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此 《培训概览》 汇集了三立国际目前境外培训的主要专题、10 余年来所承办的培训项目
目录和部分培训项目实例。

自 1993 年起，三立国际就在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各省、市、部、委外专系统的指导
下，承办各类专门设计的境外培训项目。二十年来，承办的培训项目过千，参加培训的人员
逾万，培训内容涵盖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

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参与培训的各级领导和管
理干部对现代科技、管理知识的渴求，得益于美国在现代科技、管理领域拥有的智慧与经
验，得益于三立国际每位成员的默默耕耘，这些培训项目不仅为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在选定
的主题范围内提供了丰富而又深刻的理论启示，更为他 （她） 们就特定的专题提供了生动而
又具体的实践参考。回顾境外培训二十年的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提供的培训价值，
不仅在学员思维方式的变化和领导力的提升中得到体现，更在由他 （她） 们所领导、所管理
的部门的事业发展中得到验证！

展望未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在带给人类社会更多机遇的
同时，也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经济复苏欲振乏力，能源短缺日益严峻，环境恶化有目共
睹，国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此消彼长……历史在向人类发出召唤，在向崛起的中国发出召
唤。在期待处在境外培训事业链中的你我，从历史的角度，用全球的视野，在科技的前沿，
持未来的眼光去学习，去认识，去思考，去审时度势，去付诸实践。

《培训概览》 是我们交出的一份答卷，愿她能为您提供一些参考，真诚地期待您的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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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集团专业培训概览
1.

三立国际集团简介

2.

三立国际集团 2000－2011 年项目一览

3.

三立国际集团专业培训师资 （部分）

4.

三立国际集团专业培训主题一览
a.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企业管理

b.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管理

c.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金融银行

d.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国际商贸

e.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经济发展

f.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企业治理

g.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安司法

h.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财政

i.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人力资源

j.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

k.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统计审计

l.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环保与能源

m.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建筑规划

5.

6.

n.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交通运输

o.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文化教育

p.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工程技术

q.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r.

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农林牧渔

近期策划重点项目：
a.

食品安全

b.

反腐倡廉

c.

社会管理

项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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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集团简介
美国三立国际集团 （Triway International Group） 简称“三立国际”，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注册、面向中国的专业咨询公司。1993 年，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推荐、经中国国家外国专家
局批准，三立国际成为首批资格认定的境外培训渠道。近二十年来，三立国际每年都顺利通
过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动态评估，被授予此资质。
三立国际融合了美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大学院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的资源，汇
集了一批热心美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熟悉东西方文化和美中两国国情的一流人才，构建了一
个涵盖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美国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各大城市的服务
网络。
三立国际的服务包括境外培训、国际交流、教育咨询三大类。“诚信、专业，用心服务”
是三立国际二十年来忠实奉行的原则，也是三立国际二十年来提供的每一项服务的真实写照。
境外培训是三立国际的核心业务。作为首批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指定境外培训机构，二
十年来，三立国际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官员与各界人士主办了数千个专门设计的高
质量短期培训考察项目和中长期培训项目。
三立国际的客户包括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发改委、国资委、公安部、财政
部、交通部、工信部、商务部等重要政府部门，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南方工业、北方工
业、国电、中国电信、中国邮政等著名企业，和各省市组织部、人事厅等地方领导机关。
在国际交流领域，三立国际作为上海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华盛顿联络处，曾多次成功承
办了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赴美大型招聘会，在美国引起轰动效应。三立国际也为广东、江
苏、浙江、天津、广州、无锡等地多次组织美加巡回人才交流与招聘活动，并推出“海阔天
高”网，利用网络汇集、发布职位与招聘信息，该网已成为中美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三立
国际致力于美中文化交流，曾成功承办了国务院新闻办、文化部举行的“中国文化美国行”
大型系列活动和其他美中两国高层次人文交流活动。
三立国际积极活跃于美国主流社会，历任华盛顿商会中国分会主席单位，马里兰中国商
会核心会员单位，目前是美国全球商务对话组织会员。三立国际积极促成并参与了华盛顿市
市长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依利诺州农业代表团访问上海、江苏，维吉尼亚州
州长访华，美利坚大学 MBA 学生访华。三立国际热心公益事业，经常支持、参与、赞助社
团、社区各项公益活动，深得美国主流社会和中国政府的肯定。公司总裁作为侨界代表先后
受到胡锦涛主席、江泽民主席、温家宝总理、朱镕基总理、习近平副主席的接见。华盛顿市
市长赞赏三立国际为美中交流所作的贡献，授予公司总裁公众服务奖。
三立国际没有辜负社会的期望、客户的重托。三立国际期待被赋予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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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集团 2000
2000－
－2011 年团组一览
年团组一览((部分
部分）
）
中央部委团组：
中央部委团组：
经济政策－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节约型社会－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政府采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综合运输－国务院
政府采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生物立法－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
外事事务－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公共管理－全国政协
口述历史－全国政协
人才强商－商务部
知识产权－商务部整规办
高新技术管理－商务部
中小企业发展－商务部
审计培训－商务部
机电贸易政策－商务部
政府采购－商务部
财务管理－卫生部
乡村医疗－卫生部
儿童健康－卫生部
艾滋病防治－卫生部
治理结核病－卫生部
公用事业－建设部
城镇建设－建设部
工程管理－建设部
人力资源管理－财政部
财政管理－财政部
集中支付－财政部
国债金融－财政部
政府采购－财政部
就业支出绩效评估－财政部
地方预算管理－财政部
农村事务管理－财政部
金融监管－财政部
非税收入监管－财政部
财政政策－财政部
公路施工与管理－交通部
交通应急管理－交通部
海事调查与搜救－交通部

货物流量统计－交通部
港口建设系列－交通部
物流管理－交通部
交通人力资源－交通部
多级船闸管理－交通部
溢油污染控制－交通部
交通政策研究－交通部
航道标准管理－交通部
甩挂运输－交通部
法律服务－司法部
律师管理－司法部
检察机关监察－最高检
司法制度与检察官管理－最高检政治部
电信监管－工信部
IT 服务管理－工信部
软件云计算－工信部
互联互通－工信部
信息服务外包－工信部
气象服务管理－气象局
气象应急管理－气象局
应急管理－海洋局
人才开发与管理－海洋局
林业管理－林业局
林业标准化－林业局
继续教育－人社部
水利研究－水利研究院
职业教育－中国机械局
高校财务－中国机械局
水电利用－中国机械局
企业监管－国资委
并购重组－国资委
海外开发投资－国资委
企业竞争战略－国资委
节能监管－发改委
投资监管－发改委
人力资源－贸促会
美加招商－贸促会
知识产权－贸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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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采购与销售－贸促会
医院管理－国家外专局
公务员考试－国家外专局
现代考试制度－国家外专局
人力资源管理－国家外专局
网络市场－国家工商总局
网络监管－国家工商总局
统计信息－国家石化局
项目洽谈－国家经贸委
信息管理－国家经贸委
债务重整－国家经贸委
技术法规－国家经贸委
商业立法－国家经贸委
金融审计－国家审计署
性别统计－国家统计局
网络教育－国家统计局
环保支出－国家统计局
数据库应用－国家统计局
信息化建设－国家统计局
房地产统计－国家统计局
科研管理－国家质检总局
计量考察－国家质检总局

质量计量管理－国家质检总局
测量技术－中国计量院
棉花质量检验与管理－中国纤维检验局
科协运营－中国科协
知识产权与商标法－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创新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
高校管理系列－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生殖健康－国家人口计生委
早期教育－国家人口计生委
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计生委
医疗保障－农工民主党
金融信息化－中金会
金融创新－中金会
金融风险－中金会
金融国际化－中金会
高校领导培训－中金会
软件人才教育培养－中金会
政治体制—中联办
品牌战略－中国广告主协会
北美煤炭业考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金融人才－中国人才研究会
流域水资源利用－黄河委员会

地方团组：
地方团组：
人力资源－北京市
市政执法－北京市城管执法局
邮政营销培－北京市邮政局
城市规划－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社会救助－北京市信访办
公民权益－北京市信访办
生物医药产业管理－北京工促局
个人医疗信息－北京医院
人才管理－北京双高
外专人才评估－上海市
公共事务管理－上海市
人力资源－上海市
刑事司法－上海市检察院
人才流动－上海市人事局
应急机制－上海市信息委
社区建设－上海浦东新区
企业技术创新－上海经信委
绩效评估－上海机关工委

政府投资评估－上海市发改委
行政救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人力资源管理－上海市人社局
林业可持续发展－重庆市
科技标准－重庆市科技局
职业教育－重庆市人事局
水土保持技术－重庆市水利局
知识产权管理－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医药监管－深圳市
行政复议－深圳市
社区矫正－深圳市
职业病防治医院－深圳市
经济政策－江苏省
无公害农业－江苏省
农业标准体系－江苏
企业领袖培训－江苏省
城市供水管理－江苏省
知识经济人才－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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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管理－江苏省
质量检验－江苏省质监局
应急监测管理－江苏环保厅
农产品质量－江苏农林厅
农村可再生能源－江苏省农林厅
精准农业机械－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交通管理－南京市
行政监督－南京监察局
物价管理－南京市物价局
新闻培训－ 南京市委宣传部
现代物流－浙江省
交通管理－浙江省
畜牧机械管理－浙江省
病虫害防治－浙江省
内河航运管理－浙江省
医疗信息管理－浙江省
医院管理－浙江省卫生厅
卫生体制改革－浙江省卫生厅
人才评价－浙江省人事厅
金融业务综合管理－浙江省农信社
基础教育－杭州市
现代统计－杭州市
绩效审计－杭州市
安全生产－杭州市
司法体系－杭州市
安全生产－杭州市
政府服务管理－杭州市
园林规划与建设－杭州市
知识产权与反倾销－杭州市
技术创新－湖北省
医疗改革－湖北省
人力资源管理－湖北省
天然林保护工程－湖北省林业局
风险投资－安徽省
城市建设与管理－安徽省
供电应急管理－安徽电力
智能建筑－福建省
应急管理－福建省
素质教育－福建省
项目管理－福建省
公益机构管理－福建省
政府资产管理－福建省

公共管理－厦门市
人力资源－厦门市
政府反倾销－厦门市
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厦门市
人事管理－陕西省
电子政务－陕西省
公共卫生应急机制－陕西省
电网防护－陕西电网
震后重建－陕西外专局
公共事业价格管理－陕西外专局
危机与舆论引导－陕西外宣办
知识产权－山东省
工商局商标专用权保护－山东省
政府构架与非营利组织－山东省
贸易救济－山东省商务厅
项目管理－山东省发改委
网络交易管理－山东省工商局
奥运新闻宣传－青岛市
医院管理－云南省
人力资源－云南省
农业贷款－云南省
农村金融服务－云南省
招商项目管理－云南省
科技管理与创新－云南省
少数民族公务员管理－云南省
反商业贿赂－云南最高法院
业务流程再造－云南农信社
公共卫生预警－云南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管理－昆明市
风险投资－四川省
效益审计－四川省
政府公共管理－四川省人事厅
免耕技术－四川省农业厅
国际避税－江西省
廉政建设－江西省直机关工委
电子政务与机关管理改革－江西省
监察系统－河南省
清洁生产－河南省
创新领导力－河南省
公共就业－河南省外专局
科技创新－河南省科技厅
生殖健康管理－河南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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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管理－河南省财政厅
反腐败和政务公开－河南省监察厅
经济管理－郑州市
公务管理与政府服务－河北省
农村教育管理－河北教育厅
电力管理－吉林省
企业监管－吉林省国资委
行政问责－长春监察局
医师培训制度－长春市卫生局
公共财政－黑龙江省
税收管理－黑龙江省
政府投资－黑龙江省
工会业务－辽宁总工会
工业区管理－大连市
公共管理－贵州省
蓝莓培植－贵州省
气象雷达技术－贵州省
人才市场管理－贵州省
政府职能与决策－贵州省
现代政府效能建设－贵州省
人事仲裁－贵州省人事厅
投资环境考评－贵州省招商局
领导干部经济管理－宁夏
淡水养殖－宁夏
行政管理－宁夏

高科技风险投资－宁夏
煤炭深加工－宁夏经信委
人力资源管理－青海
少数民族经济－青海
保护性耕作－青海
生态畜牧－青海
旅游管理－青海湖管理局
安全生产－甘肃省
土豆加工－甘肃省
税收流程－甘肃地税局
财政绩效－甘肃财政厅
农业节水技术－甘肃农牧厅
知识产权保护－广西
种子选育与加工－广西
特种设备监察检验－广西
中小企业扶持－南宁市
企业管理－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管理－内蒙古自治区
工程质量监管－广东省
知识产权保护系－广东省
商标保护－广州市
公路养护－广州市
非税收入管理－广州市
注册会计师管理－广州市
人才诚信管理－珠海

企业团组：
企业团组：
银行政府采购－中国人民银行
企业人才与人力资源－国资委
企业财务管理－国资委
企业风险内控－国资委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训－中石化
劳工保障考察－中石化
工程与财务管理－中石化
审计与风险管理－国家开发银行
财产保险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电网安全－国家电网
资本管理－国家电网
电力交易－国家电网
设备维护－国家电网
电力调度－国家电网
行业直邮拓展－中国邮政

电子化学习－中国邮政
邮政速递－中国邮政
电子商务－中国邮政
形象公关－中石化
物资管理－中石化
审计培训－中石油
客户服务—中国电信
分时度假－中房集团
电力企业管理－华北电管局
电力市场销售－华北电管局
企业管理－中国航空集团
人力资源－航天科工集团
国际商务－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财务管理－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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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校团组：
大学院校团组：
双语教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育管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网络教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教学科研管理－河海大学
教学管理－中央财经大学
电信客服－中国电信学院
智库运作－国家行政学院
学校管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校际合作－北京行政学院
EMBA 培训－湖南大学

教学培训－广东医学院
区域经济发展－天津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辽宁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江西行政学院
人力资源—北京行政学院
教学管理—河北行政学院
高等远程教育－太原科技大学
教师标准化－山东教育学院
人才招聘－南京理工大学
校际交流－兰州城市学院

中长期班：
中长期班：
公共管理 （系列） －湖南组织部
双语教学 （系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双语教学（系列）－江苏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新闻传媒 （系列） －上海新闻办
国际金融服务陪训班－上海黄浦人事局
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培训班－上海宣传中心
社建公管 （系列） －上海浦东组织部
电力交易培训班－国家电网

高级管理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班－北京市
第二期高培班－无锡市引智办
高级管理培训班－南京市
高级行政工商管理人才培训－湖南省
税收管理培训班－湖南省地税局
建筑工程管理培训班－江苏省建设厅
循环经济－武汉组织部

招聘会：
招聘会：
上海浦东人事局赴美人才招聘团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招聘会
上海宝钢赴美人才招聘团
上海市科技与金融人才招聘团
无锡外专局招聘会
安徽省人事厅人才招聘会
江苏人事厅赴美人才招聘团
广东省人才招聘会

广州市赴美招聘会
广东省外专局北美系列招聘团
广东人事局北美招聘团
广东医学院人才招聘团
浙江省外专局美加招聘团
温州外专局美加人才招聘会
江阴市美加招聘会
南京理工大学美加招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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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集团专业培训师资 （部分
部分）
）
Anil Kapur – 主讲：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沃顿商学院 EMBA 讲师
Robert Grosse – 主讲：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导力；乔治梅森大学商学院教授
Steve Suranovic – 主讲：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分析；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Jon Anton – 主讲：呼叫中心管理、客户关系管理；Benchmark Portal 公司创办人
Janet Wagner – 主讲：服务营销、客户满意度调查；马里兰大学商学院教授
Richard Linowes – 主讲：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组织变革；美利坚大学商学院教授
John Lovelle – 主讲：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变革管理；世界银行人力资源高级顾问
Keith Henderson – 主讲：反腐倡廉、透明政府、政务公开；美利坚大学客座教授
Eusebio Mujal-Leon – 主讲：政府管理、廉政建设；乔治敦大学教授
Willis Nordlund – 主讲：劳工政策、薪酬福利、人事考评；美国劳工部前官员
George McCreight – 主讲：应急管理、国土安全管理；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
Christine Pommerening – 主讲：危机管理、应急机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Staci Johnson – 主讲：政府危机公关与管理；前 NASA 新闻发言人
Dan Schneider – 主讲：美国司法体系、政府管理；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Ira Rheingold – 主讲：消费者保护法；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执行理事
Eric Sterling – 主讲：刑事司法、毒品犯罪；美国刑事司法政策基金会会长
Paul Figley – 主讲：民商与侵权法；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
Robert Carpenter – 主讲：反倾销、国际贸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倾销调查部前主管
Scott Hempling – 主讲：公共事业价格制定、公共设施监管；律师
Rusty Moran – 主讲：联邦预算体系、公共财政；白宫预算办公室前官员
George Guess – 主讲：地方预算；美利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客座讲师
Michael Cobb – 主讲：税收管理、税务制度；Thompson, Cobb, Bazilio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Al Laich – 主讲：美国邮政体系、税收；美国劳工部前官员
Bianca Frogner – 主讲：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与福利；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Jaydee Hanson – 主讲：食品安全检查、安全政策；美国食品安全中心专家
Philip Hagan – 主讲：环境卫生与职业安全管理；乔治敦大学教授
Bob Glenn – 主讲：安全生产、环境卫生与职业健康；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NIOSH)
前主管
Don McDaniel – 主讲：医药管理、医疗器械；Sage Growth 总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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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almisano – 主讲：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碳益产业发展）；低碳研究专家
Michael Violette – 主讲：设备/电子产品检测；华盛顿实验室主任
Elise Scanlon – 主讲：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认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顾问
Richard Kamenitzer – 主讲：艺术/文化产业管理；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学院教授
Gary Evans – 主讲：牧草培育、草场管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
Christine Erna – 主讲：直邮、直邮营销；美国邮政局前官员、直邮专家
Leo Raymond – 主讲：商业信函、邮政系统、物流管理；邮政与商业信函服务协会副会长
John Jones – 主讲：天气预报、气象服务、项目管理；NOAA 气象服务局前副局长、气
象学家
Tsann-Wang Yu – 主讲：气象学；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署 （NOAA） 科学家
David Grier – 主讲：云计算、科技产业政策；IEEE 计算机协会会长、乔治华盛顿大学
教授
Bjorn Frogner – 主讲：智能网、网络安全、绿色/洁净能源；智能网专家、NIST 顾问
Kirk Holmes – 主讲：IT 服务管理；ITSM 咨询顾问
Stephen Ruth – 主讲：电信、宽带、通讯；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Eric Burger – 主讲：电信网技术；IMS Forum 首席科学家
Daniel Nordell – 主讲：电网技术；IEEE 电网技术专家
Steven Walfish – 主讲：生物统计；马里兰统计外包服务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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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集团专业培训主题一览
A. 企业管理

B. 公共管理

1. 企业战略规划

1. 美国政府结构与行政运作

2. 市场消费行为与营销策略

2. 美国危机管理与应急机制

3. 现代物流管理

3. 美国公务员制度与政府监察体系

4. 企业财务管理

4. 新闻发言人制度

5. 中小企业发展

5. 议会与政党运作

C. 金融银行

D. 国际商贸

1. 美国金融银行体系

1. 全球化市场竞争与营销策略

2. 美国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

2. 国际贸易法律与法规

3. 银行管理与运作

3. WTO－自由市场与贸易壁垒

4. 风险投资，分析、管理与预测

4. 贸易救济与反倾销

5. 资产重组、企业收购与兼并

5. 贸易融资、风险与支付

6. 国际资本市场与企业海外投资

6. 电子商务

E. 经济发展

F. 企业治理

1. 宏观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

1. 企业治理与监管

2. 房地产经济开发

2. 企业创新与知识管理

3. 行业标准与产业政策

3. 企业治理框架与模式

4. 节约型社会与两型社会

4. 企业危机管理
5. 政府角色
6. 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G. 公安司法

H. 公共财政

1.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1. 公共财政政策与架构

2. 民商与侵权法制度

2. 美国税务制度与税收管理

3. 检察官与法官管理

3. 美国审计制度与先进审计理论

4. 反贪污受贿

4. 美国政府财政预算与绩效评价

5. 警务工作与警务人才管理

5. 央行运作

6. 出入境管理

6. 公债发行与结算

7. 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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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人力资源

J. 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

1. 人力资源规划与人才战略

1. 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

2. 美国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政策

2. 美国公共卫生体系
3. 美国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护理计划

3. 薪酬管理与员工激励机制

4. 美国的社会救助与社区服务

4. 人才开发与海智考察

5. 医疗管理与信息化

5. 公务员录用管理与考核

6. 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

6. 岗职设计与员工绩效评估

7. 食品药品风险评估与管理
8. 公共卫生预警与危机管理
9. 医师、护理专业人员培训

K. 统计审计

L. 环保与能源

1. 统计方法与过程控制

1. 环保立法与执法

2. 人口普查

2. 清洁生产

3. 统计质量

3. 绿色能源

4. 绩效审计

4. 环保技术

5. 会计学

5. 危险品管理与溢油污染应急管理

M. 建筑规划

N. 交通运输

1. 社区开发与城市规划

1. 公路设计、道路工程与养护

2. 建筑工程监理

2. 全美物流与运输体系

3. 施工质量测试与控制

3. 交通服务与交通安全

4. 中央商务区建设与智能城市

4. 航道标准与整治

5. 智能建筑设计与建筑标准

5. 邮轮经济与港口开发

6. 大型项目审核与管理
O. 文化教育

P. 工程技术

1. 文化产业化

1. 工程技术开发与管理
2. 机械设备检测、更新与管理

2. 美国教育体制

3. 安全生产规范与行业标准

3. 媒体管理与新闻

4. 电力系统管理

4. 高校领导层领导力与领导才能

5. 煤炭采掘与开发管理

5. 艺术管理与艺术产业

6. 宽带、无线电及互联网管理
7.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安全

6. 教育与课题研究

8. 智能电网

7. 远程教育

9. 软件、计算机开发及数据库
10. 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与遥感技术
11. 工程经济学，成本与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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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R. 农林牧渔

1. 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与资金筹措

1. 美国农林牧渔业管理体制

2.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管理

2. 可持续发展农林牧渔业的战略计划

3. 科技园区及高科技孵化器的开发

3. 美国农业科研体系及农业合作推广

4. 科研项目的管理与成果推广

4. 基因技术与病虫害防治

5.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

5. 农林业标准化

6. 技术转让的法律与法规

6. 现代化农业机械考察

7. 科技政策与科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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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企业管理
A. 培训内容
一、企业战略规划
阐述企业战略规划的要素，分析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决策程序与决策辅助系统、不同
战略环境下的资源开发、分配、管理和优化组合的方案；以及提高战略规划效率的方法。
二、市场消费行为与营销策略
研究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国内与国际营销策略以及定位、定价、包装、促销方案；以
成功案例说明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针对不同消费群、利用不同销售网络的效果；并探讨市场
调研、信息处理、电子商务与电子营销。
三、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
丰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理论的理解，解析树立企业文化的手段与方式；企业形象的
设计、塑造与变革。
四、企业财务管理
分析不同类型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角色、架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策略、融资分
析、项目评估、风险监控；并训练决策者有效利用企业财务信息的能力。
五、现代物流管理
介绍现代物流理论以及信息化物流管理的可能方案；不同行业、不同市场、不同区域的
物流战略、物流模式及其与企业战略的整合。
六、企业技术创新
阐述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技术改善经济福利。通过对技术创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调配，
达到提高研究开发能力、激活设备制造能力、以及强化市场营销能力的最终目标。
B. 部门业务访问
部门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全美企业家协会

福特汽车公司

美国管理概念公司

思科公司

洛杉矶郡商业技术中心

Plug-and-Play 硅谷高新技术孵化园

国际特许经营协会

Toyota 美国销售部

美国管理协会

Shoppers 食品连锁店

国际物流协会

大型零售企业 THE MILLS

美国惠普公司

SCHENKER 物流管理公司

卡特比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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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管理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的政府结构与行政运作
阐述最新行政管理理论，概述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部门的分权与制衡；联邦与州政府
的权限与分工；各级政府部门运作程序与管理；介绍美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战略实施与效
率评估。
二、美国的危机管理与国际协作
探讨如何增强政府的紧急应变与反应能力；紧急事态中的资源调整与后备方案启动；危
机处理团队的建立、管理与高效运行；国际合作的开展、参与、促进。
三、美国的公务员制度与政府监察体系
介绍美国公务员的选聘、考核、福利、调升、奖惩；比较各级政府部门内部监察体系，
介绍政府官员职业道德教育、不正当或渎职行为调查与惩处；比较政府监察系统与非政府监
察机构的设置与运作。
四、新闻发言人制度
介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趋势、新闻发言人对政府公关的重要作用，分析新闻
发言人的素质要求与管理机制，以实例阐述新闻发言人如何在与公众、媒体的互动中以及在
政府内部协调中掌握主动。
五、议会与政党运作
回顾美国分权制衡原则下国会与州、地方议会的权责发展与演变，对比各主要西方国家
议会政党运作的异同，介绍美国各级议会的会议组织、议员选举、日常行政管理、立法支持
体系、议事程序、以及民意调查的方法。
B.部门业务访问
B.
部门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洛杉矶郡政府

美国国会参、众议院各下属委员会

蒙哥马利郡政府

美国国会众议院行政办公室

旧金山市政府

美国国会议员责任能力办公室

华盛顿特区监察办公室

美国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

巴尔的摩市政委员会

美国联邦政府各部如中小企业管理局、

加州公平从政行为委员会

总务署、财政部、司法部、卫生部、

诺福克市市长办公室

内务部等

美国各州州级政府各部门与州议会(如加

美国国家行政管理学会

州、纽约州、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

联邦选举委员会

宾州、麻州、德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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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金融银行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的金融银行体系
回顾美国金融银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介绍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对金融机构的
规范；概述美国商业、投资银行体系的演变与近年银行兼并、改革趋势。
二、美国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
探讨美国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主要金融产品、金融衍生物进行分类阐述，介
绍其特点、产生、发展与运作。
三、银行管理与运作
引导学员根据银行内部运作的特点、关键环节、银行业务与规模确定管理模式、效益分
析；探讨实现网络银行、信息化管理、有效资产运作等目标的最佳方案。
四、风险分析、管理与预测
系统介绍在金融及银行运作、贷款操作、投资及资产管理中风险认定、分析、管理与预
测的方法；结合当今局势分析金融危机的预测、产生、影响及对策。
五、资产重组、收购与兼并
着重以案例分析方式说明决策因素、方案选择及涉及的法律、金融问题；重组与购并的
过程管理与成果评估。
六、企业海外融资和国际资本市场
介绍全球资本市场、金融板块、国际资本市场运作；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利弊比较；
海外企业在美国的融资与投资渠道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
七、国际金融危机应对
考量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的影响，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及其
效果，介绍美国近期经济形势走势。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

摩根斯坦利公司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纽约证券交易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世界银行

美林证券公司

亚洲发展银行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花旗银行集团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

美国 RIGGIS 银行

证券交易者协会

第一银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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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国际商贸
A. 培训内容
一、全球化市场竞争与营销策略
总结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国际化特点；国际环境对市场营销的影响；以案例分析说明企
业如何运用全球竞争机制制定战略、定位产品、打开市场、构造网络；介绍国际市场分析的
主要方法和工具。
二、国际贸易法律与法规
系统比较并以实例分析国际贸易法律与法规，如国际商法、各国反倾销法、知识产权
法、海关法、合同法等的主要惯例、原则与执行；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三、WTO－挑战与机遇
介绍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基本原则与规定、成员国权利义务、纠纷解决机制等，探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四、贸易融资、风险与支付
讨论国际贸易的融资手段、融资渠道与融资方案的制定和选择；解析各类贸易中的各类
风险及预测与控制方法；比较国际贸易中各种结算方式；列举主要国际结算机构。
五、自由市场与贸易壁垒
回顾自由市场理论的提出、发展与实践；分析贸易壁垒的种类、存在原因与影响；剖析
贸易摩擦的产生与争端解决方案，探讨自由贸易与贸易壁垒两者的关系与发展趋势。
六、中美贸易实务
总结中美贸易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发展，阐述中美贸易具体问题，如关税、最惠国待
遇、市场准入、贸易逆差、美国三零一条款、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署

旧金山市国际贸易办公室

美国联邦国际贸易委员会

美中贸易委员会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华盛顿特区商会

华盛顿地区贸易董事局

美国华商总会

美国进出口银行

美国零售商协会

纽约州州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

全球商务对话组织

加州商务与经济发展部

美富、汤普森、斯图尔特等律师事务所

费尔法克斯郡经济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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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经济发展
A. 培训内容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
最新经济学理论，国家、区域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调控手
段，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房地产经济开发
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美国联邦及州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体系的
监督、监测和管理，美国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美国房地产统计、监测管理体
制，房地产金融分析方法：购房贷款利率走向和贷款风险分析。
三、行业标准与产业政策
美国的分散化标准体制介绍，美国主要的全国性标准机构的组织形式及职能介绍，美国
行业标准的制订与推广、执行：企业、专业机构、学会、协会，企业标准及企业内部标准化
机构的产生、发展，行业标准的制订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行业标准的制订、实施与产业政
策的调整。
四、节约型社会与两型社会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体特点与建立环境要求，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工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代化城市建设概念与标准，低碳城市
建设及生态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土地规划方式和土地规划未来发展趋势，循环经济及其产业
化，循环产业规划，循环经济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市场物流重组。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马里兰州小型企业发展中心

美国联邦小企业发展局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住房与社区事务部

美国可持续能源行业理事会

纽约州经济发展部

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夏威夷郡住宅与社区发展局

世界银行

维州费尔法克斯郡政府经济发展局

美国度假村开发协会

西门子建筑技术公司

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

高达环境技术集团

全美能效委经济员会

WEST 房地产开发集团

硅谷经济发展办公室

W. P. Carey 房地产开发/投资集团

马里兰生物科技园

加州建筑行业协会

马里兰州住房与社区发展厅

加州洛杉矶循环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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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企业治理
A. 培训内容
一、企业社会道德与责任
总结企业社会道德理论的产生、发展，定义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范围、原则；促使企业
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过程中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审视问题与设定目标。
二、企业治理框架与模式
回顾企业治理概念的历史沿革，分析企业治理的基本要素、环境，以全球公司治理实例
说明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与监事机构设立运作，探讨企业治理制度化方案
及提高企业透明化、树立企业价值观、防止滥权与寡头垄断的具体方法；并展望企业治理的
发展趋势。
三、政府角色
比较各国政府对境内企业运作的主要法律要求与规范，各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在信息披
露、财务管理、企业运作等各方面的监控机制与违规查处，对政府与企业在加强企业治理、
达到商业与社会和谐、良性循环中的互动提出建议。
四、机构创新与知识管理
从企业治理的角度探讨机构创新的内涵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的要素、评估与提高企业内部
创新能力、塑造学习型企业的方法，同时介绍企业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知识导入、流通、再
造、转化的渠道与模式，以及企业在创新中的风险管理。
五、企业治理与核心竞争力
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整合企业治理、企业创新、知识管理等相关理论，分析企业
如何选择正确的企业定位与战略目标，以及相应的企业治理模式，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六、企业危机管理
树立企业决策者居安仍思危的意识，讨论企业决策者在日常管理中的危机防范与应对企
业危机时所应考虑的要素与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案例说明危机防范、危机处理与危机恢复各
阶段的具体方案。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美国消费者联盟

美国联邦中小企业管理局

美国企业治理专业人士协会

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

加州公司管理部

美国司法部

维州公司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

GE 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协会

大通资本公司

美国良好企业局

惠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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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安司法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美国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综述，美国刑事司法机构与体系的建立及运作原则，美国联邦/
州的司法权限，美国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及部分州、地方刑事诉讼法介绍，美国的刑事侦察、
调查程序介绍。
二、民商与侵权法制度
美国 《统一商法典》 的由来和现状，美国 《统一商法典》 的基本原则，美国 《统一商法
典》 货物买卖篇介绍，美国侵权法的法律渊源，美国侵权法的基本法律规则：过失侵权、故
意侵权、严格责任、法定责任，美国侵权法对责任保险的影响。
三、检察官与法官管理
美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美国检察机构的组织构架和机构设置，美国检察机
关的权力基础、权力定位以及相应义务，对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制约，美国联邦与州
法官的选聘、任期、评估与监督制度，美国司法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其在法官管理中的反映。
四、反贪污受贿
美国宪法里的反腐败规定以及其他反腐败法律法规，美国主要的反腐败机构介绍，联邦
和地方政府在反腐败工作上的分工与合作，美国法律对公共领域腐败和私有领域腐败的定义
和区分，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美国政府参与腐败的调查和执行
的主要机构及分工合作，美国州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反腐败机构介绍，经典案例分
析，《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介绍和分析，美国反金融腐败法律法规。
五、警务工作与警务人才管理
美国警察体系及警种介绍：司法部警察体系，国土安全部警察体系，州及地方警察，美
国各级警察体系的主要管理模式介绍，警务人员的招聘及培训，警务人员的绩效管理模式，
警务工作及警务人才培养的未来趋势。
六、出入境管理
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属移民及出入境管理相关机构及职能介绍，美国出入境管理相关法规
概览，非法移民、拘押递解等政策规定、执行及面临的挑战，美国边境安全与移民问题的发
展，美国出入境管理紧急事件处理机制、负责与执行机构，国土安全与出入境管理面临的主
要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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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移民政策
美国移民法案 （INA） 主要内容、发展与修订，美国移民管理改革及现行适用的移民法
主要内容，美国移民事物管理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移民/非移民问题处理情况申诉、申诉
程序及申诉机构，非法移民、拘押递解等政策规定、执行及面临的挑战，美国民间机构在美
国国家移民管理的作用。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司法中心

美国地区(州)检察长协会

美国联邦司法部检察官行政办公室

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法官处

美国联邦移民局

州法院国家中心法庭管理研究院

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

马里兰州检察院巴尔的摩郡分院

国家司法学院

加州检察院旧金山市分院

美国律师协会

加州法庭管理办教育处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维州检察长办公室

美国行政法官协会

纽约州曼哈顿区检察院

全国司法部长协会

纽约州法庭体系法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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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财政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的公共财政系统
介绍美国联邦与州各级财政机构的设置、分工；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国库结算与管
理模式；政府财政收支管理；财政拨款审核与监督。
二、美国的税务制度与税收管理
系统阐述美国税收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联邦、州与地方税务制度及税务机关运作；税收
质量管理与效率评估；解析美国基本税法、洲际和国际税约；探讨税收代理、税务监督、国
际避税等热点问题。
三、美国的审计制度与先进审计理论
总体介绍西方财会制度的特点，内审、外审人员职责、行业标准；提供有关财会审计、
绩效审计、金融审计等专业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最新信息。
四、美国联邦及地方预算管理及财政绩效
系统介绍美国财政预算制定及管理情况；学习和借鉴美国在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方面好的
机制和做法，以提高财政工作的效率。介绍财政收支构成及政府间财政关系，美国财政支出
绩效管理，以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及控制。
五、公债发行与结算
比较美国联邦、州、地方各类公债的发行决策、发行机构、定价策略、回购方案、市场
运作、结算程序等。
六、央行运作
回顾美国中央银行体系的发展、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在此基础上解析美国联邦储备银
行体系的运行理念、决策程序，并以实例说明美国央行调节经济与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
七、政府采购与资产管理
总览美国各级政府预算、采购与资产管理体系，细述美国政府采购与固定/非固定资产
的管理模式、原则、程序、授权与监督，评估美国政府采购与资产管理的效率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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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财政部

新泽西州财政厅

美国联邦总务署

特拉华州金融部税务收支司

美国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加州总务署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郡税务局

白宫总统预算管理办公室

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财政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费城市税务局

美国国内税收管理局

VENTURA 郡总务署

联邦索赔法院

巴尔的摩市审计办公室

维吉尼亚州预算管理办公室

华盛顿特区财政局

维吉尼亚州税务局

美国税收协会

维吉尼亚州总务署采购办公室

旧金山市财政局

马里兰州财政局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马里兰州政府审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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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人力资源
A. 培训内容
一、人力资源规划与人才战略
整合最新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理论，剖析全球人才竞争态势，预测未来人才需求趋势、人
才素质要求，并分企业与公共行政两个领域阐述培养人才资源开发与储备的战略视角；探讨
长、短期人才战略目标的协调与实现。
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政策
纵观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与就业市场管理机制；概述美国普通、专业、技术、非
技术人才的培育、进修、持续教育机制，介绍专业人才认证与管理模式。
三、薪酬管理与员工激励机制
启发学员思维，根据行业、企业、人才供需、企业战略、机构文化等各方因素制定薪酬
方案以及员工激励机制，以案例说明各类方案的特点与效果。
四、岗职设计与绩效评估
以人才预测、人才战略为基础，讨论设置新岗位、改变原岗位职责的考虑因素以及变动
环境中的人员调动、选聘；并根据岗位职责进行有效绩效评估的方法与途径。
五、领导力、团队精神与沟通艺术
介绍领导模式、领导力体现、领导风格在不同情势中的效果；领导与团队队员的角色互
换；团队精神的形成及其与领导力的有效互动；建设性的沟通方法；分享成功企业家管理经
验，以角色模拟锻炼高级管理人员决策能力与应变能力。
六、海智人才引进及管理
介绍海智人才吸引计划及海智基地建设；海智人才开发，介绍海外人才招聘工作计划的
制定以及与国内人才招聘计划的异同；海外归国人才的管理技巧。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劳工部

阿灵顿郡人事局

美国联邦劳动关系委员会

乔治王子郡人力资源投资部

美国联邦人事署

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就业培训中心

加州人事部

洛杉矶郡人事局

维吉尼亚州人力资源部

乔治华盛顿大学

新泽西州人事部

乔治梅森大学

圣荷赛市人事局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华盛顿特区就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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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的社会保障与劳动福利体系
综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及劳工福利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运作及其对国民经济、社
会稳定、国民素质等多方位的深远意义；探讨美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环境、弊病症结
与改革方向。按行业讨论失业救济、伤残保险、退休基金等各项劳工福利计划的运作与管理
及政府、雇主、雇员、工会等的角色与责任。
二、美国的医疗保险与医疗照顾计划
概述美国医疗保险市场的分类与规范；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计划的发展、适用对象、资
金来源与资金管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各级政府与非政府机构间的分工协作；营利与非营
利医疗机构的管理；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与解决方案。
三、美国的社会救助与社区服务
介绍美国公共服务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定义、标准、为其提供的社会救助的服务类别及
相应的管理机制；进而解释社会救助与社区服务的异同，并按类别分析社区服务网络。
四、美国公共卫生体系
分析美国公共卫生管理机制的各个层面，剖析美国自社区建立的疾病监控体系、公共卫
生数据信息管理、公众医疗常识教育项目的实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启动与组织、医疗拨
款管理。
五、医疗机构管理
比较公立与私立各类医疗机构规范与管理模式异同，介绍各类医疗机构的认证、人力资
源管理、医院设备管理、医院各部门流程管理、临床项目管理、远程诊断与治疗、医疗事故
评估、医院后勤工作管理、内部质量监控等。
六、医院信息化管理
介绍美国电子病历、预约门诊等信息化管理举措在国家推动下的实施效果；介绍电子病
历、预约门诊等医院信息化管理的实施。讨论医院信息的安全保密性、病人隐私权的保护与
电子信息交换的标准化，如电子病历标准化、电子病历的安全性、电子病历的归属权等相关
的技术问题和法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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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卫生部

维吉尼亚州 INOVA 医疗体系

美国联邦公共卫生健康与服务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医疗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健康学院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美国国家医学健康研究院

LMC 医疗中心

美国社会福利和医疗照顾委员会

美国社区卫生中心协会

医疗信息与管理系统协会

华盛顿医疗中心

维吉尼亚州社会服务署

纽约社区医院

纽约州劳工部

乔治城大学医院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共服务部

Beth Israel 医疗中心

洛杉矶市政府无家可归者服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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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统计审计
A. 培训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过程控制
二、人口普查
美国人口普查的常用方法，抽样方法和样本量、样本轮换方法的实施运用，美国人口普
查绩效评估与质量控制，提高人口普查反馈率与精确度的途径，美国历届人口普查案例分
析：方式、组织、特点与成效。
三、统计质量
数据质量与统计质量，狭义数据质量和广义数据质量的比较分析，统计数据质量评价体
系和评价标准，最新技术在世界各国统计数据采集与分析，数据质量标准设立与质量管控与
评估总的应用，统计质量管理在各类统计项目中的应用介绍及实例分析。
四、绩效审计
美国联邦及州、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介绍，美国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法律环境，美国
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绩效评估方法与评估程序，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工作独立性的保障与体
现，政府投资项目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相结合的实践。
五、会计学
美国政府、企业会计制度简介，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体系的发展历史和特点，美国注册
会计师的行业主要组成及比例，美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组成形式、业务分类和发展趋势，
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审计与会计制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合伙组织形式的产生、发展、
原因、优势和缺点分析及面临的挑战，美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财会从业人员的主要监管单
位和监管模式，美国著名审计会计案例介绍及分析。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麻省审计办公室

美国联邦劳动统计局价格指数司

美国州审计长/财务长协会华盛顿办公室

美国联邦商务部经济与统计署

华盛顿特区政府信息中心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

华盛顿市财政局政府投资管理处

美国联邦商务部联邦经济分析局

费尔法克斯郡内部审计局

美国联邦卫生部/疾病卫生防控中心统计部

美国统计协会

美国普查局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国家公共绩效中心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组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世界银行内部审计办公室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

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魁北克统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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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环保与能源
A. 培训内容
一、环境立法与执法
回顾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能源政策与立法演变，环保法规的制定程序。介绍有关技术指
标的确定依据与执行机制；各级政府对环境的监控方法与执法手段。
二、清洁生产
介绍清洁生产的概念、规划实现；清洁生产的指标、系数与评估机制；重工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间的平衡；违规生产的调查、惩处与案例分析。
三、节约型社会
介绍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形成、基础特征、发展阶段、评估模式与所需环境要求；总结美
国社会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洁净城市与可持续环境发展战略；社会节能计划的规划、实
施与效益评估。
四、绿色能源
紧贴全球能源研究脉搏，探讨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与推广，以案例从技术、成
本、效益、政策、效果等各角度比较生物、风、水等各类绿色能源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五、环保技术
介绍环保技术的最新发展；环保技术转让与应用及推广；了解美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
构在节能研究、产品开发、成果推广等环节全方位的风险分担、共同投入与成本效益核算等。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环保署

湾区空气质量管理署

美国联邦能源部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

CSA 生态农场

联合国环境统计司

切斯比克湾基金

美国可持续能源行业理事会

美国节能联盟

维吉尼亚州环境质量部

美国煤灰协会

华盛顿特区水资源与排水管理局

美国风能协会

加州水资源管理局

美国可再生燃料协会

加州政府环境保护部

美国废品回收行业协会

马里兰州环保局

Middlesex 郡现代垃圾填埋厂

纽约州能源研究与开发局

SOTA 环保技术公司

纽约州环保局

WDG 绿色建筑设计公司

美国环保组织

马里兰生物科技园

Fairfax 郡固体废物处理中心

全美能效委经济员会

洛杉矶郡公共建设局环境保护司

高达环境技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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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城市规划与建筑
A. 培训内容
一、社区开发与城市规划
探讨如何因地制宜进行社区开发与城市规划，优化利用资源，通过区域划分、细分原
则、城市功能设计、区域产业网络等实现智慧型城市发展；介绍美国房地产市场运作及有关
法规，并结合阐述交通管理、土地管理与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主题。
二、建筑工程监理
帮助学员掌握 FIDIC 合同规则以及如何据此规则进行合同管理与履行合同义务，行使合
同权利；了解监理者的角色、职责、权限，及工程各方协作；简介相关惯例与法规。
三、施工质量测试与控制
介绍施工质量控制的环节与模式；不达标工程的补救措施；反映施工质量检测技术的最
新发展；最新质量检测设备。
四、智能建筑设计与标准
推广智能建筑、智能小区的理念；总结智能建筑理论发展、标准的建立；分析智能建筑
成功案例与智能建筑发展所需的技术条件、管理条件、市场条件。
五、中央商务区建设与智能城市
介绍美国城市中央商务区周边的商务社区、住宅群及配套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维护，解析
美国主要城市的中心商务区构建计划。
六、大型项目审核与管理
概述美国联邦、州与地区开发、民用建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的审批程序；各级
政府对具体项目实施的参与；建筑项目成本、人员、进度管理以及建筑担保机制以及复杂项
目中各方关系协调及争议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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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旧金山市住房发展办公室

美国联邦交通部

洛杉矶港务局

美国联邦内务署

全美铁路客运公司

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

美国规划协会

加州交通部

美国港口管理局协会

马里兰州公路管理局

美国工业房地产协会

马里兰州住房与社区发展部

波多马克河流流域协会

蒙哥马利郡规划委员会

美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维吉尼亚州交通局

国际建筑规范管理者协会

维吉尼亚州规划与预算部

美国公路交通建设协会

华盛顿特区规划办公室

CLARK 建筑工程公司

华盛顿特区建筑及土地管理局

蓝德公司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社会房屋发展办公室

高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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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交通运输
A．培训内容
一、公路设计、道路工程与养护
美国公路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综述：立项程序、规划设计原则，建设主体、组织方
式 （项目立项、设计、招投标、建设管理、项目完工后的验收等），美国公路管理的主体、
养护的主体、组织模式、资金筹集方式及来源，美国公路设计、建设标准及质量监控和验收
概述，美国公路养护新技术、新工艺介绍。
二、全美物流与运输体系
美国物流业的历史、发展及现状，美国现行物流管理体制，美国物流园区及物流中心的
发展现状及规划，美国物流市场发展现状及物流企业规模构成、类型，美国在规范、引导物
流企业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美国货物运输体系介绍，美国物流信息化发展情况，物流标准
化发展现状，包括物流标准体系的构成、分类、数量、特点。
三、交通服务与交通安全
美国交通服务网络、设施概述，美国涉及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及管理机构介绍，美国交
通应急系统介绍，美国公路交通应急预案管理体系介绍，美国交通安全系统的监控设备以及
相应的先进技术介绍。
四、航道标准与整治
美国内陆和水路航道标准的建立与管理，美国航道的整治规划和航道维护，美国密西西
比河航道治理与生态治理案例分析。
五、邮轮经济与港口开发
美国港口城市规划综述，美国港口城市经济发展与港口设施综合开发利用，美国邮轮经
济发展的历史背景、现状与市场前景，美国主要邮轮公司经营状况介绍，邮轮经济与港口城
市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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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交通部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交通控制中心

美国联邦交通部交通统计局

洛杉矶郡公共工程部/区域规划部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

密西西比流域航道管理委员会

联邦海事委员会

全美各郡发展协会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组

美国联邦公路局加州分部

美国各州公路与交通官员协会

美国联邦政府阿巴拉契亚项目委员会

全美卡车运输协会

维吉尼亚州交通局

全美智能交通协会

纽约市交通局

全美高速公路交通官员联合会

芝加哥市交通局

美国海岸海洋港口与导航工程师学院

加州交通厅公路货运处

Ridge Port 物流中心筹建公司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交通局

圣劳伦斯船闸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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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文化教育
A．培训内容
一、文化产业化
在巩固大众传播与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回顾文化行业形成与产业化历程，以美国文化产业
为例分析文化产业化内涵、产业环境下的文化事业管理、文化资金投入、文化机构运营、非
赢利机构的运作方案等。
二、美国教育体制
概述美国教育体制的特点、形成与未来发展趋势，探索美国教育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以及
在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并按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持续教育等领域进一步阐
述各类教育理念，教育机构的认证、运作、管理与评估。
三、媒体管理与新闻
介绍美国媒体行业的主要架构与特点，以案例表现主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媒体社
会责任并阐述现代媒体集团化环境下的运作、跨媒体交叉产业的形成与管理，同时将邀请知
名新闻界人士座谈行业自律、大型活动规划与制作；及时、突发、系列新闻报道；重大事件
采访等。
四、动漫产业链
适应当今媒体产业的最新发展潮流，介绍动漫产业的兴起与各国发展动漫产业政策比
较、数码技术与网络动画的发展前景与利润增长点、动漫产品与周边产品的前期策划、市场
分析与发行、动漫产品版权保护、动漫产业融资策略等。
五、高校领导层领导力与领导才能
了解美国高等院校的社会、经济与教育责任及高校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承担的角色。了
解美国大学董事会的结构、职能、运作及决策，解析美国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与管理模
式。
六、艺术管理与艺术产业
了解美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概况与趋势，美国影视、动漫产业发展及产业经营运作；美
国经济发展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政府、文化产业部门及地方非盈利机构在
地方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关系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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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美国新闻学院

美国联邦教育部

加州教师认证委员会

美国国际广播局

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教育管理处

美国教育协会

国际持续教育与培训协会

加州教育部

美国社区大学协会

马里兰州教育部

美国报业协会

耶鲁大学

国际动画片协会

仁斯利尔大学

哥伦比亚广播学院华盛顿中心

乔治华盛顿大学

Discovery 电视频道

联合国国际学校

CNN 电视台

弗吉尼亚大学

凤凰卫视

芝加哥大学

华盛顿邮报

纽约城市大学

Gannett （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

哥伦比亚大学

史密森研究院

乔治梅森大学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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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工业与工程技术
A. 培训内容
一、工程技术开发与管理
总结美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桥梁、道路、机场等工程优化设计；
工程管理中的资源配置与质量控制；集成产品发展团队的概念；技术管理的内容与模式。
二、机械设备更新与管理
探讨如何按行业具体要求更新设备；机械设备检测标准；国际机械设备市场动态；提供
各类机械产品最新信息。
三、安全生产规范与行业标准
解析美国联邦、州与国际安全生产法律与规范及执行机制；考察安全生产监控设备与器
械；了解各类职业病防范与高危险行业安全生产指导原则和管理措施。
四、电力系统管理与智能电网
通过对美国电力管理的系统描述，反映美国电力市场运作与规范、电力配送、电网架
构、电力销售，介绍电力可靠性管理、电厂联合供热系统，电力人才的储备与培养。
五、煤炭采掘技术、机械与开发管理
煤炭加工技术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煤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国际煤炭采掘机械设备生产的
行业规范。
六、宽带、无线电及互联网管理
介绍美国涉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及联邦政府 《国家宽带计划》 的目
标和当前面临的挑战。解析电信与网络互联互通带来的产业冲击与市场拓展，学习美国主要
信息技术企业不断更新的发展理念与实践。
七、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与遥感技术
介绍美国各郡政府 IT 发展及服务政策，解析各郡政府优化、提高 IT 服务的措施与途
径。介绍 GIS 发展、服务内容及服务提供过程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设施委员会

久益采煤设备公司

华盛顿特区政府交通厅

美国制造科技协会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加州独立电网运作公司

休斯敦公共工程局

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署

美国联邦水利局

纽约独立电网

煤炭利用研究委员会

PJM 电力公司

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

新英格兰地区独立电网

菲利普斯公司

太平洋气电公司

美国电力研究所

美国公用事业电信联合会

长壁联合公司

蒙哥马利郡信息技术服务局/GIS 部

美国纺织机械协会

卡特匹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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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与资金筹措
回顾美国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系统的演变；推动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趋势、人力
资源，科技发展资金来源、投入方式与成果预测。
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管理
介绍美国高科技产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职能；美国高科技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与政策；
高科技园区、孵化器的规划、建设与发展。
三、科研项目的管理与成果推广
分析政府、企业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程序；资金来源、划拨与分配；风险分担、成果共
享的合作模式；科研成果的利用与商品化、产业化；政府、学院、行业与非政府研究机构的
协调合作。
四、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
概述美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诉讼程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条约；跨国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
五、技术转让的法律与法规
探讨国内、国际技术转让的特点、条件、方式、运作工程及法律问题；技术评估；国际
组织技术援助的申请与项目执行。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参议院科技委员会

美国仲裁协会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乔治梅森大学科技转让中心

美国联邦上诉索赔法院

世界信息技术与服务联盟

美国版权局

美国实验室协会

联邦信息委员会

维吉尼亚州高科技园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中美马里兰科技园

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

Intel 英特尔公司

美国知识产权律师协会

中佛州创新公司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国际反仿冒商品联盟

Dunner 等专利律师事务所

竞争科技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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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国际专业培训－农林牧渔业
A. 培训内容
一、美国农业牧渔业管理体制
介绍美国农业畜牧政策的沿革、发展与制定过程；政府在农林牧渔业发展中的作用；概
述美国各级政府农林牧渔业项目的实施与管理以及美国农业综合产业的前景。
二、可持续发展农林牧渔业的战略计划
分析美国可持续发展农渔业及生态畜牧林业战略计划提出、制定、基本理论、实施模式
与评估；介绍各项农业环保平衡发展的措施与计划以及有机农业的发展和标准认证。
三、美国农业科研体系及高科技应用
介绍美国农业科研立项程序、资金筹措、成果推广以及育种、灌溉、土壤保护、污染控
制等方面的科技应用；政府机构、非政府研究机构及大学院校在农业科研体系中的分工合
作；实地考察农业研究设施的管理与运作。
四、基因技术与病虫害防治
回顾美国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如何应用此类技术增加农作物抵抗力、防治病虫害
并在控制杀虫剂使用的前提下针对作物采用相应虫害控制方案，讨论基因技术运用的局限、
优势和前景。
五、农林业标准化
定义农林业标准化，概述农林业标准化的环境要求、实施意义、指标设定、监管机制、
效益评估、技术难点，纵览全球主要国家农业标准化的历程、现状、国际合作与未来。
六、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开发、运用与监管介绍美国农机标准管理体系、农业机械化的质
量控制安全监管机制、农机新技术和高新机具的研发体系、美国农业机械化的信息体系建设。
B. 部分业务访问
部分业务访问、
、座谈单位
美国农业部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美国国家公园服务署

全美棉花委员会

加州林业与防火部

奥本大学

马里兰州自然资源部

美国林业联盟

马里兰州农业部

美国林业与造纸协会

俄勒冈州国土管理局

世界森林资源中心

维吉尼亚州农业部

美国小麦协会

维吉尼亚州林业部

纽约植树协会

路易斯安娜州林业部

美国种子协会

俄勒岗州森林资源研究所

国家渔业中心

马里兰大学农学院研究所

美国淡水鱼研究所

加州大学所属河滨郡农业推广站

Doebler's 种子公司

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院

大湖区渔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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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三立国际的培训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推陈出新。结合当今全球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与
经济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策划重点培训项目，为管理者与决策人员提供及时而具有前瞻
性的课程。

三立国际近期推出的专题项目有：

A、食品安全
2008 年由三鹿奶粉引发的连锁事件不仅对乳制品行业及整个食品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亦将食品安全问题突显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引起了社会、政府、公众的高度关注。几年
来，随着中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完善，政府监管及行业自律的加强和公众意识的提高，食品安
全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随后出现的塑化剂、瘦肉精、地沟油等一系列问题又提醒
我们，食品安全是政府、社会和公众必须长期面对的挑战。美国有着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法
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并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完善。三立国际地处美国食品安全
管理的核心地带－华盛顿特区，总统食品安全顾问委员会、联邦卫生部及下属联邦食品与药
物管理署、联邦农业部、联邦环境保护署等均位于此。三立国际自 1999 年起，每年都承办
农产品与食品质量监督管理领域的培训项目，近年又拓展到食品安全检验检疫，食品安全管
理领域。随着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的成立，食品安全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愈显突
出，三立国际适时推出食品安全专题培训。
课程概况如下：
天数：
天数
：21 天
培训目的：
培训目的
：通过授课、座谈、实地考察、现场交流等，多方位、深层次了解美国食品安
全法律制度的沿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架构与运作机制，技术指标的制定与执行，检验的程
序与手段，以及食品安全事故及问题的危机处理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如何结合中国
国情，现行法律法规，食品行业的现状与特点等，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健全中国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运用风险分析与管理模型，从工业流程、食品源头、食品企业管理、食品
安全信息发布与传播、食品执法等各个环节强化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师资：
师资
：此项目将与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署密切合作，邀请其专家进行授课，师资力
量还将包括来自马里兰大学与加州大学及其它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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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单位：
访问单位
：
1) 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署
2) 美国联邦农业部
3) 美国联邦卫生部
4)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5) 加州卫生部食品药品与辐射安全部
6) 维吉尼亚州农业与消费者服务部
7) 纽约市卫生局
8) 洛杉矶检验检测实验室
9)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乳制品实验室
10) 马里兰大学食品安全与营养研究院
11) 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12) 美国消费者联盟
13) 国际乳制品协会
14) 国际食品信息委员会
15) 美国实验室鉴定协会
16) 美国全国餐饮业协会
17) 卡夫食品公司
18) 味全食品公司

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主办，三立国际承办的此专题培训项目第一期班已成功结业。

B、反腐倡廉
廉政建设，惩治腐败是现代文明国家长期面临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
义文明国家，在廉政反腐的命题上，无疑承载着更加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前
的中国正处在行政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廉政反腐的成
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美国作为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的国家，在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领域有着较长历
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在廉政反腐的哲学思想，道德教育，立法执法，制度建设，舆论监督，
利益冲突避免，信息透明公开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三立国际地处美国联邦政府
所在地，在承办廉政反腐的培训项目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与资源优势。早在 1996 年，
三立国际就配合当时的航天部，成功地承办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境外培训班。随后又相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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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成功地承办了国家最高检、福建省高检、河南省监察厅、江苏省监察厅、福建省监察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厅等许多廉政反腐重要部门的相关培训项目，培训效果深获好评。随着
廉政反腐命题日益国际化和中美两国在反腐领域合作日益加强，我们根据多年承办反腐倡廉
培训项目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并结合中美两国在预防和惩治腐败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
一步优化了我们的这一经典培训项目。
课程概况如下：
天数：
天数
：21 天
培训目的：
培训目的
：通过授课、座谈、实地考察、现场交流等，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了解美
国廉政反腐的哲学思想，管治文化，法律体系与主要内容，监管体系与运作机制，道德教育
与制度建设的内涵，信息透明的具体要求，舆论监督的手段与效果，利益冲突与道德规范的
区别，严格执法的具体体现以及典型案例分析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如何结合中国国
情，中国文化，现行法律法规，现行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的条件下提高廉政水平，加大反腐
力度。思考目前权利制衡的不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诚信体系欠缺，道德教育效果欠佳，
利益冲突规范缺失，舆论监督不力的现状下，在法治、有序、渐进的框架下，改革体制，完
善法律，健全机制，加强教育，从根本上有效提高反腐倡廉的水平。
师资：
师资
：此项目将与美利坚大学合作，由具有在司法部门和其它监察机构从事领导、管理
或专业工作经验的教授授课。并借助联邦道德署，联邦司法部，和世界银行研究院的支持，
由相关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访问单位：
访问单位
：
1) 美国联邦道德署
2) 美国联邦司法部
3) 国会众院道德委员会
4) 国会参院道德委员会
5) 世界银行研究院
6) 马里兰州公共道德委员会
7) 马里兰州监察长办公室
8) 新泽西州监察长办公室
9) 新泽西州议会
10) 纽约市政府利益冲突委员会
11) 华盛顿特区监察长办公室
12) 加州行政复议办公室
13) 加州监察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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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旧金山市道德委员会
15) 国际透明组织
16) 美国政府优化委员会

C、社会管理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为中国的全面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机遇。随着经济三十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也正在经
历着空前广泛、深入的变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举国上下认
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显得日益重要与迫切。美国在以市场经济为
基础建立的政体、国体架构下，在社会管理领域有着 200 多年的实践历程。特别是近 100 多
年美国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过渡到混合经济时期后，在社会管理方面有着许多可供中国借鉴
的成功经验。三立国际在近年承办的社会管理领域特定专题的培训项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在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任务的需求，设计了此重点培训项目。
天数：
天数
：21 天
培训目的：
培训目的
：通过授课、座谈、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交流等，系统了解美国在社会管理方
面的法律体系，管理架构，运作机制。并在比较中美两国体制、国情、文化差异的基础上，
分析各自利弊。在项目实施时，我们还将根据不同团组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不同背景，选择对
口部门重点交流，剖析典型案例。
师资：
师资
：我们将根据不同团组的学习重点分别选择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利坚
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的教授或联邦社会保障署，联邦卫生部，人口普查局等在相应领域有着
丰富实际经验的专家授课。
访问单位：
访问单位
：
1) 国会众院预算委员会
2) 联邦社会保障署
3) 联邦卫生部
4) 商务部人口普查局
5) 联邦紧急状态署
6) 马里兰州紧急状态署
7) 维吉尼亚州环保厅
8) 维吉尼亚州车辆管理厅
9) 阿灵顿市中小企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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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盛顿特区人力资源部
11)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议会
12) 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社区基金中心
13) 维州麦克林社区中心
14) 维州麦克林洛堂达大型社区
15) 华盛顿特区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
16) 华盛顿特区中心医院
17) 首都规划委员会
18) 新泽西州议会
19) 费城 311 电话系统
20)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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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实例一：
实例一
：中国工业与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管理培训团

此项目为期 21 天，参团的 22 位团员，分别来自中央机关、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协
调中心、电信集团公司，以及 20 个省通信管理局。此项目重点培训内容包含美国互联网法
律法规、互联网管理体制、互联网市场行为监管、互联网接入管理、互联网管理信息系统的
建设与开发，以及互联网技术与业务发展趋势等。
三立国际安排了如下培训内容：
1) 与乔治梅森大学信息技术管理与公共政策专家 Stephen Rush 座谈，重点介绍美国互
联网管理法律、法规 （如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案、反域名抢注消费者
保护法等），美国规范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市场的政策与措施，当前互联网技术与服务发展
趋势，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规范与管理案例分析；
2) 访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要了解“开放互联网”(Open Internet)四大原则，
以及 FCC 在管理与规范互联网服务方面的战略规划；
3) 访问美国商务部全国通讯和信息产业局(NTIA)，全面了解美国有关网络安全、网络
隐私、互联网接入管理方面的管理政策，NTIA 在促进域名系统稳定性与安全性管理中的作
用；
4) 访问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了解 ICANN 域名注册原则与要求，IP
地址管理、IP 地址分配原则，以及 ICANN 在防止域名抢注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5) 访问联邦司法部网络犯罪处(CCIPS)，了解网络犯罪的主要形式 （尤其随互联网广告
与营销活动应运而生的网络色情犯罪），以及美国司法机构跟踪、监控互联网非法活动的主
要做法；
6) 访问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 ，了解 FTC 在促进与保障互联网有效健康运行方面的责
任与执法功能，FTC 执法程序，以及 FTC 处理互联网消费者投诉的主要方法；
7) 访问 IEEE 计算机协会，与专家座谈，重点讨论互联网接入服务管理相关内容；
8) 访问国际信息技术与服务联盟，分析互联网发展利弊，以及信息产业发展对当今社
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9) 访问美国电信协会，了解电信协会在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保障网络安全及推动互
联网健康有效运作方面的角色与作用；
10) 访问美国国家研究院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委员会，了解当今信息技术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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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互联网业务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此项目在 2011 年 12 月圆满完成。团组此行对美国在互联网法律法规、接入网服务管
理、域名注册管理，以及互联网行业/信息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
有了较全面了解，与美国对口政府机构官员及行业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大家表示收获很大。

实例二：
实例二
：中国教育部
中国教育部、
、国家外专局大学校长领导力培训团

此项目为期 21 天，共 23 位团员，其中 3 位是来自教育部、外专局文教司的官员，另外
20 位团员分别是国内 20 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国在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高等教育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疾速增加，建立真正
的现代大学制度，做到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才能够为国家提供更为杰出的人才。高校的一
切制度建设都应该围绕高校的核心任务进行构建。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现代高校制度的
建立与完善，成为大家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管理既是一项日常工作，更是一项
制度建设。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实现教育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此次培训主旨就是了解美国现在大学制度的建立，学习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建立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根据以上主题，三立国际安排了以下培训内容：
1) 安排弗吉尼亚大学授课、培训，从对美国高校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的介绍，到教研
及学校管理质量评估的概述，对美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进行概述，并解析美国高等教育评估
体系的优劣势，以及美国高校在社会中的定位、角色及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
2) 访问马里兰大学，了解马里兰大学创业模式及项目，学校与社区及校外产业的互联
与发展，以及校园产业发展与学校教研教学活动之间的矛盾及解决方式；
3) 与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组的官员，探讨中美教育体制的异同；
4) 访问美国全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了解该机构的审核政策、审核标准、审核程
序，以及该机构与美国教育部在审核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角色与功能上的区别；
5) 访问马里兰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了解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体制及高校规划与发展、预
算、学术发展等问题；
6) 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了解宾大的管理运作模式，组织结构，宾大的战略发展计划
以及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7) 访问杜克大学，了解杜克大学发展战略，杜克大学的资源及推进教育全球化的优
势，并就教育全球化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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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访问耶鲁大学，
9) 访问哈佛大学，了解美国私立大学管理及发展特点、运营机制与模式，学习教育思
路创新；
10) 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学生管理、教师教
学情况等；
11)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高校组织重组的技巧、选择与领导力培养。

此培训项目汇集了美国五所常春藤盟校，及三所全美著名高等学府，21 天的培训行程编
排流畅、各参训学员表示获益匪浅，且在同期 5 个同类培训项目质量评比中名列第一。

实例三：
实例三
：湖南省
湖南省“
“两型社会
两型社会”
”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培训团

此项目为期 28 天，参团的 23 位团员，来自湖南省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相关政府部
门。“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前者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
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即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
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节约，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量减少资源消耗和
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后者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
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尽可能全面介绍美国
在创建节约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维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措施与做法。三立国际安
排了如下培训内容：
1) 安排系列讲座，重点介绍节约型社会整体特点、建立环境要求以及美国政府在促进
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低碳城市建设、生态城市规划、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循环产业规
划、循环经济转型中的常见问题与案例分析；美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与制定新能源战略中的重
点产业；新能源/清洁能源 （如太阳能、风能） 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挑
战；交通行业节能减排及绿色环保技术在汽车废气减排中的运用等问题；
2) 访问 WDG 建筑设计公司，了解绿色低碳建筑设计、新型城市规划项目；
3) 访问马里兰生物科技园，了解城市综合工业网规划、高新科技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
模式的影响；
4) 访问马里兰州住房与社区发展厅，了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发展可持续社区方面的
协作、马里兰“可持续社区” 长期项目融资途径与远景规划；
5) 访问美国可持续能源行业理事会，了解美国与世界各国在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促进政策及政策合作、参观美国最新低碳环保能源科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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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访问弗吉尼亚州环境质量厅，了解州生态环境立法与执法机制、州在倡导节约/环境
保护/循环利用方面的主要措施、及州对重工业企业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与管理；
7) 访问马里兰农场，了解农场生态建设特点与生态保护措施；
8) 访问美国能效经济委员会，了解美国在促进能效与能源综合利用方面的倡议与主要
项目、美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
9) 访问首都规划委员会，了解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城市绿化、市区规划特点，以及
城区绿色屋顶与市区雨水管理系统等项目实施与实际成效；
10) 访问高达环境技术集团，了解该公司涉及土地开发、地表水规划管理、雨水污染控
制与净化处理、土壤冲刷侵蚀保护的工程设计与管理方案；
11) 访问南加州橙郡政府、洛杉矶再发展局，分别了解加州地方政府鼓励生态经济、绿
色建筑方面的规划与举措，以及生态社区建设中的土地节约方案、社区“生态化”评估；
12) 访问西岸大气质量管理局，了解美国西海岸大气污染减排标准、大气质量检测手
段、大气质量管理机制；
13) 访问洛杉矶市政府法务处，了解洛杉矶市政府“脏乱差街区”治理规划、法务处与
其它执法部门在转变城市脏乱差工作中的协作经验。

此项目在 2011 年 11 月圆满完成。团组回国后表示对此项目安排很满意，日程充实，不
虚此行！

实例四：
实例四
：上海黄浦人事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配套服务管理培训团

此项目为期 90 天，参团的 18 位团员，来自上海黄浦人事局，是上海黄浦区自 2010 年开
始规划的重点团组。此项目培训内容主要介绍、分析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主） 建设、发展世
界级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与做法，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地考察与座谈、交流等方
式，让学员了解、熟悉世界级金融中心 （如纽约市） 在支持、发展与金融业相配套的现代服
务产业上，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推行的理念及获取的经验与教训。培训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
金融中心发展要素的异同，为上海建设“外滩金融集聚带”提供一定的借鉴与经验。操作
中，三立国际安排了如下活动内容：
1) 安排弗吉尼亚大学 6 周系列讲座，重点比较分析美国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建设、发展
世界级金融中心 （如纽约、伦敦等） 的成功经验与做法；通过具体案例，学习建立国际金融
中心所需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金融中心的监管运营；同时，了解金融危机后，世
界经济发展现状、当今国际金融格局，以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讨论建成上海国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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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心所需的世界及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以及中国及上海地方政府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必
备的基本条件；
2) 访问布鲁金斯学院，了解当前经济格局变化及对世界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以及亚
洲经济发展分析及上海世界级金融中心形成的先决条件；
3) 访问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解 2011 年世界经济展望、亚洲经济发展趋势；学习
先进金融组织 IMF 金融发展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的方法；
4) 访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认识美联储在全球货币政策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了解
美联储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5) 访问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解美国证交会的主要职责以及对上海在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过程中应当如何中立地监管金融机构的建议；
6) 访问 NASDAQ 纳斯达克， 参观开盘仪式，了解纳斯达克的业务管理和运营，以及其
对公司上市的基本要求及上市程序；
7) 访问摩根斯坦利公司，了解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银行业务发展情况；
8) 访问世界银行，从宏观层面上了解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尤其是近年亚洲地区经济发
展的特点、以及形成世界金融中心的经济及社会环境；
9) 访问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通过与对方座谈的讨论方式了解该协会对推动
国际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协会在 《Dodd-Frank Act (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
法案)》 颁布后参与的实施细则论证与起草工作；
10) 访问美国财政部金融稳定办公室，深入了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核心内
容以及高管薪酬监督与评估体系；
11) 访 问 SIPC 美 国 证 券 投 资 者 保 护 公 司 ， SIPC 在 银 行 监 管 中 的 角 色 以 及 SIPC 在
Dodd-Frank 法案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的角色；
12) 访问仲量联行，该公司为福布斯白金 400 强企业的房地产投资管理及服务公司，了
解纽约市对房地产投资管理机构/行业的进驻要求以及房地产行业人才发展与管理；
13) 访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了解该机构在美国金融管理体系中的主要作用与影响；
14) 访问罗盛咨询公司，了解美国金融人才战略储备， 以及大型机构跨国高层次人才遴
选程序；
15) 访问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以及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经济发展局，了解高度发展
的纽约州及弗吉尼亚州与费郡经济发展政策，以及州郡内金融投资行业发展情况；
16) 访问首都规划委员会，从城市规划角度了解地区城市发展与规划战略，城市规划的
主要考量因素，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方向对城市规划的具体要求；
17) 参与美亚保险 （Chartis） 与荣鼎公司(Rhodium Group, LLC)联合会议，讨论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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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国投资的热点和关注点，了解后金融危机时代保险业人才构成与发展；
18) 参与东芝公司、加州制造业科技咨询公司、南加州橙郡商会联合会议，讨论地方社
会、文化、经济环境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9) 访问 Duane Morris 律师事务所纽约总部，讨论上海金融中心发展中主要法律业务需求
点，以及金融中心法律服务机构发展及角色；
20) 访问国际物流协会，了解物流业务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与影响，以及纽
约港口物流运输业务的发展现状及其对金融中心的持续作用。

此项目已于 2012 年 4 月下旬完成。团组成员普遍反映项目授课老师以及访问单位具有业
内权威性，培训主题突出，内容深刻，培训效果大大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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