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董秘高级管理课程
2022 招生简章
金牌董秘领衔、权威专家指导、数百家上市公司董秘首选
国内培养上市公司董秘一流学府—打造优秀董秘训练营

课程总览
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方式创新不断，整个中国进入了资本竞争和资源整合的时代。
在企业与资本市场实现顺利对接中，无论是上市，还是资本运营，董秘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
人物。而目前优秀的职业董秘非常缺乏，优秀的董秘已经成为全面稀缺性人才，严重供不应
求，现已成为困扰公司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问题。对于上市企业来讲，董秘是空降？外部
聘请？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成本太高。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与其聘请价格不菲的董秘，不
如自己培养专业可靠的资本运营大管家！
优秀的董秘应该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超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传播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
懂得规范运作和资本市场运作。真正杰出的董秘一定是跨领域的资源配置者、是企业内外部
战略家、资源整合者。他更像一位优秀的大投行家，在实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穿越，发挥其巨
大的影响力。
一位出色的上市公司董秘，应该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整合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凭
借中国人民大学在金融、财务、法律、管理、新闻等学科优势，整合最强大师资阵容，开设
上市公司董秘高级管理课程，旨在帮助董秘们建立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架构和战略性思维，
通过反思学习、私享会和辅导咨询、交流共创等学习方法帮助董秘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
问题，从而培养一批杰出的上市公司董秘。

课程对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其他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拟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法务经理、首席财务官等



投资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证券等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IPO 项目运作经理、财务经理、有志于成为董秘的 HRD、财务总监

*本项目不招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培训，需企业组
织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课程收益
【提升董秘职业素养】明确董秘职责及其专业要求，培养董秘必备的财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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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行知识。
【分析、掌握上市要领】明晰企业上市战略，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板块市场，掌握最
新企业上市政策及规范要求，提升决策者对拟上市公司行业分析及决策能力。
【掌握公司治理要领】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与内控体系，为上市奠定稳固运营基础
【有效管控企业上市风险】通过案例学习了解并掌握上市过程中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及其应对策略。
【掌握资本运作全流程管理】充分了解资本市场环境，通过合理的估值分析进行投融
资对接，对已经步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的企业提出有效建议，规划资本运作战略。
【掌握危机公关要领】了解网络公关未来发展趋势及网络危机公关九大优势，掌握危
机公关原则及方法。
【培养财务分析能力】通过对财务分析能力的训练，培养董秘（拟任董秘）的财务分
析决策能力，帮助其提高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的把握，以更好的帮助投资者提高对于
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的理解。
师资阵容强大：整合人大金融、财务会计、新闻媒体、法律等高校最强势学科核心师
资，业界金牌董秘、政府专家及四大会计事务所实践派专家，帮助董秘构筑知识体系， 紧
跟资本趋势与政策信号，观点创新，落地与实操性强。
教学模式先进：通过反思学习、私享会、辅导咨询、交流共创等多种教学创新模式，解
决董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佳交流平台：提供与人大金融圈、新闻媒体圈、法律界、财税界等校友互动交流学习
平台；
交流学习机会：为董秘提供学习交流、资格考试经验分享、企业参访、科创板、创业板
和主板等资本市场运作实践经验交流的学习平台。

课程体系
课程围绕资本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以及上市公司董秘角色定位要求进行设计，将知识学
习+案例分析+前沿专题研讨的教学模式贯穿课程始终，并辅以反思学习、私享会、辅导咨
询、交流共创等多种学习方式，透过董秘岗位所需要的不同议题进行全面训练，帮助学员建
立董秘岗位知识体系和架构，并将理念转化为可应用的方法技巧，助力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规
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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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本课程 4 个必修模块（20 天） 。每个月授课一次，一次 2 天，学制一年。
董事会秘书职业能力打造
董秘领导力与职业修炼

信息披露实务



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董秘



信息披露概述及信息披露日常工作体系



董事会秘应必备的职业素养及知识结构



新证券法下信息披露实务及权益变动要



整体筹划与监管、中介机构的沟通技巧



宏观经济分析与中国资本市场

点


定期报告类别及编制要点



临时公告类别及编制要点



年报实战之防错指南



如何披露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



信息披露典型违规案例剖析

公司治理与三会运作

投资者关系与危机公关



公司治理及公司治理结构框架



投资者关系战略、工作计划制定及实施



公司治理操作实务



投资者关系日常工作体系

--全年公司治理规划制定与操作实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要途径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问题及关注重点



危机公关意识和防范工作体系

--董秘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媒体沟通策略及路径



企业投资价值传播策略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及管理

股权激励顶层设计与落地实操


企业股权激励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行性



多种股权激励方式的设计及其比较选择



股权激励实施流程



持股平台的搭建及公司资本市场规划



如何将回购、市值管理、股权激励结合起来，为股
东创造长期利益?



国内外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普遍做法和经验总结
财务&税务&法务能力打造
上市公司会计审计与财务风险管控

财务分析与管理决策




当前财务管理的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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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规范与风险管理框架

--上市公司审计问题及控制规范与风险管



董秘主要关注的财务问题



基于价值挖掘的财务报表分析

理框架



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经营管理决策





企业财务合规中常见的问题及对策



挂牌企业年报信息披露中的主要财务问题及对策

上市公司审计实务
--上市公司常见财务舞弊案例及其风险防

范

上市（拟）公司财税管控


基于企业战略的税收管理与筹划



上市过程中主要税务问题、税务风险点和应对策略



上市后税务合规和对外投资的主要税务考量



从税务角度看商业模式的优化
IPO 上市实务
注册制下 IPO 攻略与操作实务

IPO 监管审核动态及常见法律问题



A 股 IPO 的含义和实质



PO 监管审核动态



上市对企业的好处和约束、风险及成本



典型案例分析及常见法律问题



注册制来历、特征和对上市公司要求



法律风险防控



多层次资本市场板块及选择



IPO 上市重点法律问题



注册制下 IPO 上市的运作程序



IPO 被否的原因分析

企业 IPO 上市全流程解析

商业计划书与路演技巧及交流考察

IPO 上市介绍



商业计划书概论及内容

--IPO 上市交易所及板块选择



商业计划书撰写的核心要点



IPO 上市规划制定及实施



融资路演训练



IPO 上市 流程及关键节点



--上市询价路演及网上路演流程及参加筹

--IPO 上市尽调流程/上市申报流程/上市审核流程

备
--上市企业路演反路演流程及筹备


参观考察优秀上市企业

资本运作实务
资本运作的全流程管理实务

企业融资与投资银行实务



全球资本市场剧震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企业融资必备基础与理论



投融资战略下的资本运营逻辑



企业融资渠道选择及创新的融资模式



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



企业融资策略及注意要点



企业 IPO 要点解析



尽职调查和核心条款



企业并购重组与与价值评估



企业融资经典案例分享

--并购的基本方法、流程、动机及方案设计
--并购重组的估值方法与交易结构设计
--并购重组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并购重组中的资源整合与激励机制
市值管理


私募股权投融资实务

市值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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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引入 VC/PE 战略投资与注意要点



市值管理的常态机制和工作体系



尽职调查和基金选择



市值管理策略及方案制定



估值方法与核心条款谈判



市值的影响因素和周期实操



企业私募股权投融资疑点、难点及风险



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



经典市值管理案例剖析

分析


投资条款清单与公司控制权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模块（选修）
面对时代发展变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企业高
管需要提升政治素养，具备更宽广的视野，不断提升战略领导力与综合管理水平。模块将解读当代中国文
化发展形态和中国社会思想变迁，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程和执政党自
身建设历程，全面解读最前沿的政治发展规律和方向。


习近平谈治国理念



政治经济学



大国崛起



外交政策与世界变革

授课模式
课程采用讲授、互动教学、案例分享及友好咨询等多种教学模式。
参加课程的学员自动获得人大商学院校友资格，在所学课程之外，我们还提供专业学习
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CFO 学会：人大商学院 CFO 学会致力于搭建一个以校友为主要
对象、关注财务金融等热点问题的思想交流与资源平台，定期安排各种活动。参加该课
程学习学员自动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CFO 学会成员资格，可以参加学会举办的各
种专题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智能财会联盟：智能财会联盟是由人大商学院联合国内三十余家重
点高校和智能财务领域的优秀企业成立的公益性组织，致力于推动中国财务数字化与智能
化教育与实践的发展，能和名师及实务界专家建立密切联系，参加该课程学习的学员优先
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智能财务联盟成员资格，可以参加联盟举办的各类专题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会：金融学会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界精英校友，组成了一张
紧密的资源网，成为大家分享交流的平台。学会活动丰富，组建线上社区动态交流，举
办线下主题活动的 O2O 模式，保持一个月 1-2 次的主题活动频率。相近的身份，共同
的语言，与同窗共同体验丰富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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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会：成长中国大讲堂、大师课堂、首席沙龙、知名企业探访……



年度盛典：新年论坛、新年晚会暨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



校园重温：商学院校友返校日、班级入学五周年和入学十周年返校……



校友创享汇：导师论坛、哲学修养、国际交流……



校际联谊：工商大道戈壁远征、中国高管教育联盟高尔夫邀请赛……
品牌论坛：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年会、中国财务管理全球论坛、金融论坛、中国企业家年会……

6

师资队伍
所有课程由我院精心组织的专门师资团队授课，授课老师皆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及丰富实
践经验。包括人大 EMBA 核心教授及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律师、会计师、投资人、金牌董
秘等专家组成强大师资队伍。我们同时会邀请金牌董秘及四大会计事务所专家与教授共同做
案例互动分享，训战结合，达到前沿理论与实战的高度融合
徐经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
程”入选者，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人，
中国证监会第四、五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第三届并购重组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公共传播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
未来研究会理事长和党委书记；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专家、中央组织部咨
询专家、中央统战部部聘专家。
王向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
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
员。
余兴喜 金牌董秘，现任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曾任 A+H 上市公司中国
铁建董事会秘书。“中国十大董秘”、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金牌董
秘“十佳资本运作”奖等重要奖项。

黄 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
者”（青年学者），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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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 EMBA 与高管教育中心主

任。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股权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专家顾问，基金从业资格考试《股权投资基金》科目指定教材主编。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司治理 50 人论坛”
创始成员和我国著名的公司治理学者。兼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李

全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特聘教授；长城

保险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投融资委员会
副秘书长，微金融五十人论坛执委，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杨小舟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金融
街、京北方等公司独立董事；曾兼任国泰基金独立董事，财政部内部控制咨询
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企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鉴定
委员会委员等。
刘东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曾担任重庆普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重庆普金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家国内公司独立董事和财务
管理顾问。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
周 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MBA《会计学》课程组组
长。2007 年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中国高科集团股份
公司、西迪技术等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刘松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美国管理学会（AOM）会员，中国
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多家咨询公司及培训机构顾问。注重理论
结合实践，曾为数百家各级各类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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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然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服务：担任顶级公募—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高级投资顾问，多项研究
成果被我国主权基金及顶级公募基金采纳，深度参与顶级公募基金公司投资
策略设计。同时任比亚迪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席。
袁 立 资深投资银行家、管理专家，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同时是多所高校工
商管理硕士（EMBA）、（MBA)和高层管理教育(EE)课程主讲教授。曽在香
港恒胜国际集团任财务总监、瑞德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北京信勤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宋晓华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所高校 EMBA、EE 课程教授，中
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任某金融企业独立董事，多家银行、
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金融机构或企业的财务顾问。
黄

嵩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北大金融学副教授，在

资本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操作过数十个私募股权投资、兼并与收购、企
业上市等方面的资本市场项目，并担任多家公司的顾问。
公孙炜 大公东方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曾任世界银行 IFC 中国西部管理咨
询联盟主席，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副总裁，英特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对于公
司资本运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项目筛选和融资有着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独到的理论建树。
方

燕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电视普法栏目主讲律师。在公募基金、私募基
金、境内外投融资、境内外上市及公司设立、改制、重组并购等业务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
章嘉艺 企业 IPO 上市/资本运作专家，曽任东兴证券（大型国有券商）投资银
行部副总裁，并担任内核委员会财务专家委员、内核委员会法律专家委员。在企
业上市、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上有着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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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伟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上市顾问部总经理。主持并参与了金
安桥结构化融资、宇商小贷资产证券化等创新 业务，此外还主持并参与了京
威股份、江西路桥等公司债业务，具备丰富的投行项目经验。
钟洪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与四川省社科院联合博士后

工作站研究人员。信披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拥有 18 年资本市场
经验。曾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从事证券市场监管工作 11 年。
徐 京 企业股权与投融资实战专家、独立财务顾问，北京惠信财税与股权
法制融合研究院执行院长，服务于中石油、葛洲坝集团、中电投、招商银
行、新华都等多家大中型企业。具有丰富的融资、架构重组等实战经验。
刘李胜 著名经济学家和国际资本市场专家，顶级境内外上市、投融资专家，
金融与管理学教授，中国证监会前厅局级专家型资深官员，曾被中组部派赴三
峡工程挂职，先后培训辅导上百家企业和金融人士。

吴申军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博财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具有 25 年的财务管理和税务领域工作经验，曾先后就职于国家税务机关、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拟上市公司及世界知名管理咨询等各种类型的企业。

李

亚 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职称，经济学博士，资深管理

专 家，互联网学者，企业投融资与公司治理专家，互联网转型专家、上市公
司董事，中央电视台 CCTV2 财经评论专家。

郑国坚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曾任三七互娱、广弘
控股、珠海港、东莞证券独立董事。新三板智库首席专家，广东互联网金融
研究会副会长。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
程”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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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分享嘉宾
龚 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上市公司
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董秘委员会主任
李楠楠 利亚德集团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连续被评财富“金牌董秘”及“十佳资
本运作奖”，并多次被多家机构评选为“优秀董秘”。
陈 静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曾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总部业务总监、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蒋德启 管理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两家公司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现任北京速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FO 兼董事会秘书。
刘运宏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副所长，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
校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国泰基金、上海证券交易所、华宝证券任职。
王 佳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校友，毕马威中国审计合伙人，服务于众多中国企业于境外的
投资项目，对跨国并购流程、并购标的审计、并购后整合及境外企业向境内母公司财务汇
报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姜冬妮 毕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服务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十五年，曾任职于四大美国纽
约国际税务中心。成功协助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在海外上市，积累了丰富的为跨国企业和
中国企业提供税务和商务咨询服务的经验.
卢鹍鹏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毕马威中国 TMT 行业审计主管合伙人，在审计领
域具有18 年专业从业与管理经验，对涉及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中国国内公司在美国、香
港及中国上市的审计及相关事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理解。
崔云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曾在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
总裁兼财务总监，期间完成多家公司的股权收购工作。

证书授予
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经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国人民大学上市公司董秘高级管理课
程班结业证书。

授课时间
春季班（第九期）：2022 年 5 月 24 日北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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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班（第十期）：2022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开课
学制一年，每个月集中授课一次，一次 2 天（周六、周日），共 10 次课，20 天课程。
办理入学手续，携带以下资料：
1. 1 寸和 2 寸彩色照片各两张（照片背后请注明姓名）；
2.身份证、学历证（或同等学历证明）的复印件各一份。

课程费用
人民币 59800 元/人（含培训、资料等费），可汇款或刷卡。
交费须知：
1、个人账户缴费： 请通过人大培训网发布的培训项目缴费链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
进行缴费。
2、单位账户缴费：通过银行汇款缴费。
收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收款帐号：0200 0076 0902 6400 244
特别说明：汇款时“收款人（单位）”一栏均只填“中国人民大学”六字，在“用途/摘要”栏里填
上“商学院董秘课程 xxx（学员姓名)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银行汇款回单回复至人大商学院高层
管理教育项目中心。

授课地点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联系方式
报名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808 室
联 系 人：房老师
电

话：010—82503255 18701666099（同微信）

邮

箱：fanglili@rmbs.ruc.edu.cn

网址：http://www.rmbs.ruc.edu.cn/

部分学员名单
中国智能交通

董事会秘书

亚新集团

集团副总裁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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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建工

董事会秘书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大北农集团

董事会秘书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HRD

北京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北京盈和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卓为新能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信国安

副总经理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宗申产业集团

人力资源部 HRM

华耐家居集团

财务总经理

锦州银行

董事会秘书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艾利艾集团

董事会秘书

威高集团

人力资源部 HRM

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人

京东集团

战略合作部副总裁

注：我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价格、日期、地点、师资、课程安排和其他细节等）进行调整的权力。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