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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

人才“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专题培训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安全能力提升方向

培训通知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入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素质提升工程，继续做好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

提高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引导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按

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2022年度中小企

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21〕

256 号）要求，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促进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安全能力提升方向高级研

修班，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实施。研修班以“支撑政府、服务行业、

造就领军企业”为宗旨，致力于培养一批优秀领军企业，为

全国优秀企业家创造交流合作平台。

二、培训方简介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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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事业单位。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与积淀，国家工信安全中心始终坚持以“支撑政府、

服务行业”为宗旨，围绕“工业信息安全、产业数字化、软件

和知识产权、智库支撑”四大业务版块，形成以“智库咨询、

基础研发、技术服务、生态培育”为支撑的业务体系。业务范

围涵盖工业信息安全、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软件、大数

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工业经济、赛事培训等领域，服

务对象包括国家部委、行业协会、央企集团、头部企业、地

方政府、产业园区、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等各

类主体。

三、项目特色

国家工程联合培养。该项目由工信部发文指导，学员结

业后可获得权威证书，并直接进入国家人才库。延续领军式

全国互动学习的领军人才培训特色，传承领军培训文化和教

学规范。学员结业以后，可依托领军人才公共服务平台继续

享受在线学习和每年一定天数的复训资源。

建立通道。学员可与龙头企业或大型央企、国企决策者

共同研讨制造业发展机遇，有机会深入大型企业现场，学习

国企先进的管理经验、文化建设和科技创新，充分获得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机会和途径。

资源互通。全国领军学员联谊、全国班委交流活动、领

军千人峰会、领军广交汇。全国领军商业思潮巡回周、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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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等活动。透过全国性的精英交流平台，打破省市地缘与

新老跨届限制，与全国领军平台的各届学员思想碰撞、启迪

思维、寻找合作机遇。

四、培训目标

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复杂营商环境、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

领导能力、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和安全能力提升的中小

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

五、面向对象

培训对象应具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开放的管理理念和突

出的创新创业精神，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担任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主要领导职务，

或担任企业副总经理以及相当级别的领导职务；

2.从事企业综合管理工作3年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

3.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0周岁。

六、课程设计（大致计划）

课程主题 课程内容 地区

国际形势与

国际格局

第一天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

“十四五”时期国际经贸形势与挑战

国际变量与新发展格局

北京（3天）

授课

第二天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什

么转、怎么转、转什么）路径、核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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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

数字化

第三天上午

开学班会、班委成立大会

解读大中小融通发展战略及领军人才专题班项目

第三天下午

参访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

第一天

产业链、供应链上云的实践与创新

企业智能化改造和产业升级的重点与难点

如何打造研发、供应链、制造一体化平台

深圳（3天）

调研+座谈

第二天

数字化转型三大抓手：战略执行、组织变革和技术

现代化

第三天

参访单位：华为、腾讯

企业融资与资

本市场运作

税务筹划与风险控制

资本运作、融资与运营战略（解剖、研讨） 北京（2天）

公司治理

与组织管理

领导能力与团队凝聚力（解剖、研讨）

公司治理架构、企业转型变革

品牌管理、企业文化 北京（2天）

企业参访：新浪网

企业安全

能力提升

1、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网络安全挑战与应对

（法律法规标准不熟悉，缺乏专业的网络安全人才，

内部管理制度流程不规范，缺乏专业适用的网络安

全工具等）

2、数据安全技术能力、数据安全的体系构建与治理

思维、数据安全管控思路与落地实践

西安/杭州

（3天）

企业参访：杭州安恒信息股份、浙江大华股份、阿

里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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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

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融合创新

标杆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剖析、数字化协同解决方

案、数字化转型战略、架构设计

总结分析、定向指导

结业典礼

苏州（3天）

参访企业：苏州国源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耐姆

智能传输系统（苏州）有限公司/太湖科技园

七、师资机构及拟邀名单

李老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数字化方向，计算机辅助工

业规划领域。

高老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数字化

方向。

梅老师 中科院院士、软件产业方向，软件工程和系统

软件领域。

王老师 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总工

程师，大数据领域。

张老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杨老师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产业室副主任、教授。

宁老师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原首席顾问，

工信部首批两化融合专家，智能制造领域专家。

吕老师 经济学博士、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现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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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纳税筹划第一人，

著名的税务筹划专家。

鲍老师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院长，中小企业投融资管

理。

周老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教授。

柴老师 航天科工集团子公司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朱老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工程师

徐老师 北京长城战略咨询高级合伙人、副总经理

林老师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老师 商汤科技集团副总裁

陈老师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老师 京东集团副总裁

李老师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高工

陈老师 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肖老师 华为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

陈老师 百度技术委员会理事长

注：具体讲师以实际安排为准

八、实训基地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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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钉钉(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九、增值服务

1.在支撑相关政策制定时，优先选择领军学员企业作为

调研对象，其中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优先作为典型案例进

行宣传推广，企业意见建议优先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

考指标。

2.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各类相关活

动中，优先安排领军企业共同参与，并选为生态合作伙伴，

享受中心各项优惠服务。

3.每年度从领军学员企业中评选“优秀领军学员企业”

“领军数字化标杆实践基地”。

4.参训学员所在企业可免费入驻中小企业双创综合服

务平台（www.sme-sc.org.cn），宣传推广企业产品和服务。

5.每年组织 1次通过班委带动全班同学资源共享机制的

全国班委交流活动，促进各行业班委之间交流互通。

6.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各承担机构举办领军企业

家商业思潮巡回周 2 次，活动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

主管部门领导、领军企业家、知名专家学者，就领军企业家

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经营管

理能力开展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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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年由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争取行业闭门培训的参

与名额，行业研修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

8.每年由各承办机构、班委组织各种互访、学习、交流

活动。

十、课程管理

教学安排：学制1年（共16 天，计128 学时），每月集

中2-3天授课（周六、周日）。

授课地点：北京+标杆企业所在地。

研修费用：2021-2022 年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安全能力

提升领军班研修学费为 49800元/人，为响应国家对企业减负

的政策号召，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对广大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

中心制定了 2021-2022年学费额外减免政策，详情请咨询培

训老师。

证书授予：证书授予采取“双证”模式，学员通过全部

课程并考核合格后：颁发由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协调小组办公室统一管理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

训”证书；颁发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盖章的结业

证书。

十一、报名流程

1.提交入学申请表及相关资料，接受资格预审。

2.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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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后，缴纳培训费。

3.由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发

放入学通知书。

十二、缴费信息

户 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开户行：北京银行永定路支行

账 号：01090512400120102148466

用 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安全能力提升研修班+姓名

十三、报名咨询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联系人：梁老师 13120255228（同微信）

电子邮箱：30989665@qq.com

附件：2021-2022年度领军人才学员选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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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领军人才（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安全能力提升方向）学员选拔表

注：1、此表为领军人才项目办公室选拔学员的重要材料，请申请人保证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完整；

2、学员通过资格审核后，方能获准交费入学。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日期 手 机

政治面貌 电子邮件

现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管理经验年限 办公电话

教育背景（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起止时间 专 业 学历/学位

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是否上市 □ 是 □ 否

公司网址

领军理由

(可多选)

□ 行业排名、区域排名靠前； □ 产品、服务、经营管理特色领先； □ 市场占有率高；

□ 未来市场前景好； □ 高成长性； □ 战略新兴产业； □ 其他方面。

所在区域 省 市 是否设立党组织 □ 是 □ 否

所属行业

资产总额（万元） 年销售额（万元） 员工人数（人）
年利润增长率

（与上一年比较）

2020 年

2019 年

企业简介

（请说明主营业务）
说明：限 150 字。可另附详细文件。

社会职务（请列出你所担任的社会职务或其他兼职，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协会团体中担任的职务）

团体 参加时间 职务

荣誉和奖励（企业和个人均可）

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理由：

推荐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