 — 领航型领导者

4.企业教练：实操演练上篇

通过练习和复盘，应用ICT
教练模型和KFLS测评进行
辅导对话 5.企业教练：关键技能篇

掌握倾听、提问等教练辅导基本
但关键的技能，进行高效教练
对话演练

了解阻碍和推动行为变化发生的
内外因素，以支持辅导对象制
定有效行动计划，将变化固化

了解掌握光辉国际的有意改变

学习借力光辉国际KFLS测评萃
取洞见、开展辅导对话

3.企业教练：理论方法篇

了解VUCA环境下领航型领导者的重要性

学习领航型领导者的成功画像

开始思考如何支持自己的辅导对象成长为
领航型领导者

1.企业教练：方向篇 — 领航型领导者

10.企业教练：持续精进篇

制定教练辅导的行动计划

建设学员资源共享和终身
学习的生态圈

8.企业教练：实操演练下篇

通过学员和顾问的案例
演练，精益教练技能

9.企业教练：打造文化篇

从一对一辅导拓展到辅导
文化的塑造，了解如何使教
练辅导的影响产生乘数效应

企业教练：学以致用

在第二次课程后的一个月内
在工作中进行至少两次的
教练辅导

企业教练：自我提升篇7.企业教练：自我提升篇

反思和总结自己在教练
辅导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领域

企业教练：互助共进

在第一次课程后一个月内，
进行至少一次的同伴辅导

准备一个工作中的真实案例

6.企业教练：实操演练中篇

通过案例演练和复盘，更深
入且具象的了解教练辅导的
有效实践

2.企业教练：原则篇

校准辅导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了解教练型领导的要求

与光辉的顾问进行辅导演练

考核通过企业教练认证

企业教练：认证考核

第一次两天课程 ：模块1-7      课程后一个月 ： 第二次一天课程 ：模块8-10      课程后一个月 ：同伴演练 两次实习演练+光辉顾问辅导演练

（ICT)教练模型、视角及应用

所有参加并完成课程的高管
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费获
得参加光辉慧馆高端论坛峰
会名额，拓展高端商业人脉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光辉
国际高端候选人才数据库

光辉国际颁发的高管培训
证书

日后以优惠价格参加光辉
国际发展中心课程



《战略解码与执行》

招生对象

课程介绍

战略解码与执行

课程背景

光辉国际在过去几十年为全球和中国领先企业的组织战

略咨询中总结出一套广受业界认可和客户赞誉的以“战略

解码”为核心的从战略到落地的战略管理闭环方法论。

本次两天课程从三个层面浓缩了光辉国际“战略解码”

方法论的精髓，覆盖：

本课程以解决众多企业在现实商业世界中面临的企业

战略难以落地的典型痛点为主题，帮助企业高管和高潜

人才快速提升从战略到落地的全局性战略视野和战略思

维，掌握战略解码的秘诀和要点，并学习如何构建从战

略到落地的战略执行管理闭环。学员将在资深咨询专家

讲师团队的带领下，在丰富有效的方法论指引下，通过

学员企业真实案例实战演练、真实咨询项目案例解析、

团队头脑风暴、现场教练辅导、大咖嘉宾对话等教学形

式，获得独特的光辉国际沉浸式行动学习体验，并且成

为光辉国际高管俱乐部成员，拓展高端商务人脉。

中小型公司或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团队

企业大学负责人，以及追求成长的企业高潜人才和终身学习者

大型企业创始人、总裁、总经理、集团公司事业部总
经理、战略部及企业发展规划部负责人

大型企业的业务部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或项目
管理办公室(PMO)的负责人

在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VUCA新时代，  企业战略如何因应内外部变化而能顺利
落地执行并及时纠偏？

如何赋能团队理解战略要点，有效跨越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的鸿沟，解决企业战略难以
落地的典型痛点？

如何提升新时代企业领导者和高潜人才的战略思维？

战略管理体系梳理 战略解码要点解析 战略执行管理闭环构建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资深咨询
专家授课

学员企业案例实战
揭秘战略解码成功要诀

真实咨询案例分享
构建战略管理闭环体系

国际领先专业
咨询方法论指导

神秘大咖
嘉宾对话

提升企业高管战略思维和格局
塑造从战略到落地的全局性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

+

学员结合自身企业情况完成战略
解码课程案例信息准备

战略执行的管理闭环构建

咨询项目案例分享

大咖嘉宾对话

战略管理体系概述

企业从战略到落地的典型场景案
例讨论

战略解码三部曲之必胜战役：
一个愿景，一个声音

战略解码三部曲之行动计划：
上下同欲者胜

战略解码三部曲之绩效合约：
军中无戏言

课前准备课程证书

第一天上午

第一天下午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下午

光辉国际高管培训课程成功完成
证书颁发

战略解码
实战班

揭秘战略落地和
执行管理闭环

学员企业
案例实战

真实咨询
案例解析

方法论
分享

团队
研讨会

大咖
嘉宾对话

现场教练
辅导

教学形式

所有参加并完成课程的高管
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费获
得参加光辉慧馆高端论坛峰
会名额，拓展高端商业人脉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光辉
国际高端候选人才数据库

光辉国际颁发的高管培训
证书

日后以优惠价格参加光辉
国际发展中心课程



《战略性人才管理》

招生对象

课程介绍

中小型公司创始人、创业者、投资人、团队领导者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培训、企业大学负责人，以及追求
成长的终身学习者

大型公司高层/中层管理者

战略性人才管理

VUCA新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如何相互影响?

什么是应对VUCA新时代的人才战略制胜之道?    什么样的人才更加符合新时代企业发展要求?

如何吸引和培育适应新时代的关键人才?       企业应该怎样布局新时代人才供应链和发展?

如何激活新时代关键人才的潜能?          如何利用数字化有效动态管理人才发展?

课程背景

近三年来，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让

疲于应对的中国企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企业生存和持续发

展的挑战，迫使我们别无选择地重新思考和定义在VUCA
时代下企业和组织的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

应对VUCA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对于多数企业和组

织来说，创新和数字化早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存

亡的课题。吸引和培育创新型、颠覆型、包容型人才以推

动组织变革，实现发展战略落地和数字化创新，是人才

战略的重中之重。

VUCA新时代的企业战略、人才和组织都将受到外

部变局和不确定性的多重影响而需要动态调整和适应。

企业战略、人才和组织的韧性和敏捷性将是企业应对新

时代市场变化的关键铁三角。

战略:因势而谋,谋定而动 人才:以人为本,事在人为



课程安排

课程亮点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模块二  谋篇布局

模块一  高屋建瓴

全球人才趋势最新研究

VUCA新时代的挑战
和机遇

新时代关键人才发展
趋势

创新型、颠覆型和包
容型人才的成功关键
画像

洞悉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方向，解码核心岗
位，构建人才标准

解码应对未来业务挑
战的人才画像

各行业优秀企业最佳
实践

未雨绸缪布局人才
地图，习得排兵布阵
的业务语言

创建动态人才管理生
态；敏捷组织项目制、
创新平台激活组织活
力、远程办公模式下
的人才布局等

每位学员所在企业
所面临的人才战略
规划、落地过程中的
挑战分类及个性化
研讨

模块三 人才解码

基于未来的人才标准

人才供应链

人才供应链闭环管理
的流程及核心误区

人才管理对于企业的
重要性和支撑性

模块五 排兵布阵

人才动态管理

模块七 有的放矢

个性化人才战略
课题研讨

模块四  选将征兵

场景化人才评价

人才供应链全场景评
价地图构建

典型评价场景案例
解析

模块六  坚兵利甲

数字化人才管理

如何应用数字化技术
支撑人才战略落地

数字化人才管理最佳
实践分享

眼界提升

获悉光辉国际关于全球人才发展趋势的最新研究

实践真知

严选经典行业人才战略类项目案例进行详细解析，理论结合实践，洞悉外部
标杆企业的人才致胜最佳实践

个性内化

学以致用，根据每个学员所在企业面临的人才战略规划设计、实施落地过程
中的具体挑战和困惑，课程将给予针对性的研讨和答疑

理论学习

体验光辉国际在过去几十年项目实战经验中积累总结出的人才战略规划设计、
实施落地过程中的方法论精髓，获得五套方法论（人才供应链全流程、基于未
来的人才标准、人才评价体系、人才动态管理、数字化人才管理）的理论研讨、
实操流程、工具技巧

所有参加并完成课程的
高管学员都将有机会：

加入光辉国际慧馆，免
费获得参加光辉慧馆高
端论坛峰会名额，拓展
高端商业人脉

获得允许情况下进入
光辉国际高端候选人才
数据库

光辉国际颁发的高管培
训证书

日后以优惠价格参加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课程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光辉国际部分讲师介绍

擅长战略与运营优化、组织
转型、领导力发展、人才发
展、企业创新等

美国MIT MBA，新加坡国
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系
统学系本科

光辉国际全球高级合伙人、
深圳公司总经理

拥有18年管理咨询经验，为
企业提供硬体系建设服务、人
才咨询、业务咨询

M B A学位与管理学学士
学位

郭春满
光辉国际  全球高级合伙人

陈兆丰
光辉国际  大中华区总裁

王黎明
光辉国际  全球高级合伙人

18年管理咨询经验，擅长战
略解码、以平衡计分卡为工
具的战略执行和战略绩效管
理、集团管控和组织优化、
绩效和激励体系等

法国兰斯管理学院的国际工
商管理硕士，同济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

顾晓葎
光辉国际  全球高级合伙人

拥有近20年人力资源管理
经验。在企业业务转型中的
战略梳理，组织诊断，组织
架构设计，人力资源体系升
级等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日本法政大学热工学硕士学
位，是ICF认证的高管教练

殷敏
光辉国际  全球高级合伙人

在管理咨询领域，曾服务过
多家多元化企业，擅长基于
战略的组织诊断、组织发展
与人才管理体系、领导力开
发、人才标准与测评中心建
设、企业高管教练、组织变
革与文化落地、企业行动学
习等各类咨询、辅导与授课
项目

具有10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经验，在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和职业心理健康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多项
研发成果

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硕士学位、
复旦-SKEMA高级工商管理
硕士，LDI国际教练认证

梅禕玮
光辉国际  全球合伙人



光辉国际发展中心

光辉国际部分讲师介绍

武涛
光辉国际  全球合伙人

15年管理咨询经验，擅长
企业战略解码、组织有效性
解决方案、岗位解码、岗位
评估、薪酬及长期激励
设计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企业管理
硕士，武汉理工大学管理
学学士

王杨
光辉国际  高级顾问

曾服务过多家金融、互联网/
高科技、地产、消费品等行
业标杆客户

擅长人才发展、任职资格、
领导力素质模型、人才评
价体系、人才盘点、领导
力开发、企业文化等领域
管理咨询服务

王姝
光辉国际  资深总监

具有10多年的人力资源咨询
经验。在高管测评、高管教
练、人才甄选和领导力发展
方面有深厚的专业积累和
实践经验。

美国莱斯大学工业组织管理
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北京
大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理学双
学士学位

徐峰
光辉国际  全球合伙人

15年管理咨询经验，擅长企
业战略规划、并购战略、战
略解码、运营和销售提升、
业务和组织转型等

美国理海大学金融学硕士，
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商务
硕士，浙江大学信息与计算
科学学士



 

联系我们：

关注光辉国际微信公众号

光辉慧馆是光辉国际高管俱乐部，将不定期举办高端论坛、峰会、沙龙等活动

了解更多课程信息
微信扫描二维码

直接拨打电话或通过电子邮箱取得联系：

联系人：Abby Xie 

邮箱：abby.xie@kornferry.com

电话：021-22309613

手机：15800849666

工作日 周一至周五：10：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