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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沿革
1960

1962年 韩国能率协会创立

1970

1970年 举办《第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研讨会》
1972年 举办《第一届夏季高级管理人员研讨会》
1978年 《KMA调查报告》出版 (100大企业的CEO简介)

1980

1980年 举办《第一届产业培训全国大会》
AMA(America Management Association)合作
1982年 举办《第一届组织开发(OD)国际大会》
1984年 举办《第一届事务管理全国大会》
1986年 举办《第一届VE全国大会》
1988年 举办《第一届提议活动全国大会》
1989年 韩国能率协会咨询(KMAC)成立

1990

1991年

韩国能率协会媒体(KMA-Media)成立

1997年

指定为“亲环境经营管理体系培训机构”

1998年

《第300届高级管理人员高峰早餐会》认证

Global Standard Management项目开发

KMA董事长

李凤瑞

1961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
1965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1965 世界银行EDI教授
1983 韩国总统秘书室经济秘书
1988 韩国动力资源部第9代长官
1990 韩国商工部第36代长官
1993 亚洲开发银行(ADB)副总裁
1998 国际火灾海上保险会长
2010 韩国能率协会会长

2000

2001年

韩国能率协会认证院(KMAR)成立

2006年

开设第一届Wharton-KMA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

2007年

KMAC获得“韩国政府创新功劳”总统表彰

2009年

第二、第三代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 : 开设

2010年

第六任李凤瑞会长就任

2011年
2012年

KMAC、KSCI 设立20周年
《高级管理人员高峰早餐会》韩国国务总理演讲

2013年

荣获支持创造就业机会国务总理奖

2014年

注册为2014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被选为国家职务能力标准（NCS）开发负责机构(管理一般部门)
设立KMA中国北京办事处(北京望京)
2015年

举办第500届高级管理人员早餐会

2016年

KMA韩国能率协会与阿里巴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 介绍KMA
KMA于1962年创建，是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终生教育、企业管理培训集团，旨在帮助更多国家机构和单位
自强不息、创新发展。KMA集团由KMA、KMAC 组成。作为韩国社团法人，KMA现在运作共有7个主要事业部
门，同时与KMAC进行业务合作。

1962年创建，

是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终生教育、
企业管理培训机构

会员服务部门
高管培训部门
HRD培训部门
客制化内训部门
全球企业培训部门
咨询部门
专业开发部门

1989年创建，
是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经营管理咨询机构

诊断评价部门
咨询部门
市场调查部门
培训部门
媒体部门

▣ KMA HR Society

举办《高级管理人员早餐会》，《各级经理早餐会》

全国人才开发院(企业大学)院长联合会
宗旨与目的
通过会员企业参访和信息交流等方式引进先进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 以培养出能够适应
国际形势新变化的优秀人才。

韩国HRD(人力资源开发行业)经理交流会
宗旨与目的
韩国HRD经理交流会旨在企业的HRD经理共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
方案，寻找商业创新模式。

KMA 合作企业目录 - “KMA拥有韩国1000大企业会员”

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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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对华业务交流中心

中国外专局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资格证书 (KMA)

KMA培训机构的优势
1. 1962年创立的KMA是韩国最佳、最大规模的产业培训机构，也是韩国No.1终身教育机构。
2. KMA是中国国家专家局合作的正式境外培训机构
3. KMA是由韩国的1,000家大企业及中小企业出资组成的非盈利机构，						
现已拥有包括三星、现代、 LG等1,000家会员公司。
4. 1965年5月，日本服装制造产业考察为开始，已有50年历史的KMA韩国能率协会					
具有丰富的境外培训运营经验。(已有进行3,000多次的境外培训经验)
5. 以KMA为中心，由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构成的全国研修院长联合会、HRD经理联合会等			
通过多种民间及公共机构的人力资源，开展20多年以上的业务合作及协助业务。
6. KMA与中国名牌大学、机构、协会及阿里巴巴等民间企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培训中心及2016年与阿里巴巴也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7. KMA的培训是从企划方案到进行培训和教育以及培训后传给评价报告书等一系列事情彻底运营。

讲座 / 研讨会

机构 / 企业参访交流

社交沙龙

企业现场考察

韩国核心产业讲座
企业“走出去”战略咨询
分享本地化战略

研究韩国企业发展案例
增进对市场的理解
企业间建立交流网络

理解中韩两国文化与思想
作为未来合作伙伴
提供互相交流机会

参访生产现场与R&D设施
与实战专家进行交流

在上述的赴韩培训结束后，
颁发KMA认可的
《KMA培训结业证书》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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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 赴韩培训团队合影留念

(公共机构 / 企业 / 大学EMBA / 国策研究所等案例介绍)
※ 为了本培训受训者提供培训纪念视频资料.
CEIBS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 GEMBA Korea
Module
(中国名牌 EMBA)

中国企业家协会赴韩培训
(中国大型公共机构)

中国浙江省发展规划研
究院赴韩培训
(中国国策研究机构）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赴韩培训
(中国大型电台)

中国中车集团赴韩培训
(中国大型公共企业)

- 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生院院长讲座
- 5次首尔大学讲座
- 三星电子/浦项钢铁(POSCO) 考察
- 韩国CEONetworking欢迎晚会
- 著名表演“NANTA”
- CEIBS Special BBQ Party

中国天津市高级公务员

中国天津市高级公务员
赴韩培训
(中国高级政府官员)

- 4次KMA讲座
- 釜山港湾公社 / 仁川松岛新城市
- 山新城市 / 盆塘新城市考察
- 土地住宅公社 考察
- 韩国国有企业Networking欢迎晚会
- 韩国城市规划文化考察及体验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

- 三星电子领导力 & 管理创新考察讲座
- KMA 三星与现代集团企业家精神讲座
- 首尔大学实地考察与讲座
- SK集团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创新奖座
- 浦项钢铁(POSCO)管理创新案例讲座
- 中韩相互交流 Networking 欢迎晚宴

- 3次KMA讲座
- KT (韩国通信) / 三星电子		
LG电子(手机) / DAUM 考察
- 韩国IT产业文化考察及体验
- 韩国Networking欢迎晚会

中国电信赴韩培训
(中国第3大移动通讯企业)

中国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 仁川松岛经济自由区域厅
大田研究开发特区振兴财团
釜山-镇海经济自由区域厅
大邱科技城地区
世宗市产业通商资源部
经济自由区域企划团访问及交流
- 韩国主要经济自由区域访问考察

- 三星的研发战略管理讲座
- 三星的新经营讲座
- 三星的人才经营与管理讲座
- 首尔大学实地考察与讲座
- 三星电子数码中心 - 首尔、水原
- 中韩企业家交流座谈会“合作与共赢”

上海交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赴韩培训
(中国的全球性大学)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兵器工业赴韩培训

- 韩国电视剧的制作流程讲座
- 文化产业制作系统讲座
- MBC“爸爸去哪儿”制作案例讲座
- 首尔大学实地考察与讲座
- MBC 电视台首尔总部考察
KBS 水原中心电视剧摄影棚考察
SM Entertainment 全球化战略培训
CJ E&M综艺频道总部考察

- 三星及POSCO的企业家精神讲座
- 三星电子创新博物馆
- POSCO浦项制铁所
- 现代汽车技术研究所
- 雷诺三星汽车

中国兵器工业赴韩培训
(中国大型公共企业）

中国中车集团

HRoot人力资源

- KMA 三星与现代集团企业家精神讲座
- 首尔大学实地考察与讲座
- 韩国都市铁道公社车辆基地考察
- 韩国制造生产线技术名匠讲座
- 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业、
浦项钢铁(POSCO)、斗山重工业考察
- 韩国Networking 欢迎晚宴

- KMA韩国能率协会
- 三星电子创新博物馆
- POSCO人才创造院
- 锦湖韩亚培训基地

HRoot人力资源赴韩培训
(人力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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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 赴韩培训案例
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HRoot和KMA共同组织赴韩培训
HRoot卓悦会携手KMA成功组织人力资源精英赴韩访学之旅
【特别报道】HRoot卓悦会携手KMA成功组织人力资源精英赴韩访学之旅
2016年12月，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HRoot旗下人力资源精英社团--卓悦会
(HRootInstitute)携手韩国领先的产业培训机构--韩国能率协会(KMA)组织了历时三天的人力
资源精英赴韩访学之旅。本次赴韩访学活动以三星电子、浦项集团、韩亚航空、韩国能率协
会四个极具代表性的企业作为参访学习对象，通过深度的互动研学，为人力资源精英们呈现
了最顶级的交流与学习机会。该活动共吸引了来自捷豹路虎、延锋伟世通投资、固铂轮胎、
柯惠医疗、美舒医疗、宝岛眼镜、中集集团、飞亚达、锐高照明电子、歌尔股份、外研社、
卓尚服饰、雅莹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40多位人力资源主要负责人参与，通过切身体验韩
国企业共同体式的企业文化，学习其人力资源管理精华与成功经验。

KMA关于企业培训的洞见
进入数字化商业时代与VUCA时代，企业如何借助优秀人才取得快速发展？韩国能率协会(KMA)的负责人认为企业人才需要具备能够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中抓住商业机会的“商业头脑”，以及将抓住的机会迅速转换成宝贵商机的“商业力量”，才能在新时代引领企业不断前行。此
外，企业培训未来发展之道应是引领人力资源变革以及通过企业培训，让企业紧跟趋势，不至于掉队。
韩国能率协会(KMA)的负责人还指出，具体到企业内部实践而言，对“如何培养自身人才”这个问题的洞察力模型需要在“未来5年-10年的公司
愿景中寻找。同时，可以通过典范企业的案例，最大限度减少公司执行过程中的失误，获得可提高公司员工能效的智慧。
在交流沟通过程中，人力资源总监们提出，在具体的企业培训中，经常存在对“提高参加培训人员参与度”与“保证最终培训效果(成果)”难以
两全其美的担忧。在韩国能率协会(KMA)的负责人看来，企业培训要获得最终效果(成果)需要两种战略，即“为获得最终效果(成果)开发学习解决方案
或者培训流程”以及“保证效果的学习前—中—后活动”。
具体而言，在开发“为获得最终效果(成果)的学习解决方案或者培训流程”时，要执行好三个阶段的工作：1. 对于培训主题，要明确组织期待水
平与学习者水平间的差距；2. 根据得出的差距将期待效果(成果)设定为学习目标；3. 以实现设定目标为方向设计开发培训流程。其中设计开发的第3阶
段，需要选择适合完成学习目标的教学模式或工具。其中就需要利用视频、游戏、诊断、人工智能的教学策略。这里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对立陷阱，
即“选择工具或方法时，以学习者喜欢为由，忽视完成学习目标的适合性判断”，或者说“忘却目的(有利性)，一味追求方式(参与性、趣味性)”。
因此，必须还需采取第二个战略，保证效果的学习前-中-后活动。其中的关键在于要执行好两个阶段的工作：1. 将设计开发的解决方案有效传授
给学习者；2. 培训结束后，要支持学员将培训中学习到的技能运用到当前的工作中。总之，如果要有效传达学习培训的内容并保证效果，在培训开展
之前和之后的阶段，人力资源部门与学员上司的督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韩国能率协会(KMA)还为参会学员们分享了KMA推进韩国知名企
业培训的几大成功案例，为人力资源总监们提供实操案例。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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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管理 2017年03月刊 特别报道】

浦项集团(POSCO) ——钢铁巨擘如何屹立？
在此次访学活动中，参会学员们在全球领先的钢铁制造企业浦项集团(POSCO)的人才培育基地进行了现场观摩，不仅了解基地的运营现状及人才培育
模式，还与POSCO的人力资源总监就企业人才的发展与培养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学习。
据POSCO人力资源总监介绍，POSCO正在实行从新入职员工到首席执行官的系统化人才培养项目，这是该公司自创立时起即坚持至今的重要经营理
念。对普通职员而言，POSCO会开展人力资源、财务、投资等领域的专门培训项目，员工的培训结果直接同晋升挂钩。从高管层的培养而言，为了加强他
们超出专家范围的企业负责人能力，不仅会开展领导力项目，还会开展MBA水平的经营者培养课程。同时，POSCO还定期向部长等主要职级人员传授财务
相关知识，通过双向沟通，致力于激活组织活力。…… 以下省略

三星电子：人才培养始终聚焦于人
在本次赴韩访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是对三星电子的参观和学习，作为最重视人力资源部门从而取得成功并创造韩国产业神话的代表性企业，三星电子
的人力资源培育战略给参会学员们呈现了精彩的一课。三星电子人才培养始终聚焦于人，以人为中心推进。在三星电子的五大核心价值中，其中一条是“人
才第一，企业即人”。从1991年起，三星电子启动培养海外地区专家，将员工派遣至海外主要国家进行培养。在保留与激励派遣员工上，三星电子也总结
了一套成熟的经验，优秀企业挖走企业内部人才的问题是全球性企业所具有的典型问题，只靠金钱诱惑无法阻止优秀人力资源的流出。因此，相比金钱方面
的奖励，三星电子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给员工展现业务上的未来愿景，支持其能力开发与个人发展，以便优秀员工制定发展目标并积极实现。同时，三星
电子认为，不确定时期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取决于人，技术最终服务的是人，只有为人们提供流动性与便利性的技术才有价值，而非技术本身。

锦湖韩亚：坚持与共享创业者的经营哲学与企业价值
在本次赴韩访学活动中，韩国韩亚航空关联企业的锦湖韩亚培训基地的体验式学习也令人力资源总监们印象深刻。作为取得韩国人才
经营大奖的优秀培训基地，锦湖韩亚培训基地具备从新入职员工培训到核心人才国际领导力培训的运营能力。
虽然培训很重要，锦湖韩亚更是为聘用符合集团价值的人才，完善招聘机制来支持运营。对录取的员工，不仅从集团层面持续进行价
值培训，每次晋级考核时反复强调集团设定的共同力量(例如：战略思考能力、人事组织、营销技能、会计技能)。还以晋级的全部集团公
司员工为对象，开展领导力及追随力培训。各公司还实施特别培训，培养所需专门力量及业务技巧。集团提前预测急剧变化的社会趋势，
进行人才储备，通过集团教育系统解决各种问题。…… 以下省略

在本次为期三天的赴韩访学活动中，学员们深入韩国标杆企业和培训基地内部，通过实地观摩和参访学习，切身体验并感受了韩国企业的组织文化和
核心竞争力，更清楚地获悉了韩国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开拓视野、激发思维的同时，也收获了最有参考和学习价值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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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 企业管理培训
Learning 在学习活动中追加了为提高专注度与适用率的解决方
案是适用现职及Plus解决问题导向知识服务解决方案。

力量诊断·评价

促进
与
支援

学
习

预先
学习

正式
学习

事后
学习

成果

履历·组织开发

Learning Plus 主要流程

Phase
Ⅰ

Phase
Ⅱ

Phase
Ⅲ

Pre-Learning
预先学习

Classroom
Learning
正式学习

Workplace
Learning
事后学习

学员
(Learner)

学习前满怀期待
准备正式学习。

管理者
(Manager)

支援学员
参与学习

•事先诊断
•入学向导预先学习视频

•入学向导
•支援预先学习

•参与线下学习
•制定 Action Plan
•学习资料, Poll, QUIZ, Q&A

学员
(Learner)

体验高专注度线下学习

教授
(Facilitator)

通过多种学习工具
开展线下学习。

学员
(Learner)

Workplace
中持续学习及适用。

•学习适用现职资料
•推进 Action Plan 的执行
•对自身适用现职进行评价

管理者
(Manager)

支援或指导其在现职中实践。

•现职适用资料指导
•敦促执行 Action Plan
•对学员适用现职进行评价

•开展有效学习
•教材，幻灯片
•Poll, QUIZ, Q&A

请进行通过Learning Plus可创商务成果的组织人才培训!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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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ssessment Center) / DC(Development Center)
所谓模拟情况课题 (Simulation)?
是指类似于实际工作环境的模拟情况。巧妙地设计出模拟情况，并指导被评价人员解决当前的 业务和问题，对其过程
进行评价。

In-Basket
堆积如山的任务

角色模式法
面谈或者协议

Presentation
说明及报告

在任务堆积的情况下，
决策及
业务处理方式

跟下属、上司、
顾客、外部关系人等
各种各样的人员
进行面谈、协议等情况

特定事件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改善方案、
未来发展计划等情况

AC(Assessment Center)?
是指为被评价人员提供类似于实际情况的模拟情况，很多评价专家在此情况下观察被评价人员的角色与行动的同时，
客观地评价其能力的技巧。
KMA利用AC技巧基于严格的程序，客观地评价被评价人员的能力水准，并为公司在人事与升职方面提供核心标准。

DC(Development Center)?
力量模型对组织高业绩者中共同出现的行动模式进行系统整理。开发上述力量意味着学习高业绩者的行动并体系化后
在实际业务现场做出更好的行动。一个人出现行动变化就是基于本人力量水平和对自身优缺点的准确认识。KMA的
DC项目课程就从这里起步。
培训前
理解自己
被高估的
力量行动

日常生活中
平时自己对
自身力量的理解
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过高评估

培训流程
引水式知识：
对力量的理解及
重要行动

先掌握力量概念
以及学习力量
要求主要行动
再评价自身水平

通过实习认识自
我及
高水平确认

通过实习
力量评价课题
反省自身行动
观察他人行动
从而产生自我认识
确认自身行动与
高水平行动间差距

培训后
学习自己
行动缺陷
有关知识及技巧

当确认明示现水平和
目标水平间差距时，
培训参与人员的学习
动机最高
此时需要进行
可引发相应力量
行动的理论知识及技
巧培训

根据自我
开发计划
开发日常力量

判断如何将学到的知
识和技巧
适用到现职工作，
制定自我开发计划，
以便做出改变自身行
动的努力，并致力于
开发自身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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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 韩国经营者CEO 特邀讲座/介绍
▶

 过韩国代表性案例的CEO特讲，学习在韩国产业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企业经营技巧与CEO
通
成长过程。

▶

 国知名CEO以案例和体验为中心向学员讲出公司高官和领导的战略性思考、新干部培训、
韩
个人领导力 及职位力量开发、人才培养与组织开发、经营技巧等。

学习韩国产业化发展的技巧并适应创造经济的新趋势

<学习产业化发展的技巧>
•产业化的全过程(从投入要素到改

<适应创造经济的新趋势>
•积
 累创造经济所要求的创造力量并

善效率和创新经济）
•电子,半导体,化学,制铁,造船,建设, 成

实现其程序
•ICT, 能源, 环境, 生命, 设计, 媒体, 融

套设施,金融,IT等不同产业的 发展现
状与课题

合等新兴产业的展望与进入战略
•具
 有充满热情与创造的组织和个人

•变化与创新, 组织文化, 领导力,

的创造性变化领导力 等

CEO的成功条件 等

韩国成功企业
CEO特讲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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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A与中国著名的大学及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案例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北京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清华大学专门负责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及成人学历教育的学院，其中远程教育已开设研究生课程进修、专科升本科、职业培训等多
种类型的教育培训，并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建立了一百余个校外教学中心，基本形成覆盖全国远程教育网络与教学体系；职业培训设有培训
项目研发中心和科技园、IT、公共事业与卫生管理等培训中心，主要为社会提供管理科学、财政金融、土木建筑、信息技术、公共事业与卫生管理、考试辅
导等教育培训服务。
- KMA-SCE签署相互合作MOU的日期：2016年1月7日
- 主要合作领域 : 中韩两国境外培训、研讨会、论坛、大型会议、展览会等活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培训中心
北京

(CCPIT-China Council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是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国家级、国际性会员制商会组织。1988年，国务院批准
成立中国国际商会。商会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其职责是向国际组织和中外政府部门反映中国工商业界的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推广，促
进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国际交流、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会展策划、项目招商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积极在企业界倡导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
- KMA与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签署相互合作MOU的日期：2014年3月3日
- 主要合作领域：韩国产业标杆管理赴韩培训与中韩人才开发(HRD)交流项目

中国企业家协会咨询与培训中心
北京

(CEDA-China Enterprise Directors Association)
中国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84年3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全国性经济类型的社会团体。协会拥有会员企业50余万家，
全国直属企业会员单位4500家。二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服务内容到组织体系，都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现
代化为主要服务内容，逐步转为既坚持原有服务内容和主要功能，又同时承担了中国雇主组织代表的职能，参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工作，并且代
表中国雇主组织参加国际劳工大会，成为三方代表(政府、雇主、工会)的成员之一。目前，协会的服务内容更广，服务面更宽，更需要创新服务。
- KMA-CEDA签署相互合作MOU的日期：2014年3月7日 - 主要合作领域 : 共同开发韩国产业标杆赴韩培训与标准化培训课程等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北京

(CICCST –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是中国科协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成立于1984年。作为重要的对外民间科技交流窗口，中心一直致力于展开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举
办和组织各类会议、展览、培训、信息服务、技术转移等国际科技交流项目和活动，为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地方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外事服务与
支撑。中心下设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多边处、交流处、服务处、会议处、培训处8个处室。
- KMA-CICCST 签署MOU的日期：2016年1月6日
- 主要合作领域：共同开发韩国产业标杆赴韩培训与标准化培训课程等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海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所属的高层次、专业型、实战性、国际化的学历后教育机构，为组织和个人发展提供综合教育与培训服务。自
2003年成立以来，学院已累计培训学员逾45000名，师资阵容逾2000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继续教育机构之一。学院以“坚持海外特色，创导终身教育，铸
就一流品牌”为办学宗旨，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引进海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名校办名继续教育之路，为人才强国战略、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和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服务。学院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西点军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等世界著名大学进行深度合作，同时与国际银行家同业公会、英国国际财务会计师公会、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美国高尔夫高级管理者协会、香港金融工程
师协会、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一批海内外知名协会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 KMA与CCPIT签署相互合作MOU的日期：2014年3月6日
- 主要合作领域 ：韩国产业标杆管理赴韩培训与CEO论坛等活动共同举行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

(HKPC -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生产力局和辖下的附属公司每年为超过3000间公司提供生产技术及管理顾问、产品检测及人力培训服务，协助香港工业发展高增值产品及服务，以提升国际
竞争力。在1970年至1973年期间，周锡年曾经出任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生产力局总部设有工业技术支援中心、实验室、展览厅及培训设施。生产力促
进局亦于中国深圳、东莞、及广州市设有附属的顾问公司，为中国内地的港资企业提供支援服务。
- KMA-HKPC签署MOU的日期：2016年1月27日
- 主要合作领域：企业、公共机构、协会与政府部门的境外培训；加强双方企业和会员合作商机商机

阿里巴巴集团
杭州

(Alibaba Group)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阿里巴巴集团)是以曾担任英语教师的马云为首的18人，于1999年在杭州创立，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让小企业通过创新与科技扩展业务，并在参与国内或全球市场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阿里巴巴集团经营多项业务，另外也从关联公司的业务和服务
中取得经营商业生态系统上的支援。
业务和关联公司的业务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服、菜鸟网络等
- KMA-阿里巴巴签署MOU的日期：2016年8月18日
- 主要合作领域：研究赴韩、对华项目相互合作；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流及信息交换方面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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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赴韩培训项目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韩国能率协会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提供知识，提供领先

韩国能率协会
KMA :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韩国能率协会

庆祝中韩建交24周年
庆祝KMA成立54周年

韩国半导体产业
生产流程(KSPS）

三星创新 Academy

KMA-KBC Academy

“SAMSUNG Creative Innovation Academy"

"Korea Business CEO"

体验实习访韩研修

「KMA-SCI Academy」

「韩国Business CEO Academy」

Korea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system training program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韩国能率协会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韩国能率协会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MA韩国能率协会简介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三星创新Academy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KMA-KBC Academy

韩国半导体产业培训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认定境外培训机构 - KMA
认定编号 - 148201

韩国能率协会

韩国能率协会

庆祝中韩建交22周年
庆祝KMA成立52周年

Customer Satisfaction
CONSULTANT ACADEMY

KMA韩国小资本新创业及连
锁事业研究韩国访问研修团
Asia No.1 Knowledge Provider-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韩流文化产业培训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境外培训合作机构 - KMA
渠道编号 - 148201

韩国能率协会

韩国能率协会

三星客户服务产业培训

韩国能率协会

庆祝中韩建交22周年
庆祝KMA成立52周年

KMA-SUNY

KMA-KTMA

「Korea Technology Management Academy」

「Korea Technology Meister Academy」

“韩国技术管理 Academy”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主办 :

协办机构 :

韩国能率协会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SU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 韩国纽约州立大学)

韩国技术管理Academy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认定境外培训机构 - KMA
认定编号 - 148201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韩国能率协会

KMA-ICT Academy

“韩国技术名匠(Meister) Academy”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韩国小资本新创业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KMA-ICT Academy

┃中国┃
TEL. 13701305531
E-mail. chinakma@kma.or.kr
┃韩国┃
TEL. +82-3274-9296, 9321
E-mail. cys@kma.or.kr / hsjeong@kma.or.kr

※ KMA为客户提供韩国讲师派遣业务与赴韩培训项目。

主办 :
协办机构 :

韩国能率协会

┃网站┃
http://kma.chinajob.com

KMA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韩国能率协会)
HKNU (Han-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 韩国国立韩京大学)

※ 上述的赴韩培训项目可以按照顾客要求定制

韩国技术名匠Academy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ore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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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专局培训课程(案)

韩国现代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

韩国文化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韩国现代装备设计生产现状及趋势
韩国尖端产业装备设计与生产现状
战略新兴产业与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理念
韩国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的转变过程
创新型行政管理的开发与人才培养
全员生产维修(TPM)经营管理与人才培训
为现代装备制造业长期发展的政府政策

韩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前景
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韩国文化产业的商业化、高端化发展
韩国广播电台经营管理的创新思考
文化产业核心人才的培养体系与流程
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
韩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产业化战略

韩国建设与城市规划战略研究

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

韩国住房及住房建设情况介绍
韩国住房保障体系及制度
韩国住房金融制度——国民住宅基金制度
韩国公共住房供应模式探析和启示
韩国房地产开发与城市规划现状
韩国自由经济区发展研究及智能城市建设战略
韩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设计要点研究

服务业的重要性与未来发展蓝图
韩国服务业：招商引资新亮点
中韩自贸协定(FTA)：服务业发展情况与展望
IT技术发展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与贡献
医疗服务业的涌现与未来展望
文化产业与服务业：韩国政府政策成功案例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成功案例

韩国科研机构创新经营管理模式

韩国可再生能源 & 绿色发展案例

韩国综合国情介绍与韩国科研机构发展概况
政府科研机构等的设立、运营及发展相关法律
韩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价体系
韩国科研机构人员聘用制度与改革机制
韩国新技术创业企业支援政策
科技政策和技术经营的国际化动向分析及合作方案
韩国官产学研协调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

韩国燃料电池与智能电网战略研究
韩国核电能源运营现状学习
韩国的清洁能源和低碳绿色政策研究
资源枯竭危机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利用韩国水电的清洁能源政策案例
韩国太阳能源市场发展与领导企业
绿色发展与清洁能源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韩国信息通信技术(ICT)战略研究

韩国农业创新与食品管理发展案例研究

韩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史及未来展望
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市场趋势及商业新战略
网络社会的政府职能革新与管理方式的转变
引领时代的创造创新技术领导力
韩国云计算技术与云服务产品创新发展

韩国农产品品种开发与改良战略
农业研发与韩国农业发展案例
新农村创新管理人才培养政策研究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管理制度与成功案例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管理管理创新方案
韩国“新农村”建设战略与中国本地化方案
有机农业创新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4G时代的业务网络和业务平台架构设计和运行模式
韩国政府与公共单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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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的全球业务合作机构
通过与全世界各国的研究所、机构进行战略性合作，把最新的HR Trend和技巧反映到培训项目，
并通过不断 提高项目质量，提供世界最高水平的HRD培训服务。

英国 DNV-QA
英国 BSI
法国 INSAD
德国 TUV
荷兰 LRQA
丹麦 DNV
美国人才发展协会(ATD)
美国管理协会(AMA)
沃顿商学院(Wharton)
美国 DDI
美国质量学会(ASQ)
Six Sigma Experts Partnership
美国VE协会
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
SHRM(Society for HR Management)
IBC Clean House
美国质量管理协会(ASQC)
美国 ISPI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
美国档案管理协会(ARMA)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培训中心
中国企业家协会咨询与培训中心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阿里巴巴集团

日本管理协会
日本经营者协会
日本 JQA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
日本精神技术研究所
日本产业管理大学
日本生产性本部
日本JIT经营研究所

KMA赴韩培训申请书
申请日 :
机构名称 / 行业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部门

职位
年
年

培训申请日期

月
月

日 (星期
日 (星期

)~
)

年

总人数

⑴
⑵
⑶

标杆学习及研修项目
(管理创新、
经营哲学等)

在赴韩培训时
愿意访问的其他地点
(展览馆、文化考察等)

培训预算

⑴
⑵
⑶
⑴
⑵
⑶
每人培训预算 (

)美元

其他要求及
询问事项

KMA 对华业务交流中心(China Business Center)
联系方式

韩国首尔市永登浦区议事堂大路22 Eroom Center 8-10层（邮编 07236）
Tel. +82-2-3274-9296, 9321, 9388(韩国) / 13701305531(中国)
Fax. +82-2-3274-9387
E-mail. chinakma@kma.or.kr

※ 可以用中文填写及询问，若需要时我们将把相关资料发给贵公司

日

TEL )
FAX )

培训目的

贵机构愿意
参访的企业

月

名

http://kma.chinajob.com
http://www.kma.or.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