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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融会贯通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性的观点精华，

为学员高效地呈现出一张金融知识版图，致力于帮助

学员在公司金融决策中找到方向，在个人投资布局中

找准脉络，找准财富上升通道；课程同时有机融合了

国际最前沿的金融理论知识并立足资产市场热点，力

求在知识理论与投资实践中有所突破，致力于为中国

的经济发展培养一批驭领时代的金融家、深谙金融的

实业家，以及具备高级专业素养的金融管理人才。

中国经济已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的“旧

常态”迈向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的过渡期。新冠

疫情下，全球经济风险增大，金融市场极端波动增加，

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中国经济中

流砥柱的力量，企业管理人员只有掌握现代金融的基

本知识，才能在复杂变幻的市场中找准适合自身企业

发展的路径。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上海高级金融学

院依托国内最强的金融师资，联合投资界知名投资家、

企业家、金融家，整合最强金融界、学界、企业界及

政府智库资源，适时推出《管理者的金融必修课程》。

提升投资能力
找准财富上升通道

课程背景

核心价值

OVERVIEW

KEY TAKEAWAYS

一张金融地图
系统高效学习体验

两大金融逻辑
公司金融与投资学

汇聚顶尖师资
开拓视野答疑解惑



学院介绍
ABOUT SAIF

由上海市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创办的、面向未来的国际化金融学院

全面覆盖金融机构或企业学习需求国内最完整的金融类管理教育产品线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SAIF)

SAIF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

SAIF进驻北京。

SAIF连续第三年蝉联《全球智库报告2016》“全
球最值得关注智库”国内同类智库首位。

 SAIF金融硕士 (MF)位列《金融时报》“全

球金融硕士项目排名”全球第 10，蝉联亚

洲第1；投资回报率高居亚洲第1、全球第7。

 SAIF EMBA、MBA获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

平评估最高 A+评级。
SAIF成为全球获得国际精
英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认证的最年轻商学院之一。 SAIF喜迎建院十周年华诞，各界友人共襄盛举。

SAIF着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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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 PhD、全球商业领袖学者项目 (GES)

金融 EMBA、国际实验班 
高层管理教育培训课程 EE

全日制、在职金融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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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象

课程信息

PARTICIPANT 
PROFILE

CURRICULUM

开课时间

2020年6月

授课语言
中文授课

授课地点
深 圳

课程费用

RMB 39,800元

实体企业的管理者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期货、信托、财富管理公司
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的中后台业务管理者

期待提升资产配置与财富管
理能力的高净值人士

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

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从
事与金融行业相关业务的机
构的管理者



该专题将主要介绍全球金融系统，注重全球金
融系统中的宏观和核心问题，联系全球金融
系统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分
析经济和金融周期以及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增长和再平衡的可
能途径以及伴生的投资机遇和风险。新冠疫
情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面临着巨大挑战。
本模块将立足于国内经济现状，放眼全球金
融市场体系与投资机遇。

课程设置
STRUCTURE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投资机遇

一级市场投资实践 
――新兴产业与科技创新

多层次资本市场总览与金融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二级市场投资实践 
――财报解密与价值投资

大湾区经济规
划的解读与投
资策略

1天

1天

1天

0.5天

0.5天

01/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投资机遇

课程内容
 全球金融系统及其宏观和核心问题
 全球金融系统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和

    市场的形成、功能、风险和管理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再平衡
 核心投资能力提升与投资实践

专 题
01

02

03

04

05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体量增大，管
理者越来越注重企业如何借助金融的力量进行
产业升级。课程呈现了资本市场的整体框架，
包括区域性及跨国性一、二级金融市场、金融
衍生品市场以及虚拟货币市场所提供的功能与
影响，帮助学员清晰金融市场的构成、基本功
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整体运作。同时课程将
着重介绍各类金融工具，解析如何充分运用金
融工具去合理规避风险，把控风险敞口。

02/多层次资本市场总览与金融工具  
        的选择和使用

课程内容
 资本市场总览及各市场之间的关系
 实体与金融的消长
 从整合视角看金融商品：合成金融

    资产
 金融资产标的与衍生品之间基本关系

课程内容
 科创板解决中国股市结构性问题
 科技创新的投资机会与风险识别
 估值逻辑发生深刻变化
 如何甄别有质量的内生成长

课程内容
 价值投资概述
 基于中国背景的财报分析框架
 上市公司财报事件与市值管理行为
 理解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
 经典案例解析

03/大湾区经济规划的解读与投资策略

课程内容
 区域经济规划和政策
 产业主导的选择
 产业结构的配置
 中长期投资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
发展的新实践。在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全球
经济共振下滑、出口承压的背景下，刺激内需、
整合区域资源、突出当地发展优势显得至关重要，
同时也为相关的板块带来投资机会。本课程试
图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判断和展望，并据此发
掘相关的投资主题与策略。

04/一级市场投资实践――新兴产业与 
       科技创新

科创板开板以前，中国很多科创企业在 A股现
行上市机制下不能在国内上市，因此造成了 A
股市场的结构性失调。大部分上市公司又都是
成熟行业的大企业，缺乏增长空间。本课程将
聚焦科创板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及战略新兴产
业领域，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授课师资将
以成功投资实践，拓宽学员视野、增加学员对
于科创板企业的直观的概览性认识。

05/二级市场投资实践――财报解密与
       价值投资

本课程将应用财务分析帮助理解公司基本面
并进行基于价值的投资判断，将涉及以下几
方面的内容：价值投资的方法、管理层动机
分析、并购重组分析、现金的价值分析、分
红政策与估值、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拆上市
的机会、识别造假公司等。具体涉及攀钢钒
钛、美的集团、小米集团、华联综超、乐视网、
格力电器、海信电器、爱施德、康美药业等
上市公司。



*以姓氏音序排列

张 介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MBA
学术主任

*学院保留对课程信息 (包括价格、日期、师资、课程安排等细节 ) 适当调整的权利。

课程导师团
FACULTY

陈 欣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林利军    

 正心谷创新资本创始合伙人

朱克江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会长、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

但 斌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黄海洲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
金公司 )董事总经理、股票业
务部负责人、管理委员会成员

孙明春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客聘教授、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邵 俊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客聘教授、
德同资本创始合伙人

张忆东     

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兴
证 (香港 )金控及兴证国际副
行政总裁



网址 : 
http://ee.saif.sjtu.edu.cn

邮箱 : 
ee.admissions@saif.sjtu.edu.cn

电话 : 021-6293 2778 
传真 : 021-6293 3222 
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211号
邮编 : 200030

上海校区

电话 : 010-5661 1879 
传真 : 010-6622 2568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西楼 5层
邮编 : 100020

北京校区

电话 : 0755-8276 9700
传真 : 0755-8276 9131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与海德一道交汇处 SCC中洲控股中心 B
          座 3519-3520室
邮编 : 518064

深圳办公室

扫描二维码
在线查看详情 /咨询报名

扫描二维码
关注更多课程 /活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