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华商商学院（股票代码：838284）创办于2000年，前身隶属于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

学院，是最早登陆资本市场的高端教育培训机构之一。

自创办至今，时代华商已经分别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合作，开展管理、金

融、投资等各类高端课程。登陆资本市场后，时代华商积极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

坦福大学等国外知名商学院合作，开发新锐课题；每年开课超600天次，培训超过4万同

学，助推过万企业利润倍增、持续发展。

凭借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时代华商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拥有良好的口碑，被新华社《培训》

杂志评为“卓越培训机构”；先后三次被北大汇丰商学院授予“全国优秀教学中心”称号；被

中华网、21CN教育和教育联展网授予“广州最具综合实力培训机构”称号；2018年被评为

“广州市科技型企业及海珠区重点企业”，并任命为“广州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培训专业委员

会”主任单位，推动培训行业往专业高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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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家面临企业

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更好的让

金融资本与产业相结合的问题，只有拥有“实业+资本”思维模式的企业家才能在新的商业文明中抓紧机遇，实现突围。

       “时代华商金融EMBA高级研修班”由具有十九年高端教育培训经验、多次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评为“优秀教学

中心”的时代华商主办，承接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私募股权投资（PE)与企业上市高级研修班、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商业模式创新研修班和清华创融班原班师资。融入全国高端金融投资课程最新课题及权威专家，进行全面整合、优化

和升级、将从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作为开篇、企业家财富智慧、投融资、商业模式创新、股权、并购重组与上市等为逻辑核

心，通过梳理企业经营与商业模式，剖析企业资本运营的各个环节，使企业家更清晰自身产业升级的方向，更深刻地理

解和掌握资本运作的精髓，提升参与资本市场的竞争能力，实现产品经营和资本运营的双引擎发展。

Proje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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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与资本，是企业发展腾飞的双翼
金融与管理。是企业家必修的左右脑

 学 员 提 交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 份 、 名 片 2 张 、 2 寸 彩 照 4 张
（ 背 后 签 名 ） 、 公 司 简 介 、 学 历 证 明 。

招生对象

学习时间

入学资料

证书颁发

报名流程

在职学习一年，每月授课2-4天，周末上课。

提交报名表及个人资料 → 入学资格审核 → 发放录取通知书 → 
交纳学费（班主任核对资料，进入班级组织）。

学习期满考核合格颁发《时代华商金融EMBA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

学习费用
88800元/人。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 ；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上市或拟上市企业的负责人及高层管理人员；

为公司上市及提供并购服务的各类资本市场服务商；

上市或拟上市企业负责并购及投融资运营相关决策人；

拟从事资本运作及并购业务的企业董事长、总裁、董秘；

管理咨询师/投资银行家/企业家/创业者/证券分析师/投资家/财经作家。

报名须知



课程体系
CURRICULUM STRUCTURE

《企业家财富智慧及金融投资工具选择》

1.股票与债券投资                            

2.信托产品投资

3.基金投资                                                  

4.房地产投资

5.保险产品                                                 

6.其他理财产品

《公司金融实务与风险控制》
1.基于战略的财务思维
2.投资分析理论与实务
3.融资分析理论与实务
4.营运资本管理及风险控制

《资本运营与税收规划》
1.资本运营原理与路径
2.资本运作涉税解读
3.税务稽查的风险防范

《企业融资策划方法与渠道》
1.企业发展融资决策
2.企业融资的渠道方法及过程控制
3.企业融资风险管理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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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形势与企业国际化发展》

1.国际经济形势及当前主要挑战

2.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分析、国际贸易政策措施解读

3.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投资

《互联网+传统行业商业模式创新》

1.资本青睐的商业模式

2.激活商业模式

3.升级商业模式

4.商业模式落地实践

01
PART 企业家财富智慧02

PART 
产融结合与商业模式创新04

PART 公司金融与融资、税务筹划03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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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CURRICULUM STRUCTURE

1、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

2、投资银行业务介绍；

3、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介绍；

4、企业上市战略决策。

资本红利⸺多层次资本市场
与企业资本战略

《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
1.现代企业治理制度

2.股权结构安排与控制权

3.监督约束机制设计

4.股权期权激励机制

《私募基金法规与操作方略》
1.私人股权与创投政策法规解读

2.中国政策框架下VC/PE操作方略 

《实战之股权投资》
1.投资理念与基本分析框架

2.投资结构优势分析比较

3.基金组织结构和运作管理

4.PE/VC持续投资获利的基础

《企业并购重组理论与实务》
1.并购重组背景与现状

2.并购重组方法与模式

3.并购重组原则与估值

4.并购重组后整合模式

《企业价值、投资评估与财务评价》
1.企业价值衡量

2.投资评估模型

3.财务业绩评价

4.财务报表分析

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05
PART 

股权投资实务06
PART 并购重组实务07

PART 

08
PART 



学习历程
LEARNING PROGRESS

班委架构
CLASS COMMITTEE STRUCTURE

企业家成功论坛

班级主题活动

实务课程

主题序   号 主题序   号

主题序   号 主题序   号

班级跨年活动

平台年会

新春团拜

读书分享会

资源对接会

私董会

结业旅游

新生同学见面会

开学典礼

同学企业参访交流 

拓展训练

主题学习沙龙

班委选举

运动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优质项目发掘与沟通技巧

企业商业计划书与路演能力提升

热点投资方向的选择（如新零售、智能科技、生物科技等）

企业投融资法律风险防范

股权激励中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

企业投融资财务风险控制

1

2

3

4

5

6

以上课程设置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部分调整，请以实际安排为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序   号

金融经济类

国学及人文素养类

生活类

综合管理类

财务类

人力资源类

营销类

1

2

3

4

5

6

7

《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趋势和政策剖析》、《世界时局与中国经济》、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展望》等

《国学里的大智慧》、《儒家文化经典精神与领导者心智提升》、
《大唐兴衰》、《中国式领导智慧》、《哲学与人生》等 

《家庭亲密关系塑造》、《女性心理健康与调试》、
《健康的自我管理---向运动要健康》、《黄帝内经和身心健康》等 

《移动互联时代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一个企业家需要经历的五大难关》、
《企业家人生的顶层设计》、《民营企业股权激励之道》等 

《年度预算管理》、《以创建企业成本竞争优势为目的总经理成本管理策略》、
《如何做一个优秀的财务总监》等 

《转型升级中的人才战略》《基于企业战略的年度培训规划与预算编制》、
《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人力资源总监》等 

《低成本营销战略—微利时代的营销创新》、《商务谈判全攻略---现代职业人
的必备谈判技能》、《切割营销与品牌两极法则》等 

秘 书 长

常务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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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班长  VICE MONITOR

与班长互补，一起组织带领同学参与各种
学习、交流、考察等商务活动；整合社会资
源，为班级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与交流平
台。

负责整个班级的协调工作，负责班委的沟
通协调，并与班主任一起，定期召开班委
和班级会议，监督班费的管理和使用。

负责整个班级的规划与运营；充分整合
调动社会资源；能团结并带领全体班委，
为班级、为同学创造更多的学习、交流机
会。

负责班级各类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为班级提供积极向上的活动平台。

负责班费的收取和管理、使用;定期公布
财务报表。

负责班级对外联络活动的策划和组织，班
级与班级间的联谊和资源整合；各种班级
学习考察、平台大型活动的宣传策划和设
计工作。

负责组织班级的学习研讨、案例课程分享
等活动，引导同学分享知识与经验，营造
良好班级学习氛围。项目方面：负责以沙
龙会，论坛，研讨会等形式的项目推介、商
业模式创新、项目研讨等活动。



高金平

著名税法专家，现任中共国家税
务总局党校、国家税务总局扬州
税务进修学院教授。精熟税法，
业界誉称“中国税法活词典”。

周  立

清华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四家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信达证券内
核委员会委员。

任寿根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经济
学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课
程教授。原创性提出模仿经济学
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等
。

戚聿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二
级教授，博士生(后)导师。
北京市长城学者，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云南省财
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池强

国防科技大学工学硕士，清华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上交所认证的独立董事
资格，并购工会认证的并购交易师。

潘向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
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

刘平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
金长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企划部从事
企业战略规划，大鹏证券投资银行
部高级经理。

资深投资银行家、管理专家，现任教于
北京化工大学,同时是多所高级学校
EMBA、MBA、EDP的课程教授

袁立

戴天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学副教
授，管理制度设计学创始人。曾经
在IBM、摩托罗拉、香港新世界等
500强企业任高管。在申通快递就任
中国第一个企业“首席制度官”。

朱耿洲

博士，现任中国资本策划研究院
（CCP）院长、中国策划学院副院长、

美国国际职业认证协会大中华区会
长。著名融资策划专家、资深金融律
师、高级金融经济师。 

师资力量（部分）
PROFESSOR

李左东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问题专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课程教授，
在商务部培训中心、商务部研究
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等十几所高校担任
专兼职教师。

今朝

工商管理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商业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特聘讲
师，中国商业模式大赛＆公益星火
创新创业大赛主讲导师、评委。

11 12



论坛导师(部分)（部分）
FAMOUS MENTOR

俞敏洪   新东方集团创始人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

樊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郑新立 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
中南海高层智囊 姚景源

李肇星 大学文化
教授、博士生导师

郎咸平 搜狐首席经济顾问
著名经济学家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毕淑敏 国家一级作家、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体改政委体改所副主任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曾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第十四届
第十五届
第十六届
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一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八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四届
第三十五届
第三十六届
第三十八届
第四十三届
第四十五届
第四十六届
第四十七届
第四十八届
第四十九届
第五十二届
第五十五届
第五十六届
第五十七届
第五十八届
第五十九届

第六十届
第六十二届
第六十五届
第六十七届
第六十八届

第七十届
第七十一届
第七十二届
第七十三届
第七十五届
第七十九届

第八十届
第八十一届
第八十三届
第八十四届
第八十五届
第八十六届
第八十七届
第八十八届
第八十九届
第九十一届
第九十六届
第九十七届

第一百一十七届

2003年3月15日

2003年12月6日

2004年7月10日

2004年9月26日

2005年3月13日

2005年6月5日

2005年10月30日

2006年6月30日

2006年11月5日

2006年11月19日

2007年5月27日

2007年11月10日

2008年5月25日

2008年12月14日

2009年5月15日

2009年10月25日

2010年3月6日

2010年7月31日

2011年3月5日

2011年6月25日

2011年8月12日

2012年2月25日

2012年3月17日

2012年4月7日

2012年4月15日

2012年6月9、10日

2012年7月28日

2012年12月23日

2013年3月9日

2013年3月30日

2013年4月25日

2013年6月23日

2013年7月7日

2013年9月14日

2013年12月21日

2014年3月12日

2014年3月16日

2014年4月19日

2014年5月11日

2014年5月23日

2014年7月12日

2014年9月24日

2014年10月26日

2014年11月9日

2014年12月6日

2015年1月11日

2015年3月11日

2015年4月17日

2015年5月9日

2015年7月11日

2015年8月27日

2015年9月4日

2015年11月6日

2015年11月26日

2016年1月17日

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9日

2016年4月7日

2016年7月31日

2016年9月3日

2017年3月17日

2017年4月9日

2018年12月14日

《21世纪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从优秀到卓越，从卓越到常青！》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道》

《企业发展最前线：营销与品牌》

《企业内部税收及风险控制》

《水煮三国：领导力的奥秘》

《企业团队职业化养成与塑造》

《企业蓝海战略与红海战略》

《中小企业制度问题及解决方案》

《从晋商兴衰看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企业战略选择》

《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发展》

《中国企业管理力》《危机与战略转型》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转型》

《易经与人生》

《品牌战略与营销创新》

《道家养生智慧》

《毛泽东统帅之道》

《打造营销竞争力的九大法则》

《中小企业投融资战略》

《强势打造三大品牌基础》

《古典智慧与现代人生》

《利润倍增的赢利模式》

《禅宗智慧与心灵修炼》

《网络时代创新营销》

《人际沟通心理学》

《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

《重组、整合、创新、创造--2013年中国经济主旋律》

《国学里的大智慧--国学精义》

《遇见幸福的自己--女性心灵成长之旅》

《健康的自我管理--向运动要健康》

《商务谈判全攻略--现代职业人的必备谈判技能》

《禅宗智慧与心灵修炼》

《电商大趋势》

《瑞博士女子健康必修课》

《成为一个企业家需要经历的五大难关》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道德经与道本管理》

《资本之道--突围到伟大公司的进化之路》

《切割营销与品牌两极法则》

《女性心理健康与调适》

《企业家的顶层设计》

《儒家文化经典精神与领导者心智提升》

《商务谈判全攻略--现代职业人的必备谈判技能》

《中国领导智慧--为什么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家庭亲密关系塑造》

《大唐兴衰》《世界时局与中国经济--兼谈企业家海外市场开拓》

《哲学与人生》

《互联网红利时代--九大传统行业在线经济转型报告》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民营企业的机会与挑战》

《全球品牌思维与品牌战略》总裁论道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格局的变迁》《从哲学角度给中国民营企业大阅兵》

《基于顶层设计的股权激励》

《当前宏观经济形式》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民营企业应对策略》

《企业如何突围--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新模式》

《新经济、新挑战、新思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

《当前经济形势及一带一路的机遇》

《资本顶层设计与价值成长导航》《商业模式顶层设计》

《指数型组织》

《智见远方，破茧未来——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关系》

梁桂全、卢楚其、秦朔、任剑涛

马云、华红兵、周成建、王辉耀

苏珊、赵民

温元凯

余明阳

宋洪祥

成君忆

余世维

郎咸平

钟朋荣

梁小民

魏杰

樊纲

唐骏、李新春

郎咸平

傅佩荣

李光斗

李一

江英

张子凡

房西苑

余明阳

任剑涛

尤登弘

吴言生

周庭锐

钟年

郝万山

向松祚

李里

张德芬

赵之心

刘必荣

吴言生

张鹰

郑瑞

俞敏洪

陈全生

齐善鸿

马永斌

路长全

毕淑敏

叶峰

金海峰

刘必荣

张建华

蔡敏莉

韩�、李肇星

周国平

潘向龙

唐淳风

李军、陈兆杰

赵林、冯仑

李建辉

郑新立

梁小民

方永飞

赵胜、刘建刚、翟东升

姚景源

魏建国

吴克忠、郑翔洲

樊登

龙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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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

润米咨询董事长
互联网转型专家

龙永图

刘润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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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清华校友慧聚时代华商，原《北京大学私募股权投资PE与企业上市高级研修班》、《清华大学
金融投资与资本运营总裁研修班》及《时代华商金融投资&PE&商业模式创新研修班》三大品牌课程先后
并入时代华商商学院。并于2018年8月1日正式成立时代华商金融学院，升级为“时代华商金融EMBA高级研
修班”。

开班
历程

中大华商MBA金融行业协会，秉承金融流通之魂，怀抱产业报国之梦，携手中大时代华商全体同学，立足粤港

澳大湾区，面向泛珠三角及南中国区域，以金融为纽带，以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为核心目的，为同学间、企业间

、行业间提供资源流通平台为最基础的服务功能。作为同学、学院、企业、社会的交流与融通平台，金融协会汇

集了时代华商同学中，从满活力与朝气的各界精英，在重返校园学习之后，再度放飞梦想。

旨在成为华南去企业家高端人脉圈与凝聚华商校友情谊的桥梁与纽带平台
对接

珠江论剑 秋季高峰论坛

走进你身边的AI企业智伴科技 走进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谊活动

走进百亿企业小牛资本 走进百亿上市企业白马集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班走访天赐材料

（股票代码：002709）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新春团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同学会合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班厦门游学之旅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校友会合影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班青海结业游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游学合影

金融协会首届年会 金融协会新春团拜

走进全球前三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

金融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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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华商金融三十班开学典礼

走访欧派家居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EDP同学会

广东分会成立庆典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EDP同学会

广州小年会合影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班青海结业游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班青海结业游
时代华商2018年年会



平台的力量
VARIOUS ASSOCIATION ACTIVITIES

汇聚知名企业
PARTICIPANTS ENTERPRISEST

       中山大学华商MBA同学会，12大行业协会。弘扬中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传统校训，秉持着“服务学员、服务母校、服务社会”的宗旨，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为同学之间、同学与校友、同学与社会各界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实现学习、

合作、共赢、发展。

中大华商MBA同学会协会总览：

金融行业协会                 工程行业协会                 
互联网行业协会              服饰行业协会
机械电子行业协会          营销联盟协会
海外分会                       爱心公益协会
品牌发展协会                户外运动协会
高尔夫球队                    羽毛球队

聚企业精英同窗一堂，以百年中大智慧，成就商业领袖
将知识融入企业文化之精髓，将智慧化作公司前行之航灯，
让中国制作蜕变成中国创造，在这里发生，让中国品牌更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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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华商MBA同学会
北大汇丰商学院EDP广东同学会
清华大学深研院校友会广东创融同学会



学员感言
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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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财税专业人员，我深知学习的重要性。

十余年来自己的职业也从企业财务管理转换到了

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在日常的工作中

，我们总会不断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专业咨询问题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今

年的9月份，接触到了时代华商金融投资与商业

模式班，加入班级收获很大，除了有财税专业的

知识以外，还有金融、商业模式等课程，而且都

是大咖级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班级丰富多彩

的活动，风趣可爱的同学们，也让我在学习之余

感受到同学情谊的真诚。

广州壹号财税咨询  总经理  张同学

空杯心态——在时代华商金融班这里，我身边有

来自金融和实业最优秀的同学，他们拥有不同背

景和工作经历。在每一堂课，每一个商业案例中

，热烈的讨论中往往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

花，使大家共同受益。这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

方， 一个优秀的教授团队重新诠释了理论结合实

际的地方，更是一个融会贯通本土经验和国际视

野的地方。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嫁接金融资本的翅膀，才能飞

得更高更远。参加时代华商金融班学习，体验了时

代华商精心策划的高端金融课程体系，聆听了全国

一流教授团队传授金融知识，结识了珠三角中小企

业的创业者和金融精英才俊。希望通过一年的学习

，同学企业走访，思想碰撞，业务交流，金融班同

学今后的事业必将如虎添翼，走出珠三角，融入全

球化！

ED3T(Beijing )Tech Ltd  董事长 欧阳同学
宏大爆破（002683） 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刘同学

1
时代华商创新求变的新班、新体系！通过一年的学

习，让我领略了金融的魅力，始于金融不止于金融

！整个学习体系从社会经济国家宏观层面的剖析，

到公司顶层的股权和组织架构设计，再到具体公司

治理所涉及的财务会计法律税务等，进一步更新了

我的知识体系！商业模式的变化和创新，更是让我

深刻领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顺应时代发展，

就会被时代淘汰！学无止境！

广州安华美博集团  董事长  余同学

2

在时代华商金融研修班一年多的学习过得非常的

充实，收获满满！在课堂上各位专家老师精彩授

课，除了有高度提炼的理论原理外，专家老师们

更是紧贴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国家政策

和热点话题等给同学们带来理论联系实际的干货

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在课堂外，班主任老师和

班委们积极组织各项参观走访活动和聚会，让我

不仅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更是拓宽了视野。在和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同学交流中，思想碰撞的

花火，对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有启发和帮助。感谢

时代华商这个学习平台，让我在离开大学校园后

又再次感受到满满的学习热情和深深的同学情谊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结业，但永不毕业！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合伙人  洪同学

5

从进入时代华商金融班学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

发现这必定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旅程。无论是从专

业的金融课程设置，到活泼灵巧的课堂互动，

从宏观的经济学角度，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造

，以及多维度的财务、税法的学习，都激发起我

们作为学生的进取与激情。我爱这里严谨的教学

环境，可敬可爱的老师同学，感谢时代华商为企

业之间搭起了友谊和共同发展的桥梁！

天龙集团（300063） 新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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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感言
TESTIMONIALS

 

一直在传统制造业中“埋头拉车”，在过去三个月的

学习中，丰富了新的知识，获得了友谊，从而对税

务、财务有一定新的认识，并将部分加以运用到企

业中，同时对企业融资、绩效以及当前新经济形式

下的金融形势及投资方向有了浅显的了解。

广东欧迪斯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同学

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富裕，而是让你沉着；读书不是

为了让你看得见繁华，而是让你耐得住寂寞；一个

人可以没有富庶的生活，但不能没有富庶的生命。

来到金融班，不只是收获了专业知识，更结识了人

生道路上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彼此坦诚相待

，彼此互相鼓励，一起成长。将各自行业的经验共

享，学无止境在金融班得到了真正的体验。而整个

教学平台所配备的师资力量，以及后期班主任的悉

心照料，让大家感觉到集体中家的温暖。金融班会

在时代华商这平台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彼此成

就！我们以时代华商为荣，时代华商因为有我们而

改变。

广州凯恩发展  副总经理  李同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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