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2 企业家金融投资课程（第十一期）
招生简章
课程总览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进入了资源整合和金融创新的时代。中国金
融市场日趋开放，自贸区纷纷设立，人民币国际化，利率自由化等，都逐步与世界金融市场
接轨。另一方面随着区块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的兴起，金融创新成为金融界的新领域。金融
风口下，企业如何借助金融市场进行多元化的融资，传统企业如何借助资本的力量进行产业
升级，降低融资成本？5G 新动能如何驱动区块链金融的革命？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又该如
何寻挖掘新的投资机遇？在全球金融市场环境中，企业如何做好资源配置？中国人民大学联
合新加坡国立大学特别推出理论与实战并重的企业家金融投资课程，帮助学员透析环球市场
形势，实践前沿投融资战略; 引领企业家捕捉金融创新机遇，有效对接资本市场。
本课程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的管理与金融学科，云集国内外一流的教授资源和金融业
界的专家资源，借鉴世界著名商学院培养金融界领袖的经典模式，结合中国高层金融管理人
才需求的现状，带领学员全面梳理中国金融投资市场框架、透析全球资本市场运营与企业上
市实务，厘清投资逻辑，并根据企业发展阶段需求，助力企业选择最适合的投融资利器，开
展基于企业战略的并购规划或风险投资，助推企业突破式发展。

课程价值


通过对国际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分析，深刻理解企业经营的环境，提高应对宏观变化的能
力



了解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丰富投融资理论素养，掌握企业资本运作的方法与工具



洞悉最新的大数据与数字化金融运作模式，结合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创新商业模式，为
企业获得新的成长动力



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汇集亚太地区最优秀的教授、专家，国内外实战案例教学，借鉴
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获得人大商学院金融学会入会资格，汇聚国内优秀的资本运作管理实践者，打通班级无
边界，加入历届金融课程班校友大家庭，构建资源共享和终身学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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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课程对象
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管理、信托、期货、资产管理等）负责人、民营企
业家、外资相关机构主管投资、财务的高层决策者；电子商务/互联网企业管理人员；以及
其他致力于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界精英。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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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本课程共七大模块，每个模块 2-4 天，共 27 天课时。
模块一：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

模块二：资本市场投资实践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终极价值投资：大数投资



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开放



投资人的经济学



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风投行业大趋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与政策



洞察中国消费投资产业逻辑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不动产投资实践与风险防范

分享师资：

分享师资：

黄卫平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张磊 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校

教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原中国人

董事会副董事长，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

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
长、前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国务院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
白士泮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课程教授、新加

曾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 212 年以来派驻
中国的首任首席代
戴亦一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世
界华人不动产协会理事，多家上市公司的独
立董事
齐东平 “大数投资”创始人，在股票市场获
得 20 年持续稳健收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财务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向前 加华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管理
资金规模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项目累计交
易金额达到 2000 亿元
水皮 《华夏时报》总编辑，中央电视台著名

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新加坡李白金融学
院共同创办人、中国安邦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评论员，“水皮杂谈”创始人，被誉为“中国

拥有新加坡金融界 30 年专业经验。

股市的十万个为什么”，和“股市鲁迅”等

瞿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

称号

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

庞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员、金融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支部书记、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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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公司金融与产融结合

模块四：金融创新与价值创造



现代企业与股权投资的产业化



科技金融模式与科技金融创新



资本运作下的企业上市与并购



数字化驱动下的供应链金融



市值管理实践及案例分享



互联网金融营销



企业转型与产融结合



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应用



北京证券交易所政策解读



5G 新动能与区块链革命



企业融资、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



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实践

分享师资：

分享师资：

王明夫 中国著名投资银行专家、和君咨询集

李国权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专家教授、中国上

团董事长

海陆金所海外独立董事、新加坡李光耀学院

金岩石 “索罗斯的中国门徒”、美国哈佛大 创始人之一
学博士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证券法》修

吕廷杰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国际电信协会

订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专家，并担任《证券 （ITS）常务理事、工信部科技委委员
法释义》副总编。

邱良弼 美国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资基金投

刘纲 深创投投委会委员、华北大区兼北京公

资策略长 CIO、美国富兰克林证券投资股份

司总经理。累计牵头及参与投资项目 42 家， 公司亚洲区副总裁
其中上市 10 家，总市值超过 1 千亿元人民币

王玥 创业邦合伙人，趋势学院院长，BANG

袁立 资深投资银行家、管理专家，北京化工

CAMP 创业成长营总教练。曾创办凯洛格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Keylogic Company）等高成长公司，也是多

王建新 财政部会计司、科研所，历任副处长， 家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天使投资人
处长，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国家开发银行云

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供应链金

南分行副行长。担任多家知名上市公司、金融 融专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控股公司董事及顾问

生导师

邓路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航空航天大学经

刘凤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济管理学院教授，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师、互联网金融营销专家学者

潘朝金 中美嘉伦总裁、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

唐彬

制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IFC1000）轮值主席

易宝支付首席执行官及共同创始人，

企业改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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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私募股权投融资

模块六：全球资产管理与海外资本市场发展



股权价值管理



大资管的监管与治理



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策略



资产配置与行业机遇



商业计划书准则与案例



中美贸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趋势



资本定价与交易评估



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与家族信托



私募证券基金与信托公司的合作模式



海外对冲基金投资实践



人民币汇率改革下的全球资产配置

分享师资：
黄嵩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

分享师资：

书长、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操作过数十个私 王忠民 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
募股权投资、兼并与收购，企业上市等方面的

事长。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资本市场项目

贴

陆晨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风险

裘国根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执

官，曾任普华永道（香港）公司市场风险及流

行事务合伙人，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动性风险总监，在美国和香港金融市场拥有

唐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北京市网贷行业

近 20 年工作经验

协会会长

陈龙 蚂蚁金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曾任长

李克平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中投

江商学院副院长，在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

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获得终身教授职称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

杨戈 信中利资本集团合伙人、全球上市部亚

阳）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

洲区总经理，先后帮助 60 多个中国公司在纽

员会秘书长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IPO 共募集的资金数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

额超过 80 亿美元

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货币金

段盛华 前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负责人

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师
从“欧元之父”、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蒙代尔。

2022 企业家金融投资课程（第十一期）

5

模块七：知行合一

模块八：新加坡游学

标杆企业参访：黑石集团、高盛集团、怡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拓展

亚通、腾讯、支付宝、微软中国、德意志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

银行、易宝支付等



新加坡资本市场的运营管理

投资实践路演分享会



新加坡科技金融发展与方向

全球金融论坛



新加坡资本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新加坡当地金融机构参访交流

主讲教授
吴克昌-中国新加坡商会（经中国国务院批
准）创会会长，曾任新加坡星展银行集团北京
分行行长，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上海分行行
长、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国际部大中华区第
一副总裁
Chia Hock Lai-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SFA）
主席。南洋理工大学银行金融与基金小组负
责 人 ， 新 加 坡 政 府 技 术 局 （ GovTech ） 和
NTUC Income 专家委员会委员
郑金城-欣源投资管理(3V SourceOne Capital)
的合伙创始人及董事总经理。新加坡国立大
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SVCA)行业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及现任荣誉
司库
胡新泉-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长、风险总
监等职务，帮助分行业务规模倍增且资产质
量良好。分行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来企业发
放多笔直贷、兼并收购贷款和贸易融资等
寇星罡-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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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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提供一个持续学习
交流平台

持续学习：成长中国大讲堂、大师课堂、首席沙龙、知名企业探访

金融学会：金融学会将打通班级边界，整合所有往届金融课程班学员。并为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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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论坛：一年一度，聚焦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资本市场前沿实践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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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证书授予
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经考核合格者，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别颁发结业
证书。
课程时间
2022 年 9 月 23 日
学制一年，每一个月集中授课 1 次，每次 3 天（周五-周日），新加坡模块 6 天，共计 27
天课时。
每期班招收 30 人，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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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地点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明商楼）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课程费用


人民币 100000 元（包括培训费、资料费、文具费，新加坡学习费用，新加坡培训期间
午餐费、不包含签证费、机票费以及住宿费用）；



不参加新加坡模块，培训费 80000 元（包括培训费、资料费、文具费等）；



单独参加新加坡模块培训费 30000 元。
（包括培训费、新加坡交通费、培训期间午餐费、
资料费、管理费、参访费）,学员需自行承担签证费、机票费以及住宿费用。

可用现金、支票、汇款或银行卡。课程开始后，因故不能参加学习，视作自动放弃研修，不
退培训费。
交费须知：
开 户 行：北京市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帐

号：0200 0076 0902 6400 244

收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特别说明：汇票、支票、电汇单上“
（收款）单位”一栏均只填“中国人民大学”六字，
在“用途”栏里填上“商学院金融班 XXX(学员姓名)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银行汇款凭单
回复至人大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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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孙铭老师
电

话： 010-62517337 13611233211（同微信）

网

址： http://ee.rmbs.ruc.edu.cn

报名地址：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808 室

学员感言
一年的时间我们在一次次的学习参访中体验到认知增长的力量，更在一次次嘘寒问暖
里感受了集体的温度。未来，我们将在温暖与力量的陪伴下守望前行。
——张立嵬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大这所最懂中国工商管理的商学院，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专门
开设了金融课程班，提升了我们的战略思维、金融理念和应对宏观变化的能力，也使厚朴
“因信用、而财富”的使命得以实现。

----李书文 厚朴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赢在中国”第二季总冠军
在人大的学习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校的平台有别于社会上
的交往，不逐名不追利，享受贡献和交流带来的幸福感。
——张虹 世界黄金协会总监
这一年金融课程的学习～丰富的知识，真诚的友情，精彩的活动，广泛的交集……此
时此刻，同学们的相守相助，是射线的发端～直到永远……
——杜友斌 汇源集团总裁

难忘明德楼里学习的点点滴滴；难忘移动课堂上交流的欢声笑语；难忘课后小酌对饮
时候的经验分享；一年的学习历程，一年的真挚情谊，一年的共同成长。我们缘起人大商
学院，感恩人大商学院。虽然已是毕业日，总有相遇再叙时。
——王皞月 中国长城资产长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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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一载韶华人大共度；脉脉，数缕情思盘桓永驻。幸甚，与英杰同窗，不负春
秋；夙愿，展吾辈豪迈，家国尽收。他日再聚首，杯千盏，气赳赳，重温今日情，同享岁
月悠。
——张浩 锦州银行行长

人大商学院企业家金融投资课程使我们感悟到经济发展的脉搏，体会出金融对实体经
济支撑的重要性，让我们有效地把握全球化、证券化、互联网化的制度红利。

----王建祥 唐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届部分学员名单
中信国安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席主席
世界黄金协会——远东地区负责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支行行长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审计局——处长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陆浦投资集团——总经理
中国光大银行——总经理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州亚新集团——总裁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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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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