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浙大长三角私募投资与企业融资研修班研修班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0/2021_2022__E6_B8_85_E

5_8D_8E_E6_B5_99_E5_c78_540060.htm 一、 课程背景 崛起的

中国，正处于从实体产品到金融资本的转型中，中国企业家

面对的最大挑战，将不是国内产业的持久战，而是世界金融

与产业结合的闪电战，而全球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创新不断，

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E ）市场发展迅猛，私募基金促

成了金融和产业的快速结合，并创造了众多的产业传奇⋯⋯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2008 年强势推出 lt. 清华长三角私募投资与

企业融资高级研修班 gt. 课程 , 旨在帮助金融和产业领袖看清

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了解如何寻求、选取和运作私募基金

，制定科学的公司发展战略，把握千载难逢的金融机遇，借

助资本的力量独占鳌头。 二、 课程特色 #8226. 精品课程： 十

二次精彩课程，六次金融峰会，五地移动游学，三次同学聚

会，不定期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交流，助力优秀的你实现事业

理想。 #8226. 校友网络： 金融和产业领袖齐聚清华长三角金

融同学会，终生会员，共享众多同学高端人脉，从商海到校

园，一年的同窗，一生的朋友。 三、 授课教授 #8226. 清华、

浙大、复旦等高校经济 金融 教授和凯雷、红杉等金融机构专

家 四、 招生对象 #8226. 金融投资机构（银行、证券、投行、

私募、风投等）董事长、总经理 #8226. 其他有志于从事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工作的各界人士 五、 课程表 模块一、 宏观经

济分析（浙江） 1.宏观经济展望楼市、股市、汇市 2．产业经

济分析与趋势判断 峰会：新经济形势下的决策 全球金融和行

业投资专家20人 模块二、 金融发展趋势分析（北京） 1.新金



融时代与企业快速发展 2．金融形势分析与长三角产业分析 3

．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政策分析 4．国际金融市场套

利理论与实战 活动：参观金融街、国家大剧院演出 全体学员 

模块三、 私募基金基础（上海） 1．私募基金相关理论基础

与国际动态 2．私募投资基金发起、组织、治理 3．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项目并购重组策略 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范 

模块四、 私募基金实务（香港）1．私募基金投资收益估算

与案例分享 2．私募相关法律、会计、税务 3．建立国家支持

的引导基金 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案例分析 峰会：中国企业

的海外投资高峰论坛 全球金融和私募专家20人 模块五、 产业

分析与投资（浙江）1．宏观调控与中国产业投资分析 2．热

点行业分析及项目选择 3．投资管理（筛选、股权、监控、

退出） 4．投资项目收益估算 模块六、金融产业投资（北京

） 1．股票、基金、债券、外汇、黄金投资分析 2．金融衍生

品投资分析 3．私募投资基金的资源整合 4．商业计划书的研

读与写作 活动：清华长三角金融高尔夫邀请赛 全体学员 模块

七、高科技产业投资（上海）1．IT、互联网、电子产业投资

策略分析 2．生物医药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3．私募基金投资模

式的建立和创新 4．PE/VC混业动向 模块八、新能源与环保

投资（北京） 1．太阳能、地热、风能、天然气产业投资分

析 2．环保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3．节能减排（碳基金）投资策

略分析 4．私募投资基金案例分析 峰会：清华长三角项目投

融资推介会 全体学员 模块九、传统产业投资（浙江）1．矿

业及相关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2．农业产业化投资策略分析 3．

钢铁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4．服装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模块十、

现代服务业投资（云南）1．房地产、酒店、旅游投资策略分



析 2．金融保险产业投资策略分析 峰会：西部优势产业投融

资高峰论坛 16位政府领导及金融专家 模块十一、融资实务（

上海）1．企业融资战略、结构、模式、成本分析2．融资的

实务与流程3．融资方法的成本及使用企业4．如何规避融资

过程中的风险 模块十二、海外上市（北京）1．企业估值、

辅导、再融资、风险控制 2．准上市前的私募（Pre-IPO） 3．

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攻略 4．企业私募及并购上

市前的财务体系重整 清华礼堂－结业典礼 全体学员 六、 主

讲专家名单(部分)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 魏 杰 清华大

学经管院教授 朱武祥 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 冯 涛 上海联创管

理合伙人 刘健钧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 李 扬 中国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所长 胡祖六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 羊 东 软银赛富

合伙人 水 皮 著名财经评论人 房西苑 著名融资专家 王 刚 法

国NBP亚洲投资基金 何 欣 凯雷投资（中国）董事总经理 方

风雷 高盛高华证券公司董事长 曾绍金 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会

长 李 肃 和君创业总裁 徐 新 今日资本 创始合伙人 倪正东 清

科创投公司董事总经理 方 方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

究中心主任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

授 证监会领导、上交所和深交所专家 ⋯ ⋯ 七、 清华金融大

讲堂全国巡讲（对于学员免费） 时间 清华金融大讲堂全国巡

讲 论坛内容解读 每年 3 月 北京站 国际融资与海内外上市高

峰论坛 上午：国际金融形势分析；下午：海内外股票证券分

析 上午：国内上市实务； 下午：国外上市实务 每年 5 月 北

京站 矿业投融资与矿权交易高峰论坛 上午：全球矿产能源展

望；下午：矿产能源与金融投资 上午：政策与法律环境； 下



午：矿产能源资本运营实务 每年 7 月 云南站 云南优势产业投

融资高峰论坛 上午：云南优势产业分析；下午：医药与民族

特色投融资 上午：能源矿产投融资； 下午：清华云南高尔夫

邀请赛 每年 8 月 上海站 全球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 上午：

全球金融形势分析； 下午：私募基金的国外形势 上午：私募

基金的国内形势；下午：上海金融中心 每年 9 月 浙江站 优势

产业投融资高峰论坛 上午：长三角投资理财环境； 下午：长

三角金融规划 上午：优势产业投资分析； 下午：融资上市策

略分析 每年 12 月 香港站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高峰论坛 上午

：世界经济分析产业布局；下午：中国对外贸易分析 上午：

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制定；下午：开展海外投 八、 授课时间

、地点和内容 开课时间：学制一年，每年开设两个班，第一

次开班为 2008 年 9 月～ 09 年 9 月，每月利用一个周末集中学

习 2-3 天，共计 30 天，加上可免费参加全年峰会 6 次 12 天，

共计 42 天。 注： 上课期间如工作繁忙，可以申请延期下一

班级的课程或推荐他人前来学习 九、 学业认证 修完全部课程

经考核合格者，将获得 “清华长三角私募投资与企业融资高

级研修班” 结业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加盖钢印，证书编号

可登陆清华长三角院（ http://www.tsinghua-zj.edu.cn ）网站查

询，学习档案保留在学院，可供人事组织部门查询参考。 十

、 增值收益 ＊免费参加清华金融大讲堂全国巡讲（共六场）

； ＊免费享有清华长三角金融同学会会员资格，终身享有会

员学习权利； ＊免费参与主办方组织的 IT 与互联网、生物医

药、矿产、环保、文化创意、数字娱乐、传媒等产业多场重

点投融资项目对洽酒会。 十一、 参加费用 学费 : 48000 元（

包括教材费、讲义费，差旅和食宿费用自理） 十、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杜老师 张老师 孙老师 舒老师 电 话：010-51285464

51667490 传真：010－5166749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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