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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8E_E5_A4_A7_E5_c78_531479.htm 受美国“次级贷”引

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将

放缓资本市场低迷、创业板块迟迟不能推出、低附加值的传

统产业经济萎缩 ⋯⋯ 这样让国内众多游离资本苦苦寻找投资

项目。风险 投资作为一种组合型的、长期性的、权益型的专

业投资，在今后以自主创新、高新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大环境

下，将为投资人带来持续、可观的回报。 未来中国经 济的可

持续发展，势必要通过技术创新产生新的增长活力， 风险投

资对于高科技、创新项目的早期投入与孵化，对于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显现了突出的作用 风险投资

是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加速器 , 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中小型、

创新型企业融资的主导潮流。 清华大学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

高级研修班面向投、融资双方企业，不仅能使学员研修风险

投融资相关理论，更可以使学员企业实现投融资对接，让风

险资本通过清华大学这个高端教育平台，流向创新型、高科

技项目，培育中国的未来精英企业。 【课程特色】 ◆ 唯一一

个由清华大学发起的专注于风险投资和企业融资的课程。 ◆

整合学员企业间投融资需求，搭建学员企业间投融资业务联

系的操作平台。 ◆联合 CCTV 《赢在中国》、美国红杉基金

、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大摩同盈资本

、北极光创投、汉能投资、诺德基金、中信证券、中科创业

等诸多精英共同担纲教学与咨询顾问，拓展学员视野，引入

高端资本资源。 ◆引领学员奔赴上海、深圳、纽约、旧金山



、洛杉矶等地，走访当地财经金融焦点区域，拜访高新技术

企业，博采众长，广交朋友，纳天地财气，逐风气之先。 ◆

组建清华风险投资终身学习俱乐部，以点带 面，致力于长期

的学员维护和商机拓展，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不遗余力，献

计献策。 【课程价值】 让资本明确方向，让创新找到支点，

让参与得到回馈，让友情感受升华。 【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

： 工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投融资项目负责人及其他中高

层管理者；银行、保险公司及投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主

管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资格审查： 为保证

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申请者经过资格审查后，对符合条件

者予以录取。 【课程设置】 过资格审查后，对符合条件者予

以录取。 【课程设置】 核心课程一：宏观经济与产业投资政

策 核心课程二： 风险投资的业务流程 ＊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与前瞻预测 ＊ 标的公司寻觅及交涉 ＊ 中国产业投资政策解

读 ＊ 实地尽职调查 ＊ 2008 年风险投资行业趋势分析 ＊ 企业

价值的评估与定价 ＊ 国内风险投资的挑战与未来 ＊ 合约的

签署与执行 ＊经典案例分析 核心课程 三：风险投资的融资活

动 核心课程 四：风险投资的相关法律与财务 ＊商务计划书的

编写 ＊企业设立章程与相关约定 ＊融资的实务与流程 ＊股权

转让的法律安排 ＊融资当中的知识产权管理 ＊会计师事务所

的选择与协调 ＊融资活动中的政策限制 ＊知识产权与无形资

产的评估 ＊如何规避融资过程中的风险 核心课程五：风险投

资的退出 核心课程六：企业并购与重组 ＊资本退出方式股票

上市 ＊战略重组与并购 ＊价格和价值最大化战略 ＊兼并收购

中的结构设计及法律税务 ＊ PE/VC 退出策略 ＊估值与定价

模型 ＊股权资产并购与反并购 ＊并购方式与并购技巧 ＊



MBO 与员工持股计划 ＊企业重组后的整合 核心课程 七：私

募股权融资 核心课程 八： 上市战略的选择与操作 ＊私募股

权融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 ＊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战略 

＊私募股权融资募集程序 ＊不同上市地的审批、监管及规则

条件 ＊会计与税收问题的处理 ＊上市过程中流程及操作 ＊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范 ＊上市之前与当中的财务审计 ＊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项目并购重组策略 ＊上市过程中的法律操作

实务 ＊国际 VC 的中国 IPO 市场 ＊企业上市热点问题的诊断

与解析 核心课程九：公司治理 核心课程十：中小企业发展与

科技创新 ＊战略投资者引进策略 ＊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关系 

＊企业的董事会治理 ＊中小企业发展战略 ＊ 企业的的团队包

装 ＊ 中小企业产品创新与孵化 ＊ 股权激励和完善治理 ＊ 中

小企业如何利用风险投资市场有效融资 ＊ 股东行为治理策略 

＊ 高科技企业发展战略 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课程体系辅助讲

座、论坛、参观 企业执行力提升讲座 人力资源管理讲座 营销

创新讲座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WTO 与中国经济 中国传统文化

赏析 投资沙龙 高层公关（商务公关） 学员聚会及其他活动 

【拟聘部分师资】拟聘部分师资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陈国青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姜彦福 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 高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潘福祥 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胡祖六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 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Max Zedtwitz清华大学策略

和科技管理教授 宋军清华科技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 邓锋 清华

创业协会主席 北极光创投公司合伙人 叶东 清华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裁 朱方 清华力合创业投资公司总裁 深圳市科技顾

问 柴海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曹文炼 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张景安 科技部秘书长 清华

大学兼职教授 乔均录 中国科学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李保

民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冉齐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 熊 焰 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 王松奇 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长 张帆 红杉资本创

始人 周逵 美国红杉基金中国区合伙人 陶冶 高通技术公司风

险投资部经理 羊东 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董事 钱弘道 香港

风险投资研究院副院长 阎焱 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徐

光勋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中国首席代表 熊晓鸽 美国IDG风

险创投基金高级副总裁 李大诚 DLP律师所中国区风险投资负

责人 任光明 香港交易所北京首席代表 陈凡 香港渣打银行直

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 胡世芳 台湾同利科技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粱志华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证书授予】 

学员修完规定的全部课程且考核通过后，获得由清华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统一颁发的 “ 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高级研修班 ”

结业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可登陆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与认证

网站查询。 【学习方式】 学习时间： 2009年2月 2010年2月 

长期班，每两个月上课一次，集中面授 4 天，共 6 次完成。 

学习地点：清华大学。 【学费标准】 学费人民币 36,800 元 / 

人（含培训费、报名费、讲义费、结业证、午餐费及其它相

关教学管理、组织费用）。 【报名细则】 ◆ 常年接受报名，

主要采取书面报名的形式；请您将填写好的报名表、身份证

复印件传真到 010-51667490 杜老师收，我们将会和您联系； 

◆ 报名时携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色蓝底二免冠照片四张

； ◆ 由我院统一对审核合格者发放《录取及缴费通知书》，

录取一周内办理相关缴费手续；学员凭此通知书报到入学。 



◆ 学费汇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账户，并在汇款底单中注

明“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研修班”学费。 【联系方式】 电话 

： 010-51285464 传真 ： 010-51667490 联系人：杜老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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