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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收 人
接收单位
传

真

0755-82047730

联系电话

0755-82047750

培训单位

深圳市普华宇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编

PHYP-PX-2017-PH01

号

0755-82047770

培训内容

项目管理系列培训

培训时间

请参考各个专题培训时间

13923749004

深圳普华宇鹏—企业级项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WWW.P6P3.COM

0755-82047750

深圳普华宇鹏企业及项目风险管理实务
应用培训班

邀

请

函

项目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关系到项目成功实施和及时交付。项目管
理有整套的理论体系和工具，谁能掌握真正的项目管理技术、工具和方法，
谁就能显著提升在这个行业和领域的竞争力。应客户要求，深圳普华宇鹏
经过精心准备，举办本年度第一季项目管理系列培训，针对不同的客户安
排不同层次的内容，希望帮助您解决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疑惑。
系列培训都将实战和经验分享放在第一位，会提供大量行业应用典型案例。
具体内容请参照各个培训班。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团队拨冗参加。
一、 培训内容
TC02：企业及项目风险管理实务应用培训班
时间

讲师

2017.06.21—23

培 训 地

20 日全天为报到日

点

普华宇鹏 高级咨询顾问、风险管理顾问
详解介绍风险管理知识体系、风险识别、企

特点

业风险体系建立、风险管理国际工具应用、
风险计划和评估、风险应对等

序号

课程内容

培 训 费
用
培 训 对
象

中国.湖南.长沙
3400.00 元（含资料、茶歇、场地、
税金、教材、证书费等）
，欢迎带电

脑
风险管理工程师、风险管理爱好者、
计划工程师、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费
控资源经理、工程管理专业人士等

课程核心要点

培训方式

 风险管理基础知识介绍
 风险定义、为什么要做风险管理、
1

风险管理基础知识介绍及企

 如何编制风险计划、使用什么工具和方法

业面临的风险问题分析

 蒙特卡罗理论简介

PPT 演示

 项目风险管理介绍（概念、流程等）
 风险识别（原理、方法、分类等；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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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最大值、最小值、最可能值
 风险定性分析（基本方法、手段等）
 风险定量分析（基本方法、工具等）
 风险应对计划建立
 风险监控（方法、流程、报告等）
 风险管理的原则
 企业和项目进行项目风险管理的意义
 PMI 中的风险管理体系介绍
 国内与国际项目风险管理侧重点分析
 企业目前风险管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分析
 目前企业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2

大型企业、项目风险管理现
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项目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企业、项目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PPT 演示

 企业、项目风险管理发展趋势
 如何解决企业、项目存在的风险
 企业级风险管理体系建立方法
 风险管理与内控在企业业务流程中的应用
 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思路
 企业风险管理监督与评估
 企业级项目风险管理体系规划和建设
 项目风险管理实施和建议

3

企业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企业级风险管理体系运行

PPT 演示

 风险管理与进度计划的结合分析
 如何编制企业风险管理计划
 风险管理计划的跟踪、计算（1000 次）
 风险管理计划的实施
 风险管理计划的评估、参数输出、建议方案
 风险管理报告编制
 如何评估企业、项目存在的风险
4

风险管理评估及报告编制

 风险评估报告工具应用
 风险报告编制和成果发布

PPT 演示

 风险评估示例
 P6 中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
 如何选择风险管理工具
 如何基于 P6 软件规划企业风险计划、创建
风险矩阵结构、输入相关参数
5

基于 P6 软件的风险管理深

 风险参数源确定、栏位及内容输出

化应用

 如何输出风险计划、格式
 把风险数据加入到 P6 计划中

P6 软件演示+
操作+DEMO 分
享（半天）

 风险管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风险矩阵分析和建立
 风险应对计划编制、P6 中风险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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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参数输出、风险报表输出
 Oracle Primavera Risk Analysis 简介
 为学员安装风险管理专业分析工具
 项目风险管理简介及 PRA 界面导航
 风险理解、新建或导入项目计划
 进度计划检查、构建风险模型
 风险注册表模块简介
 风险识别、登记与评估（定性与定量）
风险管理软件应用介绍
6

（Oracle Risk Analysis
软件应用）

 风险与 WBS/作业的关联

Primavera
Risk

 风险缓解前模拟分析及图表查看

Analysis 软件

 风险缓解措施计划及缓解后风险重评估

安装+应用+演

 缓解后风险模拟分析及图表查看

示+DEMO 分享

 缓解前后对比分析

（半天）

 项目计划的更新及缓解措施的更新
 风险历史情况查询、风险报表
 工期不确定性加载与模拟分析
 资源与费用不确定性加载与模拟分析
 P-Schedule 应用、与 P6 结合应用
 费用估算计划
 企业风险管理监督与评估、企业风险监控
 风险应对措施的更新、历史风险分析（瀑布
图、泡泡兔等）
 国内与国际项目风险管理侧重点
 企业风险管理体系规划和建设
项目风险管理案例分享（投
7

资项目、工程项目、国际项
目）

 风险应对及解决方案的编写

PPT 演示+案
 监控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五大特征、四大
例分享
 重大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要素、九个步骤）
 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
 企业实施风险评价的方法和制度
 核电项目风险管理案例分享（大纲、风险示
例、风险应对等）、投资项目风险案例分享
 大型基建项目风险案例分享

8

风险管理交流、答疑

 风险管理交流、答疑
 问题分析

交流

二、 培训资料及证书






Oracle Primavera P6 相关信息及资料（光盘资料）
P6 软件操作练习（光盘资料）、P6 软件培训上机指南（珍贵）
P6 视频教程（光盘资料）（珍贵）（4D+5D 应用）、P6 中文参考手册（光盘资料）
新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流程（光盘资料）
培训教材（成册资料，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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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证书，以资证明。

三、 公司简介
深圳普华宇鹏从事专业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超过 16 年；公司是 Oracle（甲骨文）公司
中国区金牌合作伙伴（P6 系列、CM、Unifier 等），项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高管均有核电、电力、石化、房地产等行业咨询、实施、服务、工作背景。
为众多核电、电力、制造、房地产、石化、交通、LNG、研究院等优质客户提供过服务。

四、 培训师资
首席咨询顾问：PMP，16 年以上咨询行业从业经验，25 年 P3/P6 系列产品应用背景；甲
骨文（原厂商）咨询服务认证、销售认证等；具有丰富的国内、国际工程管理背景。
高级咨询顾问：10 年咨询行业从业经验，为 20 家以上核电、电力、房地产、LNG、工
程建筑等企业提供过项目实施与咨询服务；甲骨文咨询服务认证、销售认证等。

五、 联系我们
报名电话：0755-82047770
13430613978（黄燕清）
13923749004（王建鹏）
报名邮箱：wangjianpeng@p6p3.com；huangyanqing@p6p3.com
传真：0755-82047730
公司网址：www.p6p3.com
联系人：王建鹏 任洪利 南毅 黄燕清 许丽香
交通：将由会务组发布专项通知。
报名方式：您可以通过电话、邮件、微信、传真的方式向我司报名。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培训费可在现场通过现金、转账、支付宝等方式完成，无 POS 机刷卡支付，敬请谅解。
欢迎阁下踊跃报名！
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深圳市普华宇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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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报名回执表
参加培训人员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邮

编

参会人员姓名
（必要）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含区号）

（必要）

电子邮箱

传真

（必要）

住宿要求
是否安排住宿： □是 □否
住 宿 要 求： □标准单人间
住 宿 时 间：2017 年月 日至

□标准双人间
月

□豪华双人间

□豪华单人间

日

发票内容
1、 发票抬头（请务必准确填写，以便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公司名称：
开户行：
开户地点：
联系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
2、费用名称：

□ 服务费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
□咨询费

□ 培训费

报名确认

报名单位（盖章）

备注：
1.请您认真填写上述表格以便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报名注册表请于 2017 年 06 月 15 日前传真、或者 Email 到会务组；
3.本次培训准备时间较紧，敬请尽快报名以便我们安排相关事宜，谢谢。
4.请根据需要选择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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