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
始建于 1949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
校训：忠诚、团结、求实、创新；
办学理念：求真求是，追求卓越；
是中国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中国首批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文社科类院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于 2002 年和 2007 年先后两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12 年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017 年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中央财经大学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

【课程背景】
回顾 2017 年，危机九年之后，全球经济依旧疲弱，市场则日显疲态;宽松不断续杯，资产
荒却越发凸显。如何跳过短期看长期，透过现象看本质，滤掉波动看趋势，对今天的企业家来说
尤为重要。2018 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8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8 中国产
业的发展机遇又如何？2018 资本市场将迎来怎样的政策与发展？2018 企业是寻发展，还是追
增长？透过问题、深入内核，企业家需要认清发展的规律，背后的逻辑，在跌宕起伏的经济变革
中找寻适合自身的发展之道……

【课程亮点】
一、核心特色
● 实战统领：由业界最顶级专家构成授课团队，由金融投资实战操盘手组成课后咨询辅导团队，
通过小范围实战辅导，真正实现理论高度与实战落地并举的新型教学模式；
● 实战落地：与国内外知名的投资银行开展战略合作，搭建国内最高端的投资咨询平台，通过
授课与实践考察，发现学员企业实际问题，改造学员企业商业模式，实现战略突围，品牌推广，
营销实战等；
二、核心价值
学投资、全面认识投资
● VC 投资与风险管控： 世界级 VC 合伙人讲授近百个经典投资案例，深度解析传授“投资模
型”，带您置身于高手 GP 与 LP 之间，领悟国际级投资秘诀，探秘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
等顶级投资大师成功之道，从此走向不一样的投资人生。
● 项目剖析与投资分析：学会全面了解一个投资项目的价值点，洞悉其商业模式，行业展望，
市场预期，判断价值风险；做出正确的投资分析与决断。

● 资产配置与资产增值：分散投资不等同于资产配置，企业家如何对企业和个人的财富进行保
值增值的结构化资产配置？如何安全高效的进行资产配置？保持资金长期可持续盈利。
● 产业投资与战略并购：制定企业扩张战略的步骤，通过对同业、上下游企业的投资分析，掌
握如何通过并购、参股，实现对自身企业的做大做强的战略；如何借助跨行业并购实现多元经营；
如何借助并购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实现企业的脱胎换骨与跨越式发展。
三、拥有高品质校友圈
以知识、人脉、事业为核心，课程学习与校友活动相结合。我校校友分布涉及财政、税务、银行、
证券、房地产、高新技术、投资、贸易等多个行业。学员通过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建立高端的人
脉资源网络。
你的同学来自于：
中国银行 海通证券 财政部 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 万达集团
工商银行 国联证券 外交部 人民日报 中建六局 京东金融
交通银行 华西证券 商务部 中央电视台 美国汉军 汤森路透
农业银行 西南证券 银监会 新浪 IBM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建设银行 世纪证券 证监会 经济参考报 清华同方 普华永道
汇丰银行 广发证券 统计局 证券日报 北京商报 中信出版社
渣打银行 东兴证券 中国证券业协会 LG 商事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信证券 银河证券 凤凰网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招商证券 国家知识产权局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五矿集团

【课程设置】
模块一： 宏观金融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

全球金融系统（投资人环球思维）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概况

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特性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

全球融资模式与公司治理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

世界性金融体系解读

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

世界性金融危机防范与企业对策

私募风险投资分析
私募风险投资政策法规
私募风险投资的融资活动
创投产业的实务与案例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私募并购基金发展策略

国际性基金运作方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冲基金及其交易手段
共同基金投资优势与风险管控
全球性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

模块二：私募基金（PE/VC）基础分析
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法律与政策解析

私募股权基金的项目选择与投融资操作

国内国外相关法律法规

投资者与融资模式的选择

企业设立章程与相关约定

标的公司寻觅及实地尽职调查

股权转让的法律安排

企业价值的评估与定价

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协调

企业融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知识产权与无形资产的评估

投资效益分析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组织形式

私募股权基金（PE）的融资活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程序

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治理与激励

各种融资方法的成本及使用企业

私募基金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

影响融资决定的因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项目并购重组策略

融资的实务与流程

私募基金公司的财务与税务管理

融资活动中的政策限制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案例分析

如何规避融资过程中的风险

私募股权基金（PE）管理模式

私募股权基金（PE）投资模式

私募股权基金的资源整合

国际股权基金中国基金投资管理模式与案例

企业产权机制调整和公司治理架构

当前法律环境下人民币股权基金发起与募集

企业私募融资后的经营管理调整

目标企业投资流程与管理模式

企业治理结构完善与期权激励制度

被投企业的成长辅导与再融资

模块三：私募股权基金的实操——募、投、管、退
“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与募集

“投”私募股权基金的项目投资

基金的有限合伙制及其它资本形式

PE 投资的产业研究及行业战略

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与基金

投资决策及风险控制体系建设

基金管理公司（GP）的公司治理与品牌建设

投资策略、投资程序与 GP 品牌建设

PE 的人才战略：知识、经验、特质与激励

尽职调查的方法、工具与评价体系

合格投资人（LP）的有效沟通机制

企业性质与估值方法、工具

如何编写《招募说明书》

商业计划书的研读与审查

资金募集的流程及 LP 心理解读分析

投资谈判流程与条款清单设计

“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机制

PE 的投资服务能力提升体系

投资退出机制与退出渠道及时机选择

PE 的资本孵化能力

上市公司并购法规与交易方案设计

以上市为目标的规范化治理

对赌条款中回购权的探讨

市值管理与资源对接

如何透过不同形式的并购退出

委托代理带来的风险防范与把控

中国 PE 最佳退出策略分析

基金管理人（GP）与投资人（LP）的分配机制

私募股权基金获利退出的渠道设计

模块四：投资融资决策分析
投资决策

融资决策

投资分析中的最新思想与发展

融资环境分析（内部、外部）

投资选择方法

融资成功的原则和控制环节

投资项目现金流估算

融资效果评估

投资战略与投资回报分析

融资渠道与方法

投资决策流程管理

融资中难点问题的分析

投资分析与风险管理

国内外融资案例

模块五：产业资本投资理论
产业资本思维
产业投资基金概述
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
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融资特点
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案要点
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

产业资本经营
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点状经济与链状经济
产业风口与资本对接选择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联动构建
产业集聚与资本升级模式

模块六：企业上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解析
挂牌新三板与新三板投资

投资新三板 VC/PE 分析与实务操作

新三板挂牌策略、案例分析与实务操作

挂牌新三板企业的债券投融资

新三板市场解析与企业抉择

做市制度与新三板流动困境

挂牌新三板的途径、流程、基本要求与申报规则

新三板私募基金 PE 的设立与投资策略

如何选择主办券商

新三板母基金 FOF 战略投资

挂牌过程中财税问题及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新三板合作

股份制改造与企业股权分散如何挂牌新三板

新三板挂牌企业定向增发

拟挂牌企业的市值管理与做市

新三板做市融资实操分析

企业 A 股上市

企业境外上市

注册制背景下的上市规划与路径设计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策解读

主板上市条件与上市流程、案例分析

境外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的区别

中小板上市条件与上市流程、案例分析

企业境外“红筹”上市理论与案例

创业上市条件与上市流程、案例分析

境外主要证券市场选择

战略新兴板上市条件与上市流程、案例分析

境外反向并购上市操作流程

模块七：企业并购与并购基金
公司估值

并购重组的策略

现代公司估值详述

企业并购重组的方案设计及创新

相对估值方法

公司重组与资产置换

公司财务预测与估值模型

并购重组的反收购策略

不同行业估值方法的选择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估值方法的拓展应用

国际并购与整合

并购重组需要关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并购重组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不同类型股东并购重组的动机和行为

并购重组面临的新环境概述

公司并购重组交易结构

国有股东行为及监管

公司并购重组支付方式

外资并购的法规空白

公司并购融资手段

反垄断和同业竞争监管

公司并购重组估值方法和定价

民营企业在并购重组中的公平市场地位保护

公司并购目标的选择

反收购的监管

模块八：公司治理模式设计
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与公司管控设计（控制权）

董事会建设及董事会治理结构设计

股权比例设计与股权权益设计

董事会的定位、构建和运作模式

股权层面控制权设计：投票权表决设计

董事的酬金与绩效

同股不同权，有限合伙持股，境外双股权设计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定位、构建和运作模式

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层间关系结构设计

发起人与财务投资人间董事会控制权设计

股东权利受损害后如何进行追偿与保护

法定代表人的设计与控制权关系设计

公司经营层级与投后治理设计

高管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责权关系设计

股权激励的前提与基础

经营管理层的选聘设计

股权激励的价值、风险与智慧

公司投后管理经营系统设计

多种股权激励形式分析

投后管控与对赌有效性实施设计

基数定量、岗位定量、时间定量

投后资本安全性分析与设计

股权激励的时效性和持续性设计

投后发起经营团队与资本关系设计

分红周期以及时间节点的选择

模块九：互联网金融与资本模式创新
互联网金融模式分析

资本模式创新设计

互联网金融概述

设计产融结合的方案

互联网支付

可持续性的投资模式设计

P2P 网络借贷

基金模式创新与投资机制的设计

股权众筹融资

类金融模式的具体分析

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互联网理财

企业成长的价值导航分析

互联网银行与互联网保险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与微经济

资本实践课堂（选修）
金融论坛、优秀企业参访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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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领导，金融界专家客座教授，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实战型高级管理人员，中央财经大学
的资深专家与教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著名投资经理。
李建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全国金融青联委员。

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强

张礼卿
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张学勇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
韩复龄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导。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俊峰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副秘书长

樊

著名经济学家

纲

黄益平

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 经济学家

汤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秘书长

敏

朱少平

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教授

刘健钧

著名私募基金专家

蔡志明

天星资本主管合伙人

邓

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立者之一，著名投资人

峰

宋洪祥

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纳税筹划网总裁、亚太国际税收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郑锦桥

知名财富管理及股权投资专家

方风雷

厚朴基金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

吴尚志

鼎晖投资董事长

章

联创永宣合伙人

炜

龙平敬

商业模式专家、连锁经营实战专家、吉林寰旗科技董事

今

著名商模专家

朝

【参加对象】
●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投融资项目负责人及其他中高层管理者；
● 资本市场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投资人；
● 有优质项目需对接资本市场的企业家；
●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融资负责人；
●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战略咨询公司、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其他有志于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工作的各界人士。

【报名须知】

学

制：一年，每月授课一次，每次 2 天。

学

费：人民币 2.8 万元/人（含 1 年的教学、教材资料，不含学习及游学产生的食宿

交通游览费用）。
上课地址：中央财经大学

【报名流程】
提交报名表————获得入学通知书————交纳学费————报到入学

【汇款账号】
收款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账

号：0200002919089021427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新街口支行

【联系方式】
中央财经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电话：18515223868 李老师；010-62288511 姬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