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理工大学信用管理总裁高级研修班

招生简章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发【2014】21 号、粤府【2014】45 号文“关于建立

企业内部职工诚信考核与评价制度，推广信用管理职业资格培训，培养

信用管理专业化队伍,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的有关

精神，全面提升信用监管部门、信用管理服务机构高层决策者的专业素

质与管理能力，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由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与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联合举办“华南理工大学信用管理总裁高

级研修班”。研修班浓缩了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多年 MBA、EMBA

教育和企业信用管理培训的经验，根据广东省信用服务业发展的特点，

学习期间还将安排知名信用管理家专题讲座、信用管理论坛、信用管理

沙龙和企业参观、商务考察等活动。

二、研修对象

广东省信用行业主管部门、信用服务机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等

高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第一期研修学员为 30人。

三、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信用创新工具同时具有现代信用管理实践技能的高级复

合型信用管理人才。学员结业后将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知识体系，开阔系统思考的管理视野；

◆权衡信用产业宏观、微观环境的各种变化，掌握应对变化的有效

策略，把握机遇；



◆整合人脉资源，搭建与信用主管部门和信用服务行业高层人士横

向交流的平台，实现资源和经验共享；

◆具有多维的知识结构，牢固地掌握基础信用理论知识，全面地掌

握信用专业业务知识。

四、课程方案

◆ 学习方式：

采用课堂教学并引入移动课堂、参访交流、案例分享、主题沙龙、

对接活动等多种形式。

◆ 课程体系设计：

突破传统课程设置上的局限, 独具行业特色和实践特色,课程以信

用服务行业高层决策者需求为导向, 借鉴国际著名商学院 MBA 和 EMBA

的课程设置经验,紧密结合当前我省信用服务业和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

信用建设热点难点问题而展开。融 EMBA 核心课程、信用服务行业专业

课程和当下流行热点课程于一体,兼顾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

科学性系统性, 同时也使每个模块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 本次培训课

程兼顾基础理论研判和业务实际应用, 共设计安排了四大教学模块,

两场名师大课, 四次实操性专题研讨会, 还有两次实地参观考察活动.

1、名师论道（2场）

该模块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深入剖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素，帮

助企业家准确把脉经济发展形势；更有久负盛名的陈春花教授带来其最

新研究心得，助力决策者透过复杂的商业现象回归经营的本质。

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李稻葵 组织与管理�陈春花

2、信用管理专业课程模块(6天)



甄选具有多年 MBA、EMBA 授课经验的教授学者和信用管理领域的行

业专家联袂授课，极具针对性、系统性的专业课程,全面提升学员的综

合竞争能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动态及信用政策解读 信用建设与政府管理模式变革

信用危机管理 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应收账款管理与融资 商帐催收技巧

企业征信管理与评级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

3、互联网+时代的战略变革模块（2天）

该模块以数字化和互联网浪潮为背景，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思

维创新的洞察角度，帮助企业家全面深入理解互联网转型，构建互联网

思维。

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陈明 互联网金融模式与创新�欧阳良宜

4、跨界学习与文化之旅模块（8 天）

以超越常规的教学方式，全面打造和谐、团结的班级文化，强化课

堂与实践的联系。上市公司信用管理部门和国内知名信用管理机构双线

跨界游学，取百家之长提供全方位智慧支持，采撷他山之石推进创新思

维的发展。

华工校园文化拾遗

国内知名信用管理机构考察参访

信用管理沙龙

班级文化建设

珠三角优秀上市公司信用管理部门考察

交流

结业论坛

五、报名事宜



◆开班时间：2016 年 10 月，具体以入学通知书为准，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学制管理：学员在职学习 10 个月，每月集中授课 2 天，共 18 天，周

六、周日授课（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培训地点：在华南理工大学集中授课为主，省内外移动课堂。

◆证书授予：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并完成论文后，由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

院、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颁发《华南理工大学信用管理总裁高级

研修班》结业证书，入编“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院校友录”和“华南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友录”；由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颁发《高级

信用管理岗位资格证书》。

◆学习费用：29800 元/人，含培训费、讲义资料、结业证书、课间茶点、

商务午餐费； 不含: 在校及外出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交通费等。为体

现对省信用管理师协会会员的支持，对其会员实行 95 折优惠。为体现

对学员的支持，对学员报考国家职业资格高级信用管理师者实行 8折优

惠。

六、报名咨询

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

联系人：梁 燕 联系电话：29058478、13824522665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院

联系人：周胜蓝 联系电话：22236126、18588546029



附件一：部分拟邀核心师资

本次师资构成主要为华工及其它商学院教授和知名行业专家。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著名企业文化与战略

专家，入选《福布斯》2015 中国商界女性 100 强排行榜前十位，曾任

新希望六和集团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担任南京大学、厦门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高校客座教授及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澳洲国立

大学国际管理硕士教授。

陈 明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博

士，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专家，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美国普莱斯

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国市场营销管理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近年来尤为关注营销创新与新媒渠、新业态的研究。

著有《营销，其实很美很单纯》、《新媒渠》、《新媒渠——中国营销实践

版 1》、《势胜——营销战略的时空观》、《网络营销》、《品牌战略管理》、

《现代广告学》、《管理创新能力训练教程》、《有效性思维能力训练教程》

等教材和专著。兼任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营销学会常

务理事等。

欧阳良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金融学博士，特许金融分析

师。

研究领域：金融衍生品、私募股权、资本市场

吴晶妹

中国知深的信用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用

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信用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信用管理学会会长，北京信用协会会长，《国家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的起草人和专家论证组组长。主要研究方

向为信用管理理论与实务、征信与信用评级、社会信用体系、信用监管。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著有《资信评估》、《中国企业与证券资信评估》、

《现代信用学》、《三维信用论》等专著。

章 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

究中心主任，留日经济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信用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

家信用标准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高校信用教育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等

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社会信用理论与经济发展

战略等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著有《信用社会》、《诚信史话》、《中

国信用发展报告》、《信用经济与信用知识读本》等专著。

韩家平

商务部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最早从事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实践与研究的人员之

一。曾参与引进和实际操作国内外企业资信调查与评估、国际应收账款

管理与追收、国际保理、信用管理整合顾问等业务。主编编著有《国际

商务信用风险管理指南》、《企业信用管理典范》。曾在全国 30个省主要

城市 60多次信用管理研讨会担任主讲。

刘宏程

北京华普征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北京市法学会经济研究会理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

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专家，《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编委会委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助理信用管理师》主审。历

任国际知名信用管理咨询机构高级咨询顾问，参与和指导了十多个企业



信用管理咨询项目，主讲信用管理和催债训练课程二百余场，培训 2万

多人次，被誉为“中国催帐训练第一人”。主要著作和成果：《企业赊销

与信用管理》、《全国企业全程信用管理电视培训班》（中央电视台 2000

年电视讲座）、《赊销与风险控制》（北京大学出版社视频课程）、《赊销

与风险控制》等。

唐明琴

广东金融学院信用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高级信用管理师，广东金

融学院现代信用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

鉴定专家，中国信用管理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

委员，广东省政府、惠州市政府、南海市政府等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咨询专家，广东省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专家，是广东省信用研究与

信用人才培育的先驱。研究方向：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社会信用管理体

系建设。公开发表专业论文 20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主编教材 1 部，

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2 项，主持编写广州、佛山等 4 市 1 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庞素琳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高级信用管理师。广东省信用管理

师协会会长、广东省公共网络安全风险评价与预警应急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暨南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专

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信用评价与预警系统、社会

风险评估、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与应急技术。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 100 篇。出版学术专著 3部。授权与申请发明专利 6 项，获得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 项。研究成果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1 项。主持国家、省（部）

市级和政府、企业委托和招标项目等 20多项。

刘 沛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广东省社科基金科研项目、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广东省软科学、



广州市社科基金、广东科技计划项目等纵向科研课题 9项；主持广州开

发区、佛山市、惠州市、白云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等政府及企业委托横向

课题 5 项；参与国家教育部快速反应课题等纵向科研课题 10 多项；主

编著作 2 部，参编 2部，发表学术论文 30多篇。2004 年荣获暨南大学

教学竞赛一等奖获、2006 年荣获暨南大学“十佳教师”称号；广东省

第二、三、四期信用管理师公认的最优秀培训师。

洪 隽

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主任，博士，高级信用管理师，广东省信用管

理师职业资格鉴定专家，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洪隽熟悉

经济管理与公共信用政策相关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家、省市专业期

刊上发表经济类、管理类论文 30余篇。2014 年其撰写并由武汉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专著《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产品价格管制研究》荣获中国价

格学术研究最高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其主导建设成的全国相对领

先的企业征信数据库，系统覆盖的信息主体达到 300 万家商事主体，总

信息条数达到 6.2 亿项；运营的“深圳信用网”网站平均每天在线点击

量达 10万人次以上。微信和客户端查询已突破 78万人次。

陈 文

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执行会长，博士，高级信用管理师，暨南大

学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兼职教授，广东金融学院现代信用服务业发

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东省政府采购信用管理项目评标专家，广东

省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专家，广东省企业技能人才评价专家。近年

来参与国家、省等政府部门有关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管理等方面 20 多

个扶持项目的专家评审、政策咨询工作；主持及参与大量政府相关课题

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及信用相关项目的咨询、专家评审与验收。

著有《信用管理师基础知识》、《高级信用管理师实务》、《中级信用管理

师实务》、《助理信用管理师实务》等教材和专著。2008-2015 连续 8 年

主编的《广东省信用担保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均被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全

文收录。



附件二：助力广东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成绩斐然





附件三 ：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

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贯彻落实国发【2014】

21 号、粤府【2014】45 号文“关于建立企业内部职工诚信考核与评价

制度，推广信用管理职业资格培训，培养信用管理专业化队伍，为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有关精神，在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由暨南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

广东省信用担保协会、佛山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深圳联合信用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中天弘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等 11家单位联合我省首批信用

管理师发起，于 2015 年 5 月经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成立，是目前

全国首家省级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培训、学习交流及咨询服务的公共平

台，是广东省信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协会成立以后，先后与省信用办、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佛山

市、佛山高明区、佛山禅城区等地信用办建立合作关系。派出人力进驻

省信用办配合工作，承办了一系列信用政策宣传及信用管理知识专题讲

座等。

为适应全社会对信用管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2015 年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启动信用管理职业试点考试认证，我会

举办了两期信用管理师师资、四期信用管理师培训班，共培训信用管理

师师资 30多人，培训信用管理师 600 多人，普及信用知识培训 1000 多

人。我会开展的信用管理师培训授予情况被省信用办推荐上榜“信用中

国”网。这是省政府相关部门对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工作的认可与肯

定，也是对广东省信用管理师的认可与高度重视。

协会将依托专家团队、师资团队培养多层次的信用管理人才，努力

打造成为广东信用管理人才培养与输送的“黄埔军校”，为全省全社会

的信用体系建设和企业信用管理工作提供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