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投资基金与投融资决策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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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金融政策及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高度关联并互相
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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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9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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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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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经大学私募投资基金与投融资决策研修班”将引领未来金融家、投资家顺应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突破同类课程仅限于“术”层面进行讲解
所导致的同质性，以前沿的课程内容，多层次、多维度的延展决策者的视野，以全局的胸怀，世
界的眼光，把握金融政策动向，追踪前沿热点问题，发现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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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新三板 VC/PE 分析与实务操作

科创板与科创板投资
科创企业融资政策趋势及科创板概述
科创板注册制实务——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科创板公司上市条件——创新、突破和挑战
科创板上市审核、发行定价与承销
科创板差异化交易机制安排
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持续监管与退市
“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关注的财务规范问题

新三板挂牌策略、案例分析与实务操作
新三板市场解析与企业抉择
挂牌新三板的途径、流程、基本要求与申报
规则
如何选择主办券商
挂牌过程中财税问题及解决方案
股份制改造与企业股权分散如何挂牌新三板
拟挂牌企业的市值管理与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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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定位、构建和运作模式

同股不同权，有限合伙持股，境外双股权设计

法定代表人的设计与控制权关系设计

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层间关系结构设计
股东权利受损害后如何进行追偿与保护
财务管控与税务筹划

公司经营层级与投后治理设计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责权关系设计
经营管理层的选聘设计

企业财务战略管控解析
如何从战略角度进行财务分析
财务风险管理与防御体系建设

公司投后管理经营系统设计

企业税务筹划与税收政策

投后管控与对赌有效性实施设计

企业税务风险的防范与管理

投后资本安全性分析与设计
投后发起经营团队与资本关系设计

从税务角度看商业模式优化
税务筹划实操案例

模块九：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互联网金融模式分析

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金融概述

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及必要性

互联网支付

数字金融中的大数据分析、金融云服务、移

P2P 网络借贷

动金融业务

股权众筹融资

大数据下的投资策略

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互联网理财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互联网银行与互联网保险

大数据+人工智能破解产业痛点

互联网金融模式创新与风险防范

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运营管理模式

模块十：资本模式创新顶层设计与市值管理
资本模式创新设计

企业价值创造

股权设计与股权激励

市值管理与资本之路

设计产融结合的方案

企业成长的价值导航分析与创造路径

可持续性的投资模式设计

企业价值的形成与评估逻辑

基金模式创新与投资机制的设计

估值方法概论与案例实践

类金融模式的具体分析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机制与实践方法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与微经济

市值管理与价值倍增之道

资本实践课堂（选修）

金融论坛、优秀企业参访与座谈

【部分师资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的资深专家与教授，包括 2 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6 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 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 名国家教学名师、3 名北京市教学名
师、9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同时还邀请国家金融部门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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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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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首届百位“国家教学名师奖”
获得者、中国金融学会理事。

贺 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张礼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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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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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国税务学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报特约评论员。

张晓涛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投
资研究中心主任。

蔡如海

中央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培训学院院长，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MBA 导师，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谢桂荣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财务管理研究部副主
任，曾先后在税务局、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从事税务检查、财务审计、资产
评估、管理咨询等工作。

樊 纲

著名经济学家。

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任寿根

中央财经大学特约讲师、财经培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管理学博士后，经
济学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福田杰出人才奖获得者。

汤 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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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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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勇

南开大学国际法法学研究所所长；天津仲裁委员会涉外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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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著名商模专家。

邢 凯

一撕得创始人兼 CEO。

谢智勇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会理事。

王云鹏

中央财经大学特约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博士、领导力与执行力实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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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万元/人（含 1 年的教学、教材资料，不含学习及参访产生的食宿
交通游览费用）

上课地址：中央财经大学

【报名流程】
填写报名表 →缴纳学费 → 发入学通知书 → 报到入学
◆ 申请报名：申请者可通过电话索要报名表报名，报名表格复印有效。
◆ 确认回访：经审查合格者，发“交费须知及入学资料”。
◆ 缴纳学费：学员收到“交费须知”后，按要求交纳全部学费。
◆ 入学通知：学员交纳学费到账后，将按照中央财经大学的有关规定开具行政事业单位统一票据并发
入学通知书。
◆ 报到入学：交完费用的学员，正式报到，办理入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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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6239826
联系传真：010-88131088
项目负责人：
李

玲

刘淑华
佟长刚

13911069821（同微信）
13126802229
13718066056（同微信）

邮箱：tsinghua301@126.com

Q

Q：1693393285

Q

Q：1526364749

Q

Q：2428192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