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苏州工业园区政府补贴紧缺人才培训 

财务经理研修班 

 
  

一、培训前言 

新时期，“财务创新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财务价值管理”也已经不再陌生，未来的财务人员，要承担更重要

的职责，就必须不断拓宽眼界，秉持不断创新的魄力，才能激活企业自发的新生力量，以变革领导者的身份站在管理

者的塔尖，如今大量的财务经理还欠缺风险管控的能力;管理手段和思维方式仍无法满足业务增值、决策支持的需求;

日益频繁的跨部门沟通合作，也经常让财务经理无所适从。来自专业领域和管理领域的挑战不断增加，财务经理人的

培养和提升，该何去何从?财务经理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呢? 

   本次财务经理研修班全面概括财务领域所涉及的内容，圆才培训提供关注财务人员每一阶段的发展和胜任力模型，

特邀财务专家全方位打造《财务经理研修班》课程，通过十二天系统的学习，让你如何从一个会计人员成为一名优秀

的财务经理的华丽转变，帮助财务经理突破固有的工作模式，积极参与业务管理与价值创造，并从软技能中修炼影响

力和领导力，实现向更高级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的华丽转身。 

二、培训对象： 

期望有更进一步职业发展的财务经理人 

希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的财务经理和一般财务人员 

希望能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财税人员等 

 三、课程特色 

卓越的课程品质 

   结合财务实际工作中的难题，融会贯通财务经理必备的软技巧 

帮助财务经理跳脱出专业财务人士的职业短板 

将财务优势融合到企业管理中去，实现对整体运作的财务管控 

领导力、管理沟通艺术、团队建设、部门协调等系统性集中学习 

专业的课程研发 

贴合企业需求，不断更新升级的课程体系 

务实的专家团队 

专业+实战，值得信赖的财务培训专家 

行业的洞察能力 

丰富行业培训经验与研究，引领财务管理培训趋势 

系统的解决方案 

着眼需求 切实有效，成熟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四、培训效益： 

圆才整合优势的资源，从知识、技能等方面，结合案例分析、实际演练等进行方式。特别规划《财务经理

研修班》整体培训解决方案，以能帮助所有公司的财税人员拓宽财税基础知识，来提高财务工作的方法及效率。 

a) 利用全面预算规范企业的管理、考核、监控体系 

b) 紧扣当前最新的税务热点话题，深入探讨税收变化的动向，让参训企业能对企业涉税事项运筹帷幄 

c) 跳出原来杂乱无章的工作状态、建立科学先进的审计流程，重新审视和优化自己的工作 

d) 分析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涉税风险和控制环节，尽量在日常的工作中化解和降低税务的风险和成本 



e) 把握准则带来的企业财务操作变化实务，帮助财务人员准确掌握财务合规要求 

f) 针对财务职能的发展趋势，明确财务经理的全新定位和能力提升学习 

g) 掌握让您的 Excel 表格效率更高、更专业的技巧，如透视表和宏 

h）培养您的领导气质，掌握团队沟通技巧，助您打造高效财务团队 

 

五、课程收费及补贴事宜 

12 天课程，原价 6600 元/人  

符合园区补贴条件的企业学员可享受 50%培训补贴，限前 30 人报名享受 

不符合园区补贴条件 或者 30 人名额外的学员，收费标准为 4800 元/人 

享受培训补贴的条件：参训企业必须在园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制度(2017 年国有企事业单位无

法享受此项补贴)；参训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正常缴纳园区公积金。 

 

【培训安排】12 天 

 

【培训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225 号 星虹国际大厦 19 楼 圆才培训教室 

 

【咨询报名】 圆才培训中心 

陆 迎 0512-66605820  luy@o-hr.cn  

王 赟  0512-66605845  wangy@o-hr.cn 

 

六、培训内容： 

课程模块 讲师 上课日期 

一、公司财务分析与风险防范 章从大 8 月 11 日 

二、财务管理转型与组织能力提升 章从大 7 月 19-20 日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何昉祎 7 月 7 日 

四、内部审计实战技巧 章从大 8 月 10 日 

五、企业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 胡文霞 8 月 25 日 

六、财务法律必备与合同风险控制 李永安 8 月 18 日 

七、Excel 与 PPT 在财务管理中完美结

合（高阶） 

周庆麟 9 月 14-15 日 

10 月 24-25 日 

八、如何成为优秀的财务经理 

 

黄道雄 9 月 22 日 

 

七、课程大纲 

一、公司财务分析与风险防范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一般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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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分析的作用与方法 

二、财务比率分析 

三、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第二部分：高级财务分析 

一、资产报酬率与经济特征和企业竞争战略分析 

二、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 

三、两种典型的综合分析工具及其实务运用 

四、因素穷尽法 

五、Z—Score模型 

六、企业增长模式分析与均衡增长 

二、财务管理转型与组织能力提升 

课程大纲 

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提升线路图之一：财务管理基础篇 

一、财务管理做什么—财务管理的职能 

1）投资决策                2）融资决策           3）资产管理决策 

案例讨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急需补强的职能是什么 

二、财务管理必须系统考虑的问题—财务管理的环境 

1）商业环境                2）税收环境           3）金融环境 

案例讨论：影响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环境是什么？日常工作中如何研究相关环境的变化 

三、财务管理的基础 

1）资金的时间价值          2）风险和收益 

案例讨论：①资金时间价值以及风险和收益的概念如何深刻影响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 

②中小企业面临哪些主要的风险？如何对风险进行衡量与评价 

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提升线路图之二：财务报表分析与经营诊断篇 

一、财务分析的方法 

1）增长比例分析                2）结构比例分析            3）财务比率分析 

4）综合分析 

案例讨论：①某公司利润表结构比例分析案例与相关咨询成果分享 

②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股东价值创造关键绩效驱动因素案例 

③综合分析案例—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分析与评价 

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1）货币资金变化原因以及变化合理性分析 

2）销售过程形成的债权规模以及债权结构分析 

3）存货规模及其结构的分析              4）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分析 

5）负债规模变化以及变化原因分析        6）所有者权益的分析 

案例讨论：通过资产负债表评价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利润表的分析 

1）收入质量分析                         2）成本费用分析 

3）稳健性与盈余质量分析                 4）非经常性损益活动 

四、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1）运转正常与运转糟糕的现金流量的特点   2）现金流量结构分析 

3）通过现金流量表分析盈余质量           4）产业链地位分析 

案例讨论：①三张报表的综合分析 

②如何通过报表分析发现潜在问题，提供决策咨询与建议？提供建议时需要关注哪些重要问题 

③企业经济特征与竞争战略分析案例 

④均衡方程—什么样的企业发展路径是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 

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提升线路图之三：投资篇 

一、资本预算与现金流量预测 

二、投资决策方法 

案例讨论：①不同投资决策方法结果不一致时候的抉择 

②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投资战略 

③能力拓展与提升案例—对外投资的决策方法 

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提升线路图之四：融资篇 

一、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的选择 

1）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决策的依据         2）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融资战略 

案例讨论：①国内中小板以及创业板上市的游戏规则 

②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介绍 

③如何吸引风险投资（VC）的关注 

④如何与基金打交道（尤其是私募基金） 

⑤如何争取银行的信贷资金 

⑥能力拓展与提升案例—中小企业的股利分配战略 

二、融资成本 

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提升线路图之五：资产管理篇 

一、资金管理 

案例讨论：浙江某企业的资金管理 

二、应收账款管理 

1）RPM监控法                           2）DOS的计算与分析 

3）账龄分析表                          4）应收账款的绩效考核指标 

5）提高应收账款资产流动性的方法与工具 

6）打造客户信用管理体系，提高应收账款管理绩效 

7）逾期应收账款的催收技巧与方法 

案例讨论：广东某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 

三、存货管理 

四、固定资产管理 



 

三、《全面预算管理与控制》 

课程大纲 

第一讲：全面预算管理概述 

案例导入：你所认为的全面预算 

案例分析：生活中的全面预算 

第二讲：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一、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架构 

课程互动：绘制全面预算编制线路图 

二、全面预算的目标 

案例分析：如何解决预算目标分解中的博弈问题。 

三、全面预算的编制 

1.预算编制的主要内容 

2.预算编制的逻辑与流程 

3.工作计划的编制 

课堂练习：编制主要部门的工作计划 

4.工作计划质询会 

5.预算编制的方法 

1）增量预算 

2）零基预算 

3）弹性预算 

4）滚动预算（小调整） 

案例分析：零基预算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案例分析：滚动预算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6.预算编制的十项必需准备工作 

7.预算编制的部门分工 

8.关键预算的编制方法 

四、全面预算的控制 

1.PDCA 管理循环 

2.预算的执行控制 

3.预算的分析 

案例分析：生产过程中的预算差异分析 

案例分析：经营结果中的预算差异分析 

4.预算的反馈 

5、预算的调整 



五、全面预算的考评 

1.预算考评与 KPI指标 

2.预算的考核 

课程总结： 

1.全面预算中的“四位一体” 

2.全面预算中的四大秘笈 

3.全面预算中的三大阶段 

4.全面预算中的财务定位 

5.预算平衡中的三大利器 

6.全面预算常见疑难问题及解答 

四、《内部审计实战技巧》 

课程大纲 

一、内部审计基础与展望 

（一）内部审计的概念 

（二）内部审计的先进理念 

（三）内部审计的角色 

（四）内部审计的发展趋势 

（五）审计信息化 

二、从审计程序的角度全面把握审计实务的操作规则与要求 

（一）项目分类阶段的主要工作与相关工作底稿 

（二）计划阶段的主要工作与相关工作底稿 

（三）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与相关工作底稿 

（四）报告阶段的主要工作与相关工作底稿 

（五）项目追踪和成果利用阶段的主要工作与相关工作底稿 

三、内部审计人员的技术方法 

（一）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 

（二）客观实物证实方法 

（三）审计调查方法 

（四）审计抽样方法 

（五）分析性复核方法 

四、内部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一）财务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二）舞弊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三）经济效益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四）投资项目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五）经济责任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六）合同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七）风险管理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八）内部控制审计实务指南与案例解析 

五、内部审计人员全面能力提升 

（一）完善与提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管理水平 

（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掌握有效沟通技巧 

 

五、《企业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 

课程大纲 

第一讲：税务管理与筹划的相关知识  

一、税务管理与筹划的动力机制 

二、税务筹划的本质：事前性、合规性、可行性 

 三、税务筹划的主要内容  



四、税务筹划的基础  

 第二讲：最新税收法规政策的变化 

 一、最新税收法规政策解读   

二、增值税最新税收政策分析及应对策略  

三、企业所得税最新税收政策分析及应对策略  

四、营改增最新税收政策分析及应对策略 

五、综合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  

  第三讲：税收筹划的平台及技术手段  

一、价格平台：转让定价的运用 

 二、优惠平台：税收优惠的运用 

三、漏洞平台：政策遗漏的运用  

四、空白平台：政策未规定的运用  

五、技术平台：减，免，退，抵免的运用  

  第四讲、流转税的税务筹划及案例分析  

一、增值税的税收筹划  

二、企业采购环节的税务筹划  

三、销售环节的税务筹划  

四、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务筹划  

第五讲、企业所得税的税务筹划与案例分析  

一、企业所得税政策要点与筹划思路  

二、纳税人的税务筹划  

三、税率的税务筹划  

四、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筹划  

五、企业所得税税务筹划方式 

  



六、《财务法律必备与合同风险控制》 

课程大纲 

1.签订合同需要了解的几个概念 

什么是合同 

合同什么时候成立与生效 

何种签章有效 

2.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何约定？  

如何审核主体资格及其资质 

如何约定标的物 

如何约定价款 

如何设置交付验收程序 

如何设置违约责任条款 

如何约定管辖条款 

七、Excel 与 PPT 在财务管理中完美结合（高级）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极速数据录入与编辑 

1、使用正确的方法在工作表中录入数据 

2、快速输入特定的内容 

3、快速表格编辑 

4、使用合适的视图方式编辑表格 

5、复制和粘贴的妙用 

6、使用分列来批量处理导入数据 

7、使用单元格下拉菜单辅助录入 

8、限制单元格中录入的内容 

9、为单元格附加更贴心的提示 

10、批量替换带颜色单元格的内容 

第二部分：安心的数据保护 

1、工作簿的读写权限设置 

2、工作表内容的保护与隐藏 

第三部分：灵活对接财务系统数据 

1、快速删除导出数据中 0值单元格的内容。 



2、提取导出数据中的数字部分 

3、批量填充导出数据中的空白项 

4、批量删除导出数据中的空白行 

5、对导出的生产成本数据分类汇总 

6、如何处理不规范数据，使之成为可以用来计算求和的数据 

7、导出数据汇总公式纠错 

8、提取导出开户行信息中指定内容 

第四部分：财务会计案例实战 

财务工作，Excel无处不在——最简单的发票报销表格 

最常见的销售统计表是如何计算的 

算一算你的存款有多少利息 

4、你真的会用 SUM求和吗——现金日记表的改良 

为销售业绩排个名次、评个级别 

核对两组不同数据来源的银行卡卡号或企业账号税号 

编制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表 

承兑汇票到期自动提示表 

应付帐账款付款方案 

10、编制立体效果的支票登记表 

11、1-12月报表数据自动汇总 

12、按多级指标自动计算报销金额 

13、VLOOKUP应用案例大全 

14、多种方法搞定重复数据计算 

15、按指定的条件汇总数据 

16、自动打印供应商（客户）对账单 

17、公司汽车油耗分析——动态组合报表 

18、创建报表链接目录 

19、建立月报表计算体系，自动更新数据 

20、使用透视表全方位分析销售数据 

21、使用透视表创建带本页小计和总计的自动分页报表 

第五部分：财务会计常用图表晋级 

1、图表的制作原则与要领 



2、不同图表的应用场合 

3、图表美化原则：字体、颜色、布局 

4、带平均线和高低点的发展趋势图 

5、温度计图做对比 

6、子弹图做对比 

7、带合计数的对比图 

8、材料进销存对比图 

9、费用占比图 

10、避免陷入图表的误区 

第六部分：案例赏析学 PPT 

PPT 的常见应用领域：何时用何种 PPT 

他们的 PPT是如何失败的：N 种最易范的错误 

何谓完美演示：PPT VS 演示 

演绎与剖析：完美演示的七种武器 

PPT 制作的核心原理：视觉化思维 

第七部分：PPT制作高级技巧 

内容准备(5S原则)： 

（1）目标受众群 Scope:根据受众群和场地确定合适的演示方式 

（2）演示时间表 Schedule:PPT的页数取决于演示时长 

（3）结构 Structure:活用金字塔原理组织逻辑，抓住你的重点 

(4)简洁 Simplicity:使用统一风格，简约不简单 

(5)吸引人的故事 Story：好的演示需要一个好故事 

 

优化工作环境（磨刀不误砍柴工）： 

（1）激活你从未用过的标尺 、网格与辅助线  

（2）自定义工具栏 

掌握必要的快捷键  

设计&制作: 

色彩：色彩系统基础知识、迅速获得和谐的版面配色 

字体：字体基础知识、获取更多字体、挑选与搭配字体、真正的艺术字 

线条：不起眼的线条其实是排版助手 



形状：快递掌握 150多个形状的制作与特效：变形、阴影、3D、对齐、分布、组合 

SmartArt：简单高效的商务图示 

图片：一图胜千言，一图难千言，获取和处理图片的常用技巧 

表格：PPT里秀表格不是件容易事，表格大变革案例试做 

图表：常见数据图表与非数据图表赏析，图表的制作原则与流程，美化再美化 

（9）动画：PPT动画基本原理与制作原则 

多媒体：如何在 PPT中插入各种主流多媒体文件并进行恰当的控制 

4、输出技巧:发布 PPT、加密 PPT、制作讲义、设置自动演示 

5、登台：踩点（演示准备）、控场（自信演示）、大杀器（演讲者视图模式） 

菜鸟快速成长模式：用最短时间做出合格 PPT的几大绝招 

 

八、《如何成为优秀的财务经理》 

课程大纲 

第一讲：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财务经理 

1.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是什么？ 

2.了解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3.财务经理在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是什么？ 

4.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五大陷阱 

5.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的关系 

 

第二讲：沙盘模拟演练 

沙盘模拟目的： 

1.财务团队如何做好目标管理 

2.目标是团队的基础，什么样的团队目标导致什么样的团队行动并最终决定团队的绩效。引导管理者理

性制定企业或部门的目标 

3.如何制定团队计划实现团队目标 

4.提升财务管理者应对风险的能力 

5.优秀的财务管理者应具备哪些能力 

 

第三讲：优秀财务经理的七项修炼 

1.优秀财务经理的领导艺术 



2.财务经理的沟通技巧 

3.管理能力与团队建设 

4.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5.企业经营分析.预测及决策能力 

6.企业成本费用分析与控制能力 

7.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能力 

 

第四讲：优秀财务经理的财务分析及决策运用 

1.从财务角度来看企业经营的循环 

2.资产结构对企业经营方式.赢利模式的影响； 

3.企业资源匹配不当的风险有哪些？ 

4.企业投资决策是否合理？ 

5.企业效率管理的核心有哪些？ 

6.如何管理企业营运资金 

7.应收账款的成本分析 

8.形成不良应收款的因素有哪些？ 

9.企业应收账款分析方法有哪些？ 

10.企业应当如何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11.如何理解存货是企业最贵的资产？ 

12.存货所涉及的三大部门管理现状如何？ 

13.如何加强企业存货的管理？ 

14.如何理解企业的负债？有带来哪些风险？ 

1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6.企业资产流动性与风险评估 

17.企业营运资金决策 

18.提高企业效益的途径 

 

 

八、师资介绍： 

讲师一：何昉祎老师   财务管理实战专家 

武汉大学 MPACC会计硕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 

中级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第一食品股份公司(600616.SH)   财务管理 

曾任：上海海钰建筑工程    财务经理 

曾任：复星集团(0656.HK)   医疗器械事业部财务经理 

曾任：上海凯泉泵业(集团)  高级财务经理 

何老师拥有 20年的财务管理经验，分别在上市公司、大型民营企业等公司担任过高级财务经理，跨生

产制造、批发零售、建筑施工及服务业等诸多领域，擅长财务管理咨询及税务筹划，帮助企业梳理股权

结构，为资本运作扫清障碍，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困境有很深的理解与感悟。常年担任深圳泰鲸

集团、温州远大集团企业财务顾问，进行税务筹划，分别为企业节约税金 500余万元、200余万元。课

程现场中先后为 1000多位企业家提供咨询服务，对 1400多份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并能现场提出财务改

进建议，获得企业家们的一致好评。 

 

授课风格： 

何老师善于把深奥枯燥的财务专业内容演变成简单易懂的生活语言，其课程、深入浅出，案例丰富，强

调所讲内容与中小企业的财务实际紧密结合。 

 

部分服务企业：  

温州远大集团、上海美博汇、天津科林自行车、江苏国强工具、长沙欧林雅家纺、吉林食间饮食、广州

长宏牛仔、江门宝发集团、台州立马车业、安徽瑶海钢构、杭州珍琦、陕西本香集团、深圳泰鲸集团、

上海第一食品股份公司、台湾理成营造(集团)、湖南欧林雅服饰、Emici服饰、金百万餐饮、辽宁冬冬

食品、海南六九集团、珠海亚泰电子、长沙星沙机床、浙江捷达物流、长润化工、浙江永和纺织、台州

三和超市、中山松伟照明、广州宏诺服饰、常德联嘉机械、河北科潮线缆、东莞精锐电器、苏州智勤电

子、中智医药、泰茗文化传媒、漳州德晟电光、金佰利纺织、国海生物制药、昆明迪斯软件、漳州铺惠

工贸、陕西振兴集团、江苏凯瑞家纺、克明面业、邢台市政集团、千金药业、双羊科技、合肥安晶龙电

子、杭州爱特贸易、云南瑞美风尚科贸、金都瑞新包装、塞飞亚农业、三思服饰、涿州恒旗建材、安徽

国瑞印务、云意电气、山东禹王实业、邢钢精制线材、辽宁联达种业、迪升药业、陆野隧道、广州凯图

建材、青岛天祥食品、芜湖红花山水泥、嘉兴范朗服饰、益明染织、临沂市政工程、英脉物流、苏州昌

星模具、红花物业、温州力冠机械、祥源饲料、四川金仁饲料、东莞富洲鞋业、诺普信农化、杭州曦彩

服饰、江苏华伦化工、亚太建设、台州富凌电气、宁波贝泰灯具、上海燕龙基集团„„ 



 

讲师二：章从大 

章老师，世界华人讲师 500 强，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中国注册会计师（CPA），注册

税务师（CPT），中国目前唯一纵横“财税管理、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三大领域的“三栖”实战派管理

专家与著名培训师，中国财税课程生动化、形象化第一人。章从大老师目前为中国总裁培训网、中华培

训网、成功在线网、阿里巴巴直播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畅讲中国”组委会、聚成华企在线商学

院、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纳税筹划师论证项目、中国企业联合会财务主管论证项目特聘讲师，国富经济研

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财务总监班特聘讲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著名高校 EMBA、MBA、总裁班特聘讲师。历任江苏油田江都油脂

油品厂财务主管、江苏油田化工公司副总经理、扬州大公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注册会计师、中美合资上海

美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CFO）兼泰州美通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精通财务管理咨询及纳

税筹划、资本运作、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项目可行性分析及项目融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技术等，

先后为全国数十家企业提供深度咨询服务，为数百家企业提供企业内训服务，此外成功举办过数百次大

型公开课。主讲的财税课程深受业内人士好评。 

部分服务客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集团、江苏银行、招商证券、中国水电、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国航、彩虹集团、三峡集团、中国生物、宏福集团、公元集团、光明集团、长虹集团、美的

集团、联想集团、海天塑机集团、瑞云集团、汇鸿集团、爱康集团、昇兴集团、冰山集团、广兴达集团、

鹰游集团、大海集团、冰山集团、常林集团、华丰集团、广药集团、常能集团、斯穆—碧根柏、上海烟

草集团、江西焦化集团、合肥燃气集团、江苏盐业集团、五菱工业、亚星客车、奔驰汽车、宇通客车、

金龙客车、吉利汽车、比亚迪汽车、一汽集团、上海大众、海马汽车、比飞车业、威胜集团、中信戴卡、

扬子江动力、盐城交运集团、宜昌交运、江西长运股份、恒诚织布、万华服饰、报喜鸟集团、步森集团、

斐戈集团、与狼共舞、万科股份、绿地集团、合生创展、世茂集团、大华集团、三美化工、晨宏力化工、

泸天化集团、神威药业、立信药业、同济堂药业、西安杨森、葵花药业、江汉药业集团、国药控股、老

百姓大药房、赛德电气、威克生物、星火锻压、红旗电缆、中机环建、中油天工、正大饲料、京江大酒

店、江都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台州市经济与贸易委员会、永康五金城、森泰机电、银泰实业、浪达厨

具、威特电池、天合光能、华山光电、研祥科技、九阳股份、恒宝股份、青岛啤酒、联合工业、晓通网

络、不二制油、九联科技、江顺科技、罗姆电子、理文造纸、建发物资、巴德富实业、龙星化工、鲁阳

股份、牧原食品„„ 

授课风格：旁征博引，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实战、实用、实效。 



讲师三：周庆麟 

 

全球最著名的 Office技术网站之一─ExcelHome(http://www.excelhome.net) 创始人、站长。 

中国最资深的 MVP（微软全球最有价值专家）之一，至今共连任 12 次，多次参加了在美国西雅图

微软总部、新加坡、北京、上海等地举行的微软 MVP峰会及微软内部技术会议。 

中国首批通过信息产业部认证的网络程序员。 

4年大型外企和 2年台资企业财务工作经验，4年大型民企 IT经理工作经验，8年技术咨询服务工

作经验。 

曾担任《视窗世界》的特约编辑并在国内多家著名计算机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超过 10 万字的作品，

目前也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特约的 Office书籍撰稿人。 

曾经出版的 Excel 畅销图书籍有《Excel 实战技巧精粹》、《Excel 应用大全》、《Excel 高效办公》

系列图书（7 册）、《实战技巧精粹》系列图书（15 册）、《Excel 数据透视表应用大全》、《Excel 2007

实战技巧精粹》、《Excel 2010 实战技巧精粹》、《Excel 2010 应用大全》、《别怕，Excel VBA 其实很简

单》等。 

丰富的企业内训经验，培训课程深受好评，主要客户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瑞银集团、长江商学

院、上海交大、浙江电信、天津诺和诺德、苏州日立、报喜鸟集团、创维集团、江苏大全集团、科宝博

洛尼、汉森家居、晨光文具、格兰富（中国）、苏州华冠科技、苏州生益科技、盐城电力、无锡华瑞制

药等。 

在网络上免费发放的 Excel 培训课件，累计下载人次超过 1000万，广受好评。 

 

 

讲师四：胡文霞老师  财务管理实战专家 

32年财务相关实战经验 

11年上市公司审计、财务管理 

21年财税、投资咨询培训 

曾任：鞍山一工分公司（原上市公司 600813） 财务经理 

曾任：鞍山大道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曾任：中国国际税务咨询公司鞍山公司  税务顾问 

曾任：鞍山德宣税务师/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所长  

现任：上海瑞德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http://www.excelhome.net/


 

1997年通过全国考试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1998年通过全国考试取得“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证书 

1999年取得“中国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2002年取得“高级管理咨询师”岗位资格证书 

 

胡文霞老师拥有 30多年的财务管理实务及 10多年的培训经验，将企业战略、运营及流程管理与财

务融合在一起，整合出一套对企业从数字管理角度及成本控制角度提升盈利能力的财务管理体系，擅长

企业财务分析、预算与成本控制、运营资本与现金流管理，具备丰富的财务管理实战经验。具有丰富的

纳税咨询和税务审查实战经验，经常受聘为税务局与企业培训，多年来一直参与财税部门组织的财税检

查工作，兼任多家企业财税顾问，具有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上市企业三重工作经验。并利用

她 30多年丰富的实战工作经验，先后为国内外大、中型近 100家企业提供财务管理咨询顾问及培训服

务，帮助企业改变理财观念，健全理财系统，企业盈利总体提升 50%以上、同时利润品质得到显着改善。 

授课风格： 

胡老师扎实的财务理论知识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有效结合，形成了她严谨、清晰、实用、生动的授课

风格；将课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将财务管理和战略、经营管理融为一体。课程深入浅出、活跃，视

角独到，内容充实缜密，一贯受到学员的赞扬。 

 

讲师五：李永安    

北京观韬（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房地产、公司法、合同领域法律服务，擅长民商诉讼、

仲裁、争议解决方案的设计及争议解决、公司债务清理、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合同谈判与审核。 

曾在江苏泰州市法院系统工作多年，先后任职于民 一庭、民二庭和执行局，参与及独自审理案件

上千件，秉承公平正义的信念，一丝不苟的作风及扎实的法律功底，取得当事人好评。连续四年获得先

进工作者称号，且获得法院三等功。 

 

讲师六：黄道雄老师  财务管理实战专家 

曾任：逸马国际顾问集团  总部财务总监 

曾任：中科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国内事业部高级财务经理 

曾任：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经理 

现任：深圳市美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齐创辉财务商学院特聘财税讲师 

连企在线商学院特聘财税讲师 /聚成华企商学院特聘财税讲师 

广东省创意产业协会财税咨询师/齐创辉集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财税咨询师 

深圳中正银合会计师事务所、永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银合税务师事务所高级财税顾问

生、齐创辉集团财税咨询师、甲乙丙丁文化发展公司财务顾问、杰络集团财务顾问。 

黄道雄老师拥有 15 年的企业运营、财务管理经验，精通财务管理咨询及纳税筹划、企业内部控制

制度设计等，研发出企业业绩管控模式、企业盈利模式、成本倍减、应账款管控、存货管控、营运资本

管控等一套有效的运营管控工具，并提炼出简明易懂的管理理念，如销售至上、收款第一的账款控制理

念；库存就是负债、呆滞就是损失库存管理理念，从而帮助企业形成的健康良性控制文化。累积了丰富

的财务管理经验，先后为近 100 家企业提供财税咨询服务，帮助 50 多家企业改变财务价值观念，健全

财务价值管理及考核系统。 

 

实战经验： 

曾任职于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公司担任高级财务经理。在职期间，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及核算分析体

系，充分利用财务数据分析，揭示企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使公司发展不断壮大，并于 2011 筹

备上市，目前已成功在新三板成功上市。同期担任多家银行融资业务，熟练掌握银行贷款方面的相关知

识。 

曾任职于深圳多家培训机构的财务特聘讲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盛世

聚才、北京汉唐《注册分析师》培训、齐创辉财务商学院、深圳会计进修学院、世图教育、农科培训、

爱华培训、赣冠培训、科讯等培训机构。 

授课风格： 

黄老师扎实的财务理论知识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有效结合，形成了他严谨、清晰、实用、生动的授课

风格；将课程专业性和趣味性并重，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将财务管理和战略、经营管理融为一体。课

程深入浅出，风格新颖、活跃，视角独到，内容充实缜密，一贯受到学员的高度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