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心 ● 专 业 ● 专 注

领先的中小微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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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理念

●专心：于目标领域

●专注：于目标客户

●专业：于产品与服务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为客户成长提供卓越的智力

支持，奉献客户超值服务

引领中国小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
健康发展

●打造中国小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机构

黄埔军校

●构建中国小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行业

供需平台

经 营 理 念



2005—2008发展历程

2008年12月 国培机构旗下的融资担保在线（http://www.rzdb.org）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2008年12月 国培机构官方网站（http://www.gpwedu.com）正式上线运行
2008年06月 国培机构首期“全国典当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究生研修项目”成功启动
2008年01月 国培机构首期“融资担保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成功启动

2007年08月 国培机构旗下中国总会计师教育网（http://www.china-cfo.com）上线运
行
2007年01月 国培机构产品线延伸至微型金融领域 ，启动了担保系列短期培训项目

2006年12月 公开课培训人数首次突破2000人大关
2006年01月 中高级财务管理年度系列培训项目成功启动

2005年06月 成功主办第一次大型公开课
2005年03月 北京国培网信息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成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2010发展历程

2011年09月 成功组织赴法国沛丰、法国国民互助信贷银行、美信集团、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德国
复兴信贷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考察交流团。

2011年04月 联合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世界微型金融日内瓦论坛共
同组办“第三届小额信贷机构与国际投资者交流会暨小额贷款公司研讨会”

2011年01月 发起成立“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并任副秘书长单位，成功组办了“首届中国小额信贷
机构联席会年会”，建设的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官方网站（http://www.china-mia.org）上线
运行

2010年08月 成功组织小额信贷领军人才培养项目学员赴外蒙古哈斯银行（XAC Bank）学习交流

2010年07月 首次联合世界银行学院、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主办远程微型金融师资公益培

训

2010年03月 首期“中国小额信贷领军人才培养项目”成功启动，并邀请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

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进行现场授课

2009年07月 国培机构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金融危机与典当业创新暨2009年度海

峡两岸三地（内地、台湾、澳门）典当业发展厦门研讨会”在厦门隆重召开

2009年06月 国培机构聚焦小额信贷、担保、典当三大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创建了微型金融内刊《中小

企业融资高层参考》

2009年05月 国培机构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编著的《2009年小额贷款公司咨询报

告及操作指南》正式发布

2010

2009

2011



2011—2012发展历程

2012

2013

2012年07月 国培机构与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办首次合作，成功组办“第三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
暨首届全国金融办主任圆桌会议”

2012年06月 国培机构成功组织赴美国安信永国际（ACCION）、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考察交流团

2012年03月 国培机构建立了满意度评级的师资梯队管理体系

2013年10月 国培机构出版国内首部深度剖析互联网金融著作《互联网金融》，发起出国考察项目
“中小微金融赴南非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2013年07月 国培机构承办“首届中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论坛”

2013年03月 北京国培创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国培机构全新定位战略产品布局，
确定北京国培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国培机构下属的专业培训公司，
确定北京国培信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国培机构下属的专业咨询公司，
确定北京国培网信息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公司为国培机构下属的专业资讯服务公司



2013—2014发展历程

2014

2014年12月 国培机构和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联合打造的《平台制胜：对话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
一书应运而生

2014年12月 国培机构入股北京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13年8月，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起成立中关村核心区网络借贷（P2P）联盟并任秘书长单位。

2014年07月 组织美国、加拿大互联网金融与小微金融考察团，实地拜访美国信贷创新与服务最好的
富国银行、全美十强华美银行、全球风行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做汽车的极致品牌特斯拉，并与美国最大
的P2P公司Lending Club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探讨交流。

2014年05月 在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北京市金融局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民政局核准，国培机
构发起成立全国首家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2014年03月 国培机构主办“2014中国普0惠金融论坛暨2013年度中国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评选颁
奖典礼”，并发布《2014年中国小微与互联网金融机构竞争格局分析报告》



2015—至今发展历程

2015

—至今

2015年03月 国培机构再次领航小微与互联网金融培训产业，推出应对小微与互联网金融成人职业教
育诉求的在线培训产品「国培在线」，完成线上与线下（O2O）业务对接

2015年01月 国培机构与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搜狐互
联网金融频道等联合主办的“2015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二届普惠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并
发布《中国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2015）》

2015年3月7日，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
联合主办的“互联网金融之股权众筹的创新”论坛于西单美爵酒店隆重举行。

2015年3月30日，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联合国培机构，携手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
与中关村核心区网络借贷（P2P）联盟， 共同举办“第九期小微与互联网金融·领袖沙龙”， 提出前
瞻性话题——“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交叉布局的模式、困境与突破”

2015年4月10日，受全球顶级P2P峰会—L indIt峰会组织方的邀请，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组织
十七 位中国优秀互联网金融机构代表前往美国参加“第三届全球顶级P2P峰会”。

◆国培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国培机构下属专业培训公司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是国培机构下属专业研究机构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是国培机构入股平台型机构 ◆规划成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基金



战略布局

国培创新（简称国培机构）

金融版块 研究版块教育版块

国培商学院 国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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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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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刘克崮
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唐仁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

汪小亚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
局副局长

杨再平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专职副会长

社会资源—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实战领袖（部分）

秦志辉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主任

李 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国培机构学术委员会专家

王晓蕾

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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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 优秀专家团队

祁斌

中国证监会创新部主任

汤 敏

国务院参事

社会资源—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实战领袖（部分）

夏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所长
张化桥
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原瑞士银行、中国人民
银行高管原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赖金昌

国际金融公司(IFC)

中国项目开发中心 副总经理

叶小杭

深圳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集团董事长

黄晓捷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合伙人、总裁



12

▪白澄宇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处长、中国小额信贷
联盟秘书长

▪董宝青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化发
展司副局长

▪段宏伟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关
村信用促进会理事长

▪范世涛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天则经济研究
所特邀研究员

▪胡才勇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总裁

▪黄颂文 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贾 康 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兰宁羽 天使汇CEO

▪李 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冬文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兼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

▪刘 勇 国培机构董事长

▪龙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罗明雄 北京京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庞 红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

▪宋 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知名供应链金融专家

▪孙陶然 拉卡拉公司董事长

▪涂志云 我爱卡创始人兼CEO

▪王永红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所

所长

▪杨 帆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法律总监兼战略规划部总

经理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张兴胜 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理

社会资源— CIF30部分成员（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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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南宁市广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代县昌誉盛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市华春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浙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翰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翰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北京融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信诚典当有限公司

厦门美鑫亚典当有限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金岛典当有限公司

郴州金鼎典当有限公司

大庆市国富典当

宜兴和信典当有限公司

济南天银典当有限公司

临沂大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康正宏信担保有限公司

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乡镇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唐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杉杉集团 九阳小家电

易方达基金 万向集团

海南航空 格力集团

美的电器 正泰集团

联想集团

国有大中型企业 典当行业客户 小额信贷企业客户

商学—学员代表（部分）

知名民营企业 信用担保企业客户

社会资源—国培学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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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行业领域

互联网金融

担保、典当

小额信贷

商业银行

企业金融

咨 询
网金院：研究报告、课题研究、承接政府项目
国培咨询：提供管理咨询、业务咨询、融资咨询

教 育
商学院：高端培训（中长期研修项目、出国考察）
国培教育：在线教育+基础培训（短期项目）

资 讯
图书、自媒体：发布专业研究成果和信息资讯
论坛交流：举办大型国际国内高端品牌论坛

资 本
投资于平台型机构和为具有高增长潜质的小微金融和
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股权资金（如：中关村互联网金
融服务中心、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基金）

核心业务——四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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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金融培训、财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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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成绩：
小微金融领域培训产品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培训数量：
年举办200场培训，

10000名学员

70%

4%
3%

19%

学员企业分析 学员职位分析

中层
48%

高层
34%

基层
10%

其他
8% 

金融方面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其 他

民营或私人控股

国有或国有控股

商学—金融培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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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成绩：
中国总会计师培训

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1

培训数量：
累计培训企事业单位高中级

财务会计近5万人

财经方面

学员企业分析 学员职位分析

60%

30%
10%

财务经理
/主管

普通财务
人员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52%
38%

7%

2% 1%

民营或私人控股 外资 控股

其 他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

商学— 财经培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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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互联网金融人才研修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1-2期

小额信贷系列专题培训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典当经营管理与业务操作系列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担保机构从业人员系列专题培训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培训4期，年培训1000人

六大模式详解及发展探讨、发展机遇及风险

规避、互动交流等5类专题

培训上百期，年培训100余人

业务流程、技能提升、产品设计、营销与运营

内部管理、法律事务管理风险控制等9类专题

培训上百期，年培训1800人

业务操作、财务法律、经营管理等8类专题

年培训1000余人

民品典当、财产权利质押、典当能力提升、

鉴定与评估4类专题

商学—金融培训短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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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实操培训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高中层财务管理人员及其后备
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为企业量身定制内训计划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教育系统行政及事业单位
财务实操培训班

开班频率：平均每月2-3期

培训上百期，年1000余人

会计改革、预算与决算、成本管理与绩效、

净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内部控制等12模块

培训上百期，年1000余人

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税制改革政策、财务报

表分析与财务风险预警等15类专题

培训上百期，年1000余人

最新政策解析、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等

培训上百期，万余人

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

商学—财务培训短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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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频率：学制两年， 每2月学习1次

中国互联网金融实战领袖
人才培养项目

开班频率：96课时， 每2月学习1次

中国小额信贷领军（卓越领袖）
人才培养项目

开班频率：学制一年半，每2月学习1次

全国担保行业卓越管理者特训班

开班频率：学制一年，每2月学习1次

全国担保行业总裁EMBA课程研修班

开班频率：学制一年半，每2月学习1次

全国典当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研究生研修班

开班频率：学制一年半，每2月学习1次

商学— 中长期研修项目

全国首创小微与互联网金融方向
EMBA-CMPM项目

中国互联网金融实战领袖
人才培养项目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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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实战领袖人才
培养项目

2014年3月即将开班

每2月学习1次，共计96课时

报名热线：010-82103219

建立致力于互联网金融服务、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一系列最前沿的联盟机制

培育具有显著发展优势和区域竞争力的

领军型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

打造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的

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军人才队伍

培
养
目
标

中国互联网金融实战领袖人才培养项目

商学— 中长期研修项目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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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次数：

连续举办11届

培训人数：

500名高管

培训内容：

★ 解读经济热点与金融政策
★ 学习国际化运营模式与策略
★ 洞察政策方向，优先发现商机
★ 共享多期人脉资源

中国小额信贷领军（卓越领袖）人才培养项目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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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次数：

连续举办27届

培训目标：

★ 聆听大师知识，激发灵感智慧
★ 共享高峰论坛平台和

学院高端校友资源
★共享校友成功案例

培训人数：

500名高管

全国典当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究生研修班

商学— 中长期研修项目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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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次数：

连续举办16届

培训目标：
★传授系统的、前沿的管理思想
★培养把握国家宏观大局的现代担保

界领军人物
★搭建金融主管官员、著名教授专家

等交流平台
★参观国内优秀担保机构，学习管

理理念，借鉴其运作经验

培训人数：

300余名高管

全国担保行业总裁EMBA课程研修班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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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 聆听大师知识，激发灵感智慧
★ 多元化教学模式
★ 共享高峰论坛平台和学院高端

校友资源
★共享校友成功案例

培人数：
500名高管

授课师资：
金融主管官员授课

全国担保行业卓越管理者特训班

培训内容：

★ 聆听大师知识，激发灵感智慧
★ 多元化教学模式
★ 共享高峰论坛平台和

学院高端校友资源
★共享校友成功案例

培训人数：

500名高管

商学—中长期研修项目、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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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国内外师资资源，
与155位师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100000

2001

1500

155

每年培训1万人

与世界银行学院联合举办
微型金融师资公益培训，
输送1500多名优秀师资

拥有完善的客户信息数据库，
累计信息数据 10万条

10000

80

建立了科学的师资梯队管理体系，
三星级师资占比在80%以上

老客户重复购买率达60%以上

60

1

小微金融培训
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国第1

商学—数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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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欧洲多国

• 考察法国沛丰集团、法国国

民银行、美信集团、IPC、

KFW和DZ等八家金融机构

2013年10月，南非

• 考察比勒陀利亚大学

南非小型企业发展署

等小额信贷领军机构

2012年6月，美国、墨西哥

• 考察安信永国际

国际金融公司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2010年8月，蒙古国

• 考察哈斯银行

出国学习考察

商学—出国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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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墨西哥

南非蒙古哈斯银行

欧洲多国

商学—出国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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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 美国、加拿大，考察富国银行、LENDING CLUB、GOOGLE、华美银行等

商学—出国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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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P2P咨询服务、小额贷款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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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项目实施流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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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服务产品

P2P咨询
服务项目

业务流程设计

运营管理培训、指导和支持

IT系统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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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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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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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37

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38

管理咨询 — P2P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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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产品

小额贷款咨询
服务项目

小额贷款技术与产品创新

小额贷款业务全流程风险控制

小额贷款机构融资及公司运营管理

小额贷款机构业务人员管理升级

小额贷款机构的创建及业务流程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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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小额贷款业务全流程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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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小额贷款技术与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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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小额贷款机构融资及公司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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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小额贷款机构业务人员管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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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 小额贷款咨询服务实施流程

小额贷款机构的创建及业务流程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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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研究报告、书籍、杂志、大型论坛、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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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研究报告

在2015年1月30日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
二届普惠金融论坛， 首次
发布该部报告，受到与会
600多名与会代表极大关注，
获得一致好评。

论坛出席特邀嘉宾 刘明康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也对
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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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式众筹行业行为指引》 《网络借贷（P2P）行业行为指引》

两个课题得到了宜信、人人贷、中永律所、江川金融、中国支付网、微金
所、天使汇、原始会、有利网、爱投资、翼龙贷、合力贷、金信财富、玖
富时代、信用宝等近20家机构的智力支持。

资讯—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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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亮点
○真实案例深度解析，全方位了解运作模式及小微客户金

融支持模式

○解答发展初期小微金融机构的公司运作及发展方向问题

○深度呈现中国小微及互联网金融主要竞争格局，对行业

内主要竞争者的竞争能力做出定量及定性分析

国内首本小微与互联网金融行业报告
基于5万用户数据平台
历时2年调查研究

《中国小微与互联网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3-2017）》

资讯—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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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小额贷款咨询报告及操作指南》
深度总结小贷行业发展历史 探索小贷公司未来发展模式

《30个省政策比较研究》
横向对比30个省市小贷 公司相关政策

《操作指南》
一次性打包小贷公司从筹建到运作 再到未来发展的实操制度与文件模板

《法律法规汇编》
目前为止小贷公司方面最全最新的法律法规工具书（上下册）

资讯—研究报告



★ 完整剖析互联网金融六大模式
★ 分析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机遇与风险
★ 哪种模式将给你带来下一个“黄金十年”

吴晓灵作序
阿里巴巴等机构多位业内资深人士联袂推荐

吴敬琏作序
京东等机构多为业内资深人士联袂推荐

国内首部深度剖析互联网金融著作《互联网金融》
荣获第二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首部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访谈录《平台制胜》

资讯—书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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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从“中小企业融资”的角度出发，以关注中小企业融资

服务主体，促进普惠金融创新与发展为宗旨，秉承“微金融 大视

界新财富”创办理念，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机构共同成长！

覆盖全国各省市6000多家中小企业融资机构

成功发行24期每月一期

每期发行量10000余本

聚焦中小企业融资行业

发展动向和实操指南

资讯—书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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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知识百问

2011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竞争
力发展报告

小额贷款运作与管理

融资担保法律法规汇编

出版微型金融类书籍18种 订阅机构达5000多家

编委会成员：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教授

国培机构董事长刘勇先生、国培机构课题组

资 讯—书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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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多场大型论坛
近3000人参会

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高峰论坛“

首家推出《2010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竞争力发展报告》

开启评选先河“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竞争力100强“”中国小额信贷年 度人物“

首届中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论坛首届、第二届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

资讯—大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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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小额信贷机构与国际

投资者交流会与德国国际合

作公司（GIZ） 合作举办

第二届小额信贷创新论坛

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金融办

合作举办

第三届小额信贷创新论坛

暨首届全国金融办主任圆桌会议

与辽宁省政府金融办合作举办

资讯—大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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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大型论坛

2014年3月20日由国培机构联合搜狐∙商界非常道、搜狐∙互联网金融频道、北京京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中国

小微企业融资研究中心、《中小企业融资高层参考》杂志承办的以"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的"2014中国普惠金融论坛暨2013

年度中国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600多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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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大型论坛

2015年1月30日，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主办，国培机构、搜狐互联网金融频道等

联合主办的“2015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二届普惠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互联网金融风控与小微金融生态重塑”，逾6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资界等专业、跨界人士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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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大型论坛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勇发布《中国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竞争力

评价报告（2015）》并对报告内容作简要介绍。

报告中，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根据最新建立的“中国小微金融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与“网络借贷（P2P）风险收益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各企业主动申报

的数据，将样本企业中评分排名靠前的传统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了汇

总。

论坛现场公布了：

“2014 年度最受信赖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商”、

“2014 年度互联网金融最具竞争力企业”、

“2014 年度互联网金融最佳风险控制企业”等奖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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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大型论坛

2015年2月4日、5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财

经频道CCTV2的《市场分析室》及《交

易时间》栏目中播出。

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北京发布》栏目特

别为本次论坛制作一期20分钟专题节目，

该节目于2月8日下午18:15播出。

本届论坛较以往历届论坛，是迄今为止邀

请嘉宾规格最高、参会人数最多、社会反

响最好的一届。

本次活动媒体影响力覆盖了CCTV1、

CCTV2、BTV财经电视媒体及新浪、搜狐

和讯等四十多家网络、平面、杂志媒体的

现场报道、争相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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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在线网站 国培机构官方微博国培机构官方网站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 国培机构官方微信中国总会计师教育网

资讯—网站、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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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入股平台型机构



发起成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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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金

融工作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等政府

部门指导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于

2014 年5 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

立。

• 在2014年5月31日第三届京交会上，中关

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揭牌暨中国互联网金

融三十人论坛（CIF30）成立仪式。

• CIF30是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起

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学术研究组织。由互

联网金融领域内的30位监管部门领导、

30位专家学者及30位企业家组成。

成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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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成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基金

对未上市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

管理公司，由管理公司自任基金管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

产，委托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重组投资等实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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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品牌—专家口碑、学员口碑、合作伙伴、媒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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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眼中的国培

国培近几年的培训实践中，精心

设计课程安排，密切联系担保业发展的

实际需求，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紧密

衔接，促进了担保业的健康发展，促进

了担保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水平的提高，

为担保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感谢你：

国培！

——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

李世奇

国培机构是做事业的机构，用专业、

专心、专注说明其特征很适当。说其专

业，突出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高层参

考》专著之中；说其专心，突出表现在

团队将职业执著为事业 ；说其专注，

突出表现在微金融领域的贡献。国培有

希望成为培育微金融人才的黄埔军校！

——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首席风

险管理师、原董事长 张利胜

国培机构近年来在小额信贷理论

和实物培训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希望国培机构继续拓展广度和

深度，成为小额信贷培训领域的排头

兵。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

处长 庾力

商 学— 专家眼中的国培

市场品牌—专家眼中的国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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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评价

老师精彩生动的授课、肯定的笑容，

学员们激烈的争论构成了课堂的独特风

景。大师醍醐灌顶般的指点，让我恍然

大悟，获知了改善公司运作与管理模式

的方法和技巧。

——河南邦成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总经理 桂涛

研修班成功的教学模式及授课老

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开启了我们的心房。

课程的丰富多彩，老师的广征博引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世界，

来到典当研修班真的是我人生中最明

智的选择！

——安徽融通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晓红

商学— 学员评价

非常感谢主办方精心组织的赴外蒙

哈斯银行参观考察活动，此次活动不仅

让我们了解了哈斯银行成功转型为商业

银行的经验，还系统学习了其信贷技术、

人力资源、公司治理等值得借鉴的经验。

——吉林市鑫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吕继臣

市场品牌—学员眼中的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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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陀利亚大学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
市场品牌—机构合作伙伴（部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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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规划—中期战略、应对措施、发展目标



国培三年中期战略：完成三个转型

1、从纯资源型企业向“资源+平台”型企业转型，
并最终成为平台主导型企业；

2、从纯线下业务向线上线下结合业务转型；

3、从低附加价值的培训企业向高附加价值的研究型
企业转型。

一句话：在被别人颠覆前，尽快自我颠覆。



实现中期战略的五大应对措施

1、布局业务架构；

2、引进战略资本；

3、升级人力资源；

4、创新管理制度；

5、实施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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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业绩目标 总收入规模较2014年增长50% 总收入规模较2015年增长50% 总收入规模较2016年增长100%

市场目标

• 巩固现有线下培训的基础上，发展
线上E-learning培训模式。

• 实现咨询业务流程标准化。

• 基于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建
立互联网金融企业评价及互联网金
融指数监控体系。

• 在培训升级且继续高速增长的基
础上，发展咨询业务；

• 以咨询深入行业的基础上，联合
外部资本，投资业务试点1-2家。

• 研究咨询、商学教育、金融投资，
“一体两翼”格局形成，汇集平
台力量。

管理目标
• 多条业务线和子公司，在部分子公

司关键岗位，推行员工持股激励机
制；

• 完善流程和制度，逐步实现信息
化管理；

• 实现以财务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
理。

目标规划 三年（2015—2017）发展目标



国培创新中期发展目标

成为集“研究咨询、商学教育、金融投资”于一体的

领先的中小微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 以国培商学院为主打的高端培训

★ 以国培教育为主的中短期培训

★ 深度挖掘国培学员资源，平台化发展与资本运作

★ 构建中国小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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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

小微金融机构

黄埔军校

构建中国

小微金融行业

供需平台

更多信息请关注国培机构官网
www.guopeiwang.com

扫描二维码
了解最及时权威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