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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①主讲人张戴金老师，他十年如一日，十年磨一剑，专注于员工执行力培训，著书

立说，讲课无数，被业界美誉为“中国员工执行力第一人”！ 

 

亮点②畅销书《执行必须到位》同名课程，已服务数千家企业，受益学员超过 500000+

人次，授课满意度高达 97.8%；14 年来，创国内员工执行力培训开课最频繁、影响人数

最多、范围最广、效果最好、评价最高的培训奇迹！ 

 

“最实战”、“最实用” 

“最实效”、“最实操” 
 

中国员工执行力第一人张戴金老师 14年专注执行力训练王牌课程 

 

 

 

全员执行力 
——执行必须到位 

 

 

主讲：张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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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为什么领导们有再好的想法总得不到贯彻，而员工却无所事事，无动于衷？ 

为什么公司的制度一条条，执行不下去；反复强调，磨破了嘴皮还是不执行？ 

为什么公司的计划定一套，员工口头上说一套，而行动又一套？ 

为什么员工做事打折扣，执行没结果，反而理由、借口一大堆？  

为什么员工在企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积极不主动？一个字形容：混！ 

 

 

有原因吗？—有！有方法吗？—有！ 

针对以上问题，请参加中国员工执行力第一人张戴金老师 14 年专注深入

研究、千锤百炼、用生命来演绎的王牌课程《全员执行力——执行必须到

位》，让您和您的员工团队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 

 

张戴金老师告诉我们：领导一个人执行只是神话，全体员工执行才是关

键！打造真正的“全员执行力”，执行不到位，不如不执行；执行不到位，等

于白执行！——执行必须到位！通过全员参与，全员受训，全员执行，让全员

给您想要的结果！与您共同发起“全员执行总动员”，让您的全体员工进入

100%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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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课程时间1-2 天（6 小时/天） 

培训形式主题演讲、案例教学、影音分享、互动演练、PK竞赛…… 

——激情、快乐、感动，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培训”，这才是“真正的效果”…… 

培训主讲张戴金老师  中国员工执行力第一人、中国著名实战派管理专家 

《摆正心态干工作》、《执行必须到位》等多本畅销书作者  亲临授课 

——他，14年培训生涯、演讲高达 3000多场、学员超过 2000000 人次，员工培训实力派！ 

——未曾君临，已被传说！全员培训，品质保证，请认准“张戴金”老师，大家都知道！ 

 

授课特色  

 培训现场用“全员参与＋行动演练”，旨在“悟道精髓”，演练中“得到实践”。 

 培训中穿插“管理案例”，旨在通过“情景再现”，找出“问题”，得出“方法”。 

 把关键点分解成操作动作把学员引入到“讲中学、演中练、悟中用”参与境界。 
 

课程亮点  

思路独到 
针对员工执行力的难题，本课程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解决思路，解放

学员思维，促进问题解决。 

方法具体 
不仅有方法，还有方法应用的步骤、要点、技巧等，便于学员运用

于自己的执行落地实践。 

内容实用 
融汇了老师多年的团队管理经验与实战研究，深度地分析与实用的

方法相结合，让学员感同身受，学了就会，会了能用，用了管用。 

品质承诺 十年工匠精神智造，国内同类课程首选，有趣有料实用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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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谁是执行者——发起“全员执行”总动员 

一、 为什么“全员”必须要执行 

1、 领导个人执行是神话，全员执行才是关键 

2、 团队需要不折不扣的“最好执行者” 

二、 为何全员执行不“力” 

1、 全员执行不力的“四种毒品”文化 

2、 向执行“老大难”问题重重开炮 

三、 谁来执行？谁是执行者？ 

1、 公司上下全体执行，每一个人都是执行者 

2、 发起“全员执行”总动员 

 高层执行者：做正确的事 

 中层执行者：正确的做事 

 基层执行者：把事做正确 

四、 全员执行之“领导无形、管理有道” 

1、 狼性执行力：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2、 领导榜样作用：喊破了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第二部分：我是执行派——最好执行者的“完美修炼” 

一、 最好的执行者“态度修炼” 

1、 你换位了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2、 你计较了吗？——大智若愚，吃亏是福 

二、 最好的执行者“细节修炼” 

1、 你自检了吗？——职场中常见的细节错误 

2、 你习惯了吗？——员工把事情做细，养成细节习惯 

三、 最好的执行者“责任修炼” 

1、 你负责了吗？——对工作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 

2、 你认错了吗？——“知错、认错、改错”是承担责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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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好的执行者“意识修炼” 

1、 服从意识：无条件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2、 目标意识：强化“结果思维”，确保执行结果到位 

3、 速度意识：先开枪、再瞄准，先完成、再完美 

4、 团队意识：合作才能大作，携手才能共赢 

5、 落实意识：接受任务不走样，执行任务不打折 

第三部分：全员执行实操——高效执行应该这样做 

一、 高效执行的“五大思维” 

1、 下一步思维——无论如何，请找下一步 

2、 数字思维——数字说明一切，数字知道答案 

3、 服从思维——无条件服从，服从是执行的前提 

4、 结果思维——不要理由，不要借口，只要结果 

5、 头脑风暴思维——集众人所长，而长于众人 

二、 执行实操：执行项目应该如何高效规划 

1、 执行项目管理的“自然计划模式” 

1) 宗旨：最终目的 

2) 愿景：远景描述 

3) 头脑风暴：思维导图，大量收集 

4) 组织整理：全面筛选，明确意义 

5) 行动方案：下一步行动，责任@到人 

2、 执行项目实操·案例分享 

3、 执行项目沙盘·成果路演 

三、 执行密码：高效执行的“道、术、器” 

1、 执行效率 DNA 解密：让效率倍增的关键技术 

2、 “土豆”技术：清单的习惯 

1) 为什么精英都是“清单控” 

2) 【实操训练】：清单式管理：21 天“清单思维”养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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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蛙”技术：关键的要务 

1) 要事第一，吃掉那只青蛙 

2) 【实操训练】：“青蛙”日管控、周管控、月管控、年管控 

4、 “番茄”技术：专注的力量 

1) 成功的法宝：简单易行的番茄工作法 

2) 【实操训练】：“番茄工作法”沙盘演练与答疑 

5、 让效率飞：“番茄+土豆+青蛙”三组合实操 

第四部分：超强执行训练——执行的核心“必须到位” 

一、 全员执行革除“五大陋习” 

1、 “讲过了”就“盯”——盯了没有 

2、 “我不会”就“练”——练了没有 

3、 “不可能”就“逼”——逼了没有 

4、 “没办法”就“想”——想了没有 

5、 “找借口”就“没有任何借口” 

二、 “执行必须到位”——到位不到位，相差 100 倍 

1、 执行要到位，“沟通”必须到位 

1) 管理的问题，过去是沟通，现在是沟通，未来还是沟通 

2) 上对下、下对下、平级跨部门沟通技巧 

2、 执行要到位，“检查”必须到位 

1) 会盯的干部有实效，不盯的干部不牢靠 

2) 信任不等于放任，授权不等于弃权 

3、 执行要到位，“结果”必须到位 

1) 员工要明白：你的工资从哪里来 

2) 全员执行核心：请给我结果 

三、 全员高效执行的“七个不放过” 

1、 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放过” 

2、 找不到问题的责任人——“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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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放过” 

4、 解决方案落实不到位——“不放过” 

5、 问题责任人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6、 没有长期的改进措施——“不放过” 

7、 没有建立档案——“不放过” 

第五部分：知行合一 ——将执行进行到底 

一、 建立执行文化，导入全员执行“五大作风” 

（经典内容：全公司推广，从理念到动作，学会马上使用） 

1、 勇于负责——勇于负责任，才能担重任 

2、 马上行动——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马上行动 

3、 绝对服从——工作来临，第一接受，第二完成 

4、 没有借口——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借口 

5、 说到做到——说到就要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二、 五种力量，驱动全员执行力 

1、 “感恩”驱动：感恩企业、领导、同事 

2、 “动力”驱动：挖掘动力让员工跑起来 

3、 “付出”驱动：人在做事，天在看 

4、 “忠诚”驱动：为什么要对企业“忠诚” 

5、 “承诺”驱动：对企业、工作公众承诺 

 

                                  专职助理 

13452473927（杨助理） 

【特别说明】： 

1、 由于张戴金老师在员工培训领域耕耘 14年，在培训业界拥有极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所以，市面上

有一些老师在模仿张老师的课程资料设计与授课内容，但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请认准张戴金

老师原创设计的课程大纲与授课内容，尊重知识版权，请“张戴金老师”做员工培训，说明您对员工

培训是认真的！ 

2、 本资料原创版权归张戴金老师本人所有，仅供合作机构与终端客户使用，未经书面授权及同意，任

何机构及个人不得模仿复制，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