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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所以我们更专业！中国顶尖 PMP® 培训机构 新生通过比普通机构高

出30% 本期刊内容

此简章用于初学者了解 PMP® 知识体系认证过程

及 广州慧翔 PMP® 培训服务内容、培训优质及课

程设 置班型介绍及培训价格体系

什么是 PMP® 认证体系

它是由美国项目管理协会颁发的，项目经理人职业

资格认证，是项目管理界最受认可的职业认证。

目前 PMI®（项目管理协会）旗下的 PMP® 认证

考试在全球推广已有 20 多年，中国政府引入

PMP® 认证体系已达 17 年，中国也是项目管理协

会 的最重要成员国之一，

PMP®认证的作用

PMP®认证作为全球认可度最高的项目管理专业

职 业资格认证体系，在全球已经培养超过 70 万

的。 持证项目经理。

它是技术人员转型管理岗位，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水

平。进入欧美外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的必备敲门

砖。PMP ®认证体系科学严谨，以实战技能提高

为主要培训方向，让从业者在项目的启动，规

则，执 行，监控，收尾过程都能处理的得心应

手。目前中 国政府在 IT，电子，通信行业的招投

标过程中对持 PMP ®认证的投标团队有明确加分

项。

广州慧翔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简介

广州慧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慧翔天地（北

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运营慧翔天地 PMP ®培

训品牌，慧翔品牌下所有公司均以项目管理培训及

咨询业务为唯一业务方向，9 年来我们一直专注于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推广。

目前慧翔旗下拥有超 200 名员工团队，专业讲师超

40 名，其中广州慧翔拥有 PMP® 培训核心业务讲师

超过 5 名，都是来自于高科院校，大型企业的职业

讲师。此外，广州慧翔也已开始推广国家软考中高

级职称培训，也均是围绕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开展。

广州慧翔和深圳慧翔历年来培训学生人数已近万

名，由慧翔培养出来的 PMP ®认证项目经理占广东

省 PMP® 持证人数的 20%以上。是华南地区口碑

最 好，通过率最高的 PMP® 认证培训机构

 

PMP® 认证适用范围

考取 PMP® 认证后，可从事任何行业的项目管理工

作，PMP® 认证项目管理体系研究的是项目管理中

的 通用技能
广州慧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深圳设有分公

司，负责慧翔天地品牌在整个广东省内的运营推

广。和慧翔天地北京公司，南北呼应，形成全力。 

 

PMP® 认证适合人群

各行业职能经理、项目经理、实施人员、项目建设技

术人员、售后及维保团队、行政管理人员、支撑团队

成员、成本控制、风险控制，进度及质量控制、物流

领域，人力资源，项目采购及其它与项目相关岗位。

PMP® 及慧翔简介
撰稿人： 刘巨波老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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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成人 PMP® 培训班会遇到哪些问题：

 班级太大，课程结束了班主任还叫不出我

的名字 

 学员人数太多，老师关心不到我的学习进

度，我只有自己摸索 

 学习过程无人答疑，同学探讨也没见有明

确结果 

 英文不好，英文报考问题多多，失败率

高，耽误中文报考时间。报考政策不通

知，报考流程无计划，过程 

 面授课就是划重点，老师讲课很枯燥，培

训就是应付考试  

 理论知识过于理想，现实应用困难很多。

千头万绪的问题没有答案 

 工作太忙，很难保证上课到场。 

 

各班型服务内容及报价 

广州慧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每个班级配一名主讲老师、5 位辅导老师

及两位教务老师，服务到位。

 每名学员独立建档，多种工具跟进学习进

度，协助定制学习计划。

 班级研讨群，面授老师及辅导老师 7*12 小

时在线答疑，解决一切学习问题。

 中英文报考全程详细协助指导，教学过程

海量实战案例，解决实战问题

 

 多种网络教学手段及辅助工具，出差

外地不用发愁 

广州慧翔郑重承诺 

考试不过无条件免费重读，学籍终身有效 

考试通过，PDU 免费积累换证无忧 

VIP A 班，考试不过全额支持补考费 

 

成人培训常见困扰
撰稿人： 刘璐老师（教务）

10 月 14、27，28，11月11，18, 25，12月2，PMP 知识体系精讲 5 天+模考冲刺 3 天+远程串讲 1 天共 9

天（详见进度表，直 播课在面授课开始前 21 天开始、根据当期学员学习成绩可调整密训时间及频率），

考试时间 2018

年,12 月 8 号

班型 网络班（热） 经典面授班（热） 普通面授班（热） VIP 包过（A 班） VIP （B 型班）

学费 3480 元/人 4000 元/人 3280 元/人 5700 元/人 4280 元/人

课时 

面授视频+直播辅导+3

天模拟考试 （线上） 

5 天面授+3 天模考

+线上直播教学（超

220 学时） 

5 天理论+3 天模考 5 天面授+3 天模考

+线上直播+考试不

过全额支持补考费

（一次） 

5 天面授+3 天模考

+线上直播+考前支

付 2280，通过后再

支付 2000 元。 

网络班 40 小时在线视频课程+150 小时在线直播课程+3 次全仿真模拟考试及讲解。 

经典面授班 一线名师现场面授教学、多行业项目案例分享。现场案例教学加网络直播形式，免费重听通过为止，性价比最高 

普通面授班 
适合有一定 PMP 理论基础，或在其它机构培训多次不过的学员，提供面授课，模拟考试课，和通过率评估服务

（不享受经典班及 VIP 班的，超 220 小时的直播授课服务） 

VIP A 班 
享受经典班所有服务，免费重读直到通过为止，如面授课无缺勤，三次模拟考到达班级平均分，直播课出勤不低于

70%，考试不通过广州慧翔全额支持补考费一次。 

VIP B 班 享受经典班所有服务，考试前只需缴费 2280 元，考试通过后再补交 2000 元（该班型不参与任何形式优惠活动） 

备注： 所有班型报价均包含教材费，5 人以上团报可申请签署企业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后可享受企业合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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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机构宣传中的通过率可信么

很多 PMP ® 培训机构在宣传时都承诺超高的通过

率， 动则宣传本机构通过率超 90%，提供一个所谓

的通 过率名单，上面的学员根本不存在。

 

很多机构宣传的不过退费是真的？ 

培训是机构和学员互动的过程，任何培训机构其本质

仍然属于商业机构，商业机构怎么会为个人的不努力

而买单呢，这样的承诺都是虚假的，含有很多陷阱。 

2018 年 9 月8号广州慧翔深圳班 PMP® 通过率
 

86%~91%
以上数据为（慧翔天地）深圳班平均通过率

 

81.18%
本期培训深圳班101人参考 82人一次性通过班级

≥80%
统计时间：

2018 年 10月19 号（更新数据）

广州慧翔的通过率是真实的么？

 广州慧翔从不做任何形式的虚假宣传

 广州慧翔是全国第一家公开通过率名单的

       PMP® 培训机构

 所有班级单独组建 QQ 群进行教务服务，

Q 群内一律使用真名，学员相互认识

 考试结束后通过率以班级为单位公布，名

单上所有人员的成绩学员均可证实无法做

假。

广州慧翔是如何确保高通过率的

虽然 PMP® 证书的获取不能作为 PMP® 培训质

量 优略的唯一指标，但不能否认的是很多学员

都把 考取 PMP® 证书当成培训阶段的最重要成

果。
但是请注意，很多机构宣传的 PMP® 考试通过

模 拟题库和 7 天面授就能轻松通过的宣传是虚

假 和不负责的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宣传手段。

PMP® 认证之所以被全球广泛认可，就是因为

其 知识内容对实际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对

企业 项目管理及学员职业生涯发展有重要推动

作用， 所以一门如此实用的学科想不费功

夫“躺在沙发 里喝着汽水”就能通过绝对属于

虚假宣传。

根据广东省考试 中心和国家外专局的数据表

明，广东地区以广州深圳为例，广州 PMP ®培

训 机构的平均通过率在 50%左右，深圳在

20%一40%区间浮动

40%，并不向很多机构宣传的这么高，那么慧

翔是如何做到高通过率的呢？ 

1. 广州慧翔经典班 PMP ®培训，培训方式为                  

       8 天面授（比其它机构多一天）+一天远程 

       串 讲+三天模拟考试+超 150 小时在线直

       播教 学，每名学员每期培训时长超 220 小  

       时，是其它机构的 5 倍左右，投入巨大。

2. 广州慧翔针对成人培训中出现的，成人学

       习习惯不佳，记忆力不好，理解能力强

       特点，独创性的开发了 PMP ®课程培训体

       系，效果出众。

3.  全国独家直播授课形式，和一些后跟进的 机

构不同，广州慧翔直播课全部由面授课 主

讲老师直播教学，每周一至同五晚 8： 20

开始，每天一小时，陪伴你一起渡过无

聊的自习过程，加强学习效果。

很多小机构价格非常低廉，可以选择

么？

1、 很多小机构都属于无资质办学，在报考过

程中以提供全程报考填报服务和价格低廉

吸引学员，实际上这些机构有很多根本没

有相关资质，代办报名是需要绕过在填报

过程中，关于国家授权机构的选择菜单，

避免学员发现机构无资质。

2、 部分机构从事 PMP ®培训教育只是市场

 跟 风，单纯以盈利为目标，从师资到服

 务体系混乱不堪，对于 PMP ®培训质量

 几乎不关 注，学员即便通过考试也不知

 道如何应 用，实际操作能力很难得到提

       升。
3、 很多小机构只是将 PMP 培训

当作一个快速盈收的培训项

目对培训体系本身

投入严重不足，花

在广告上的的费

用远超过教学体系

研发和质量保证的费

用，一锤子买卖不

管不顾口碑，没

有核心竞争力随

时会被市场淘汰，学

员后续 PDU 积累和续证没

有保证，证书经常到期就等于作废。

广州慧翔报考建议：

在选择机构前，请务必确认该机构已获得 PMI®

或中国外国专家局授权，在官网可查询。机构最

好专业从事项目管理培训工作，切忌课程多而不

专的机构，重视口碑比较。

慧翔 PMP® 通过率介绍

撰稿人：刘璐老师 [文章作者]

深圳班通过率平均数值连续五年通过率领先全国

深圳本期培训班通过率

HP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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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 

广州慧翔项目管理中心资深专家                     

中国项目管理著名实战派咨询师 

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 

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培训师 

 美国休斯敦大学进修项目管理与跨国企业

文化，考取项目管理专业人士（PMP®）资格

主要研究方向：

 项目管理、石油企业安全管理、企业战略

管理、领导力与影响力、企业文化建设与

企业形象第划、国际金融与贸易、消费者

心理与市场营销理论、跨国企业的文化适

应等。

 开设过《项目管理知识框架体系》、《项

目管理的方法与工具应用》、《班组企业

文化建设》、《团队思维拓展与热身训

练》、《团队建设与角色认知》、《国际

金融》、《企业战略管理》、《涉外项目

管理基础知识》、《中油 BP 的 HSE 管理

体系安全实务》、《安全管理》等主题

讲座，项目管理协会认证培训的培训师，

对项目管理体系有独到及深刻认识。讲

课生动风趣，张弛有度，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擅长将复杂问题由浅入深的简单

明了的解释清楚。服务过的企业有北京

廊坊通信公司、徐州管道二公司、杭州

地质研究所、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公司、

深圳天然气利用公司等。

相关工作经验： 

10 余年的项目实施经验，5 年大型企业

职能管理经验和 8 年多的咨询培训经验，先

后在中小型 IT 企业、大型制造业企业(联想集

团 6 年)、咨询服务机构担任过技术研究和职能

管理人员，高级项目经理。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

经验，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理念。对 IT、服

务、制造等多个行业的业务运营非常熟悉，各类

培训场次已经超过 500 场，为国内项目管理培

训/咨询领域的资深专家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 

慧翔天地 PMP® 深圳主讲老师

慧翔天地 PMP® 教学体系研发组成员

PMI®项目管理协会成员

广东省项目管理协会 GPMA 理事 

PMP® 项目管理资格认证 11 年

6 年中国电信研究院项目管

理实战经验（IT 类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 

标准化项目管理知识

体系实战、标准化项目管理

知识体系工具及技术应用。

对项目管理标准化知识体系

及项目管理标准化体系考试

有深入研究。长年从事《项

目管理知识框架体系》、

《项目管理的方法与工具应

用》、《班组企业文化建

设》、《团队思维拓展与热

身训练》教学工作。 

 

部分服务企业客户 

 广汽集团信息化建设项目咨

询：多个不同专题

 广州市公安局八大信息资源库

建设咨询：项目管理基础

 法国农业银行汽车信贷建设项

目咨询：项目管理应用

 广州平安城市项目建设咨询：

采购管理

 清远市交通局信息安全系统项

目咨询：项目管理应用培训 20

 广州亚运会互联网安全网站项

目咨询：高级项目经理培训 20

 中国移动客服中心 PMP®理论  

         培训课程：项目管理理论培训

 粤北人民医院电子病历系统项

目咨询：项目管理应用培训 20

 中山市政府：中山数字城管项

目咨询 项目管理应用培训

 广东省互联网信息案例中心项

目管理内训
 

 

慧翔名师介绍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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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BOK® 指南》 第六版

《PMBOK® 指南》 更新通知

接PMI®项目管理协会最新通知，原定于 2017

年 12 月考试将采用的 PMBOK 第六版，现推
迟至 2018 年 6 月考试采用，汪博士辅导书也
会同时出版新版。 目前已经出版使用。

 

辅导书

广州慧翔 PMP® 培训机构选择汪博士解读
PMP 考试 作为《PMBOK® 指南》 第六版的
辅导教材，该教材一经推出广 受好评，目前
已经再版四次，是学员学习 PMP® 的得 力工
具辅导书。最新版本会和 《PMBOK® 指
南》 第六版同步发 行

教材选择 
撰稿人： 刘老师（主讲） 

自研教材：
广州慧翔自有师资团队，长年进

行 PMP® 课程体系及教材研发

工 作，自研教材已在培训过程

中连 续 6 年使用，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自研教材费用已全部

包含在 培训费中，无需另外缴
费

HP
图章

HP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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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周六) 

9:00-

16:30 

福田科学

馆 

培训第 1 天（项目管理 PMP 五大过程组） 

对项目管理的全过程有初步的掌握 

 深圳慧翔 PMP2018 年12月考试班课程表

日 期 时 间 上课地址 学 习 内 容 学 习 目 标 

12:00-

12:10 
班级合影，互相认识 

16:30-

17:00 
在线申请 PMP 考试流程讲解 

10月 27 日(周六) 

16：30 

福田科学

馆 培训第 2 天 （项目管理 PMP 五大过程组），中午核对通

讯信息并选出组长，课后组长留下来开会 

对 PMP 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选组长目的是如何更好组织小组活动 

11月 3 日(周
六) 

9：00-

16：30 

福田科学

馆 培训第 3 天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精讲） PMBOK4-6 
深入学习知识体系，把握 PMP考试考

点 

11 月 4(周日) 
9：00-

16：30 

福田科学

馆 培训第 4 天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精讲） PMBOK7-9 
深入学习知识体系，把握 PMP考试考

点 

11月 10日（周
六) 

9：00-

16：30 

福田科学

馆 培训第 5 天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精讲） PMBOK10-12 
深入学习知识体系，把握 PMP考试考

点 

PMP 老学员介绍成功备考经验 16:30- PMP 备考经验交流会，结业典礼（颁发 PDU 证书） 

毕业仪式，颁发 PDU 证书。发作业（1-3 次），模考冲刺阶段开始！ 

 等外专局通知   中文报名截止时间 在此前交考试费、提交中文报名表 

 等外专局通知   退考、缓考最后期限 需要退、缓考的同学必须在此前办理 
  17：30 

在线模考 
第 3 次模考 （上午模拟考试，下午解题） 最后一次模考，建立考试信心。 

                                                            

11月 18（周日）   9：00-     
在线模考 

第 1 次模考 （上午模拟考试，下午讲题）          初步了解 PMP 考试题型，学会如何看

 

11月 25日（周日）9：00-
在线模考 

第 2 次模考 （上午模拟考试，下午解题） 考试全真（难度）模拟，进一步体验 

  
 

  

12月 2 日（周日）   9：00-

17：30 

  
 

登陆外专局网站下载 PMP 考试准考证（信） 慧翔班主任发邮件、短信提醒学员 

 

12月 8 日（周六） 

9：00-

13：00 

周六、考

试中心 
PMP 考试，具体日期等外专局通知 准备充分，胸有成竹。一次通过! 

待定          9：00- 

              16：00 
实战课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