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学习领航者
The Pioneer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02

有爱与信任的企业 / 为了目标而拼搏的企业 / 负责任的企业

PEO普岩是专业学习领航者，一直致力于为各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精准、

及时、专业的资讯并推动其学习与发展。除了业内知名的普岩会议，PEO

还通过其多元化的平台，例如培训课程、出版物、电子期刊及在线分享，

成为广大客户获取资讯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人力资源、财税、法律与商业

管理领域内，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与时俱进，深入了解复杂多变的法律、

政策及商业环境，提升运营与管理水平。

PEO在2006年于香港注册成立，同年在深圳成立分公司。当前，PEO每

年超过两百场的专业会议/课程，逾8000人次参与。在华南，80%以上的

跨国企业客户参加过PEO组织的活动与课程。

时至今日，PEO提供的课程与活动已成为商业精英相互讨论，分享经验与

心得的理想平台，PEO也被企业认同为学习与发展的绝佳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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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战略与领导

专业学习

职业技能

基础素质

专注才能专业

PEO专注的领域为专业学习，包括专业知识、技能以及专业的问题

解决。我们同时认为，职业技能的发展是专业发展的基础。因此，

我们以专业学习+职业技能构建了PEO的学习体系。

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专业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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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习——专业知识

内容涵盖

员工违纪 / 病假、医疗、三期 / 员工手册制定 / 离职风险管理 / 调薪调岗 / 试用期风险 / 经济补偿金 / 背景调

查 / 劳动合同解除等全面的风险控制与实操管理

劳动法与人力资源风险管控

最深入的人力资源法务实操，最前沿的法规政策动向解析

劳动领域法律法规与实践操作，是人力资源管理必修课之一。随着员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各地方法

律法规相继更新出台，对每一个在职的HR专业度要求越来越高。对于HR从业者来说，不仅需要学

习最新的政策法规，更为重要的是合规要求与人性化管理之间的协调，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兼顾

风险管控要求下的实践落地。PEO拥有国内劳动法与员工关系管理领域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专家

讲师，专注为您提供最深入、最专业的人力资源法务课程，结合企业现实遇到的实际困难，给予专

业、可行的解决方案。



专业学习——专业知识

董保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欣

郭文龙   

中国社会法研究会理事

洪桂彬

彭小坤

法学博士

冯镇波

汇集中国首屈一指的劳动法与员工关系专家

董保华教授是公认的中国劳动法权
威。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 中 国 劳 动 学 会 常 务 理 事 、 上
海市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华东政
法大学劳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等职
务。

罗欣曾历任钱伯斯榜单中二家顶尖
专业劳动法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高级律师。罗欣专长于劳动法及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罗欣主要负责劳
动法律相关文书的起草及各类劳动
争议的处理（包括调解、仲裁及诉
讼）。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劳动法
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学会常务理事暨劳动法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咨询专家、上海法官培训中
心劳动法教员等。

洪桂彬律师专长于公司法、劳动法
与争议解决，同时熟知人力资源管
理与用工成本实践（社保 / 财税），在
跨区域员工关系治理、高管治理、
竞业限制及商业秘密等领域有丰富
的执业经验。

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在长达
20年的劳动法从业经历，曾任深圳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首席劳动仲
裁员，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
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参与众多法
律法规的起草工作。现任深圳市总
工会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专家咨询委
员会专家。

前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
仲裁员。法律功底深厚，熟悉劳动
法、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等法
律法规；善于灵活合法处理劳动纠
纷，擅长事前预防劳动社保法律法
规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减少劳动
纠纷、保护商业秘密……；熟悉劳
动争议仲裁委、法院办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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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系列课程

薪酬人员必备的Excel技巧 

岗位能力设定与测评

销售人员的奖金方案测算与数据分析 

薪酬教练——手把手教你做薪酬 

让员工动起来——创新激励与弹性福利设计 

年终精选：年度调薪与年终奖发放实务

闫峰

人力资源薪酬体系专家

李洪涛

深圳市国资委特聘薪酬管理专家

闫峰老师现人上海薪勤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合伙人，
早期任职于全球500强快消品公司，拥有超十五年
人力资源咨询经验，曾长期特聘为知名跨国企业以
及本土集团公司进行人力资源薪酬体系高级指导，
并受邀深度参与众多企业薪酬项目。

现任太和顾问华南区总经理，李洪涛先生曾在地
产、互联网、消费品等行业的企业中担任高管，具
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与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经
验，是深圳市国资委特聘的薪酬管理外部指导专家。 

薪酬管理
“薪酬”可谓是人力资源六大模块中专业性最强的一大

模块。分析薪酬数据、设计奖金方案、搭建薪酬体系……

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及专业的指导，作为薪酬管理人

员，总会因为缺乏专业的基础而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方

案。PEO严格筛选极具实战经验的讲师，采用小课讲授+

互动讨论+实际操练+现场辅导的模式，手把手教学，致力

于为你带来接地气、能现学现用的实用干货。

从
“

薪
”

出
发

，
助

你
迅

速
成

为
薪

酬
领

域
的

专
家

！
专业学习——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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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系列课程

金牌招聘面试官 

招聘面试技巧实战演练 

面试识人7绝招 

关键人才的发掘、发展与稳定 

招聘中的薪资谈判与背景调查 

廖廓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理事会理事
秦蕾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EMBA特邀讲师

廖廓女士是香港和信咨询董事、大中华区总裁，原研
祥高科技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人才官、集团组织管
控、人力资源战略专家；非经典人力资源管理创始
人；中国人力资源先锋人物；中国杰出人力资源经理
人；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理事会理事；国际人力资源协
会领导专家委员会理事；深圳“市长质量奖”管理评
审专家。

秦蕾老师是复旦大学、清华大学EMBA特邀讲师，有
近20年人力资源及行政管理经验，近10年企业培训及
管理咨询经验。

曾于欧洲最大的企业管理培训公司企顾司担任人力资源
高级顾问及教研主任。

曾于香港上市公司Prosten及美国上市公司IDT等大型
机构任职，曾担任商务经理、人力资源经理、副总经
理、行政副总裁等重要职位。

招聘管理人才获取是企业打开市场格局的第一步

在人才不断流动更迭、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提高招聘面试技 

能、招到合适的人才，是提高团队竞争力与 公司效益的第一步。都 

说面试是 “五分钟决定一切”，难道我们就无法对应征者进行理性 

的考量吗？PEO联合招聘领域资深实战讲师，通过一系列的互动练 

习与实战训练，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助你提升招聘的精准度

及 有效性，“慧眼识人”。

专业学习——专业技能

07



08

张少云
ACCA中国专家智库成员

章晓虎
ACCA华南区专家指导小组成员

姚晨
原国家税务总局专业人才库人才

张老师是必思培训董事，香港会计

师公会资深会员、特许公认会计师

公会资深会员、ACCA中国专家智

库成员。张老师的强项在于，多年

的咨询经验使她能够深入了解企业

的运营，从企业战略决策、运营、

成本、法规监管等方面综合考虑，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绝

非仅仅针对某一点的问题解答。

章先生具有法律、金融和公司和工

商管理的教育背景，是英国、香港

和中国大陆三地注册会计师，并具

备深交所独立董事和企业法律顾问

资格。自2007年起担任ACCA华南

区专家指导小组成员。

章先生擅长财务分析、内控合规、

企业估值、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资

格考试考前培训。

现为中税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高

级税务咨询师、厦门大学法学院首

届税务律师，原国家税务总局专业

人才库人才、广东省涉外税收高级

人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社会公共

管理学硕士。从事税务工作近20

年，曾历任法规、征管、纳服、信

息中心等部门负责人，长期协助客

户处理国地税征管和检查领域的问

题和争议。 

税务系列课程

高管及外籍员工（含港澳台人士）个税筹划 

外管和税收政策变化对跨境资金调动的影响与对策 

发展中企业向税务规范化转型的问题 

国家反避税调查最新动态与应对

税务筹划 精选案例解析，为您提供财税管理新思路

PEO财税课程的定位是为企业财税的负责人与管理者提供最新政

策分析、案例解读及实操问题解决。我们既非普及财税知识的学院

派，也非通过课程招揽生意的会计师事务所。PEO的财税课程以持

续更新为基础，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所有的讲师均为各自领域内顶

级的实战派专家，旨在为您提供最新的解决方案与实操建议。

中国税法在控股构架与并购方面的考量 

中国海关的最新变革与政策解读及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 

跨境服务最新税收政策解读及税务热点分析 

似是而非的税收筹划和人云亦云的谬误

专业学习——专业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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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

戴愫
英语TCS三级跳创始人, 畅销书作家

刘颖丹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中国区冠军

许映凌
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心理咨询师

她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和西南政

法 大 学 ， 分 别 获 英 语 学 士 学 位 和

法学学位，后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

学，获教育领导力与政策研究硕士

学位。有着十多年海外（美国、新

加坡）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曾在中

山大学和新东方任教，多次被评为

学生最喜爱的讲师。

10年在国际学习型组织培训与领导

经验、IPMA（英国皇家专业管理公

会）认证的国际职业培训师、Cartus

认证跨文化沟通培训师、ICF会员

（会员号：9050528），已完成

I C F 认 证 的 1 6 8 小 时 教 练 培 训 课

程、SPOT团队引导课程毕业证

书、NLP 高级执行师。

PEO金牌讲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

心理咨询师，《晶报》、《城市发

现》等多家知名媒体特约婚恋心理

嘉宾；许映凌老师在婚恋、情感、

亲子、企业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擅于运用音乐、舞蹈、彩绘、戏剧

等艺术治疗形式，帮助人们由内而

外的改变。

职场技能课程

高职场演说家

商务英语书面沟通技巧

TCS三级跳快速完成公文写作

职业技能打造个人职业发展的软实力，夯实有战斗力团
队的硬基础！

当企业对于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当隐形天花板开始挡

在你的晋升之路，当你在职海浮沉多年仍在 寻求突破，除了专业能

力，是时候提升职业技能了！PEO的老师均为不同职业技能领域

的大师，帮助你快速的提升个人能力，助你成功打造个人事业发展

的软实力！

身心舞动能量减压体验工作坊

打破文化围墙——跨文化领导力沙盘模拟

职场思维导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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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课程研发以及高效整合的培训管理
确保我们能提供给您高品质培训课程和让
您称道的优质服务，超越您的期望。



PEO Training 是普岩集团下属致力于专业培训服务的品牌。我们 

专注于企业关键人才的专业能力与通用职业技能的发展。我们持续

的市场调研以及对商业环境的深入理解与把握，确保我们的培训内

容能真正的为您所用。

11

企业内训

内训服务流程

核心特色

★ 咨询项目式培训运作

★ 培训前多方位深入沟通明确需求

★ 针对学员的课前调查和案例准备

★ 量身订制培训方案和内容

★ 针对学员的能力测评分析 

★ 针对学员的能力提升建议及指引 

3、培训实施

课前调查 / 案例收集及问题反馈

培训资料制作及发放

PEO提供发票授课

培训结束后安排学员填写评估问卷

4、效果反馈

培训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效果

反馈报告

5、后续服务 
课程行动计划及实践活动

课程内容更新提醒 

1、前期沟通

与您电话沟通确认需求和要求

提供详尽的培训方案

2、项目确认

培训讲师与企业项目负责人沟通

双方协商确定培训时间

签订培训协议

提供具体流程安排及实施方案

我们把每一个企业培训都当作一个完整的咨询项目来进行，并致力

于持续的改善。充分了解企业的管理特征、发展战略、业务现状、

人员水平等各方面因素以及贯穿整个培训的相互沟通确保我们的培

训内容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持续的课程研发以及高效整合的培训

管理确保我们能提供给您高品质培训课程和让您称道的优质服务，

超越您的期望。

专注聆听 深入理解 超越期望

★ 细致周到的全程培训服务 

★ 高品质的培训过程 

★ 基于改善的学员行动计划

★ 及时的培训效果反馈 

★ 后续课程回顾提醒服务 

专业学习——专业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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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习——HR出版物

12

中国最大的在线双语雇佣法规案例库

CEW《中国雇佣观察》是普岩集团旗下中国最大的在线双语雇佣法

规案例库。《中国雇佣观察》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劳资关系演变的

宏观背景，为各行业的人力资源从业者、公司法务、其它商业决策人员等提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并就其所面临的雇佣方面的挑战和风险提供法规查询、相关案例的参考、深入的分析及可行性的建

议。CEW网站每周定期更新，并且通过 CEW Weekly 的双语期刊，每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及

时、精准、专业的雇佣资讯带给订阅者。

人力资源从业者不可不读的专业早报 ！

HR730，取早七点半之意，乃PEO编辑团队精心打造的人力资源早报！

国内唯一的人力资源日报，最及时的人力资源资讯！从浩如烟海的资讯

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带给您息息相关的资讯。每工作日e-mail发送，您不可不读的报纸，不

可不了解的世界，必不可少的资讯早餐！



Hong Kong

         (+852) 3974-5389            (+852) 3579-0029

         enquiry.event@peo.hk

Mainland

         (+86) 400-628-5800            (+86) 400-628-5911

         enquiry.event@peochina.com            www.peo-group.com

关注官方微信，获取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