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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炼智慧, 成就卓越管理者



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也是构建国内经济双循环的

生力军。在全球经济格局巨变的当下，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也面临着新挑战和新机遇。

对其而言：

这些课题，考验着每家上市公司的综合能力，也考验着每一位管理者的管理智慧。

基于此，为更好地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共同举办“上市公司总经理赋能研修

班（第一期）”。本课程将以金融为切入点，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立足国际化视

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公司治理、风控合规、数字化升级、并购转型、企

业重整与困境投资、产业投资、产融结合等内容，帮助上市公司解决痛点，在防范

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治理能力，重塑核心竞争力。

如何在多元化布局与聚焦主业之间做好选择?

如何借力全球资本市场和资本运作去实现目标?

如何实现产融结合,以产业投资来增强主业,同时又有效布局新兴行业?

如何参与ESG投资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身陷入困境的企业如何解困？当困境投资机会凸显,企业又该如何把握?

如何规避和管理市场风险及财务风险?

数字时代,如何在产品、制造、营销等关键环节实现降本升效,达成智慧升级?



系统金融赋能系统金融赋能

以国内外顶尖师资、强大金融实力，完
善企业金融基因；借助系统金融智慧与
方法，直击发展痛点，助力精准破局。

紧扣国家战略，抓住时代发展机遇，提高
企业治理质量，防范风险，稳中求进。

通过数字化提升、战略
创 新 帮 助 企 业 挖 掘 价
值，激发活力；实现上市
公司提质、降本、增效，
达成智慧升级。

深度解读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瞄准产业
投资方向，为高质量发
展蓄势添能。

课程价值课程价值

创新管理赋能创新管理赋能

国家政策链接国家政策链接

权威平台赋能权威平台赋能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强强联手，整合监管、学界、协会、智库
与企业资源，搭建权威交流平台。

与赛道优质企业现场探讨、互动学习，在
“质疑”和“对答”中碰撞思维、共享智慧。

最佳实践链接最佳实践链接

前沿产业链接前沿产业链接



鹄!!凌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EED项目学术主任及执行主任
中国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研究中心执行负责人

项目学术主任

核心内容核心内容

并购转型与
价值提升

企业重整和
困境资产投资

公司治理

风控合规

数字化转型
与升级

产业投资

产融结合

视野
格局

全球视野与宏观格局

寻找增量盘活存量



课程信息

课程对象

上市公司总经理或相应级别管理人员

培训地点

北京、上海及其他现场教学城市

培训人数

60人/班

培训时间

2022年4月-2023年10月

每月现场授课一次（2天）共28天课程

结业证书

修完指定课程、经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

学院联合署名的结业证书

课程费用

 中上协定制价格22.8万/人/期

（原价格28.8万/人/期）

·协会定制研修班22.8万／人／期

·协会普通会员享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员奖学金”（4万元）, 可直接用于课程费用减免

·协会理事以上会员享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职务会员奖学金”（7万元）, 可直接用于课程费用减免

·普通会员、理事以上会员各限额20名／期, 每家公司限报1人, 副会长、副监事长名额不限

*课程费用不包含学员个人差旅及食宿奖学金政策

·报名请登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官网（www.capco.org.cn）→ 培训学苑 → 2022年上市公司

   总经理赋能研修班

·联系人：王洋 010 - 88009686

·电子邮件：wangyang@capco.org.cn

报名方式



课程设置

4天

◆ 上市公司治理监管前沿与最新政策 ◆ 上市公司治理实践

公司治理 2天

◆ 全球金融体系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展望

◆ 大国博弈与世界政治新形势

◆ 十四五规划与中国ESG发展机遇

◆ 双碳目标与碳金融

全球视野与宏观格局 4天

◆ 全球化和开放预期下的全面风险管理

◆ 注册制和市场新格局下的公司合规和内控

◆ 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管理实践

◆ 风险社会的企业危机管理

◆ 上市公司市场风险管理（i.e. 大宗，外汇）

风控合规 4天

◆ 企业并购战略与企业转型

◆ 上市公司并购与融资监管政策

◆ 企业价值评估与市值提升

◆ 并购交易结构设计及融资方案

◆ 并购基金运作

◆ 现场教学－企业走访与主题研讨

并购转型与价值提升 4天

◆ 数字化升级战略

◆ 数字时代的组织决策和创新管理-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平台转型

◆ 数据赋能营销：数据分析与商业决策

◆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思考与实案分享

◆ 现场教学－企业走访与主题研讨

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4天

◆ 困境资产的周期和投资机遇

◆ 困境地产盘活与价值提升

◆ 困境上市公司纾困与投资

◆ 破产重组的法律制度与实践

◆ 现场教学－企业走访与主题研讨

企业重整和困境资产投资 4天

◆ 产业基金和科创CVC最佳实践

◆ 产业深度解析之生命科学

◆ 产业深度解析之高端制造

◆ 产业深度解析之人工智能

◆ 产业深度解析之新能源和低碳技术

◆ 产融结合模式及供应链金融

◆ 现场教学－企业走访与主题研讨

产业投资与产融结合 6天

*具体的课程安排及拟合作机构以实际安排为准



拟邀师资（部分）

鹄!凌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EED项目学术主任及执行主任
中国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研究中心执行
负责人

岭郴枇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朗培蔑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原中国建材集团、国药集团董事长

噝!倚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云南省第12届政协委员
云南光华融合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惘串乌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并购融资委员会
主任委员
原中投汇金派驻工行股权董事、农行股权
董事、光大集团监事

剥谨德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中国金融业智库负责人

胛!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南京江北新区）金融科
技创新基地主任
前迅雷集团金融板块CEO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篱!宛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

噝役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学教授

痼晚韜

普华永道中国创新服务部主管合伙人

–照瞻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

悟!虑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
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
2018年美国会计学会 “会计文献杰出研究贡
献”奖获得者



悟庀隙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
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以及金融硕士项目
联席学术主任
原中金公司首席风险官

悟位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
中心主任

圜桢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EED项目联席学术主任

阔进丕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Robert Dockson
讲席教授
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垣!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
原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 摩根士丹利高级
经理

相关政府、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专家
其他有丰富上市公司管理经验的境内外专家

武!晝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逆!挖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汇付天下讲席教授

逆狼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

*以上为拟邀师资，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悟罟瘤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专业会计硕士学术主任
上交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

濘俏跎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的学术主任



BEIJING

SHANGHAI
上海徐汇校区

北京中心 深圳中心
SHENZHEN

高金目前已开设上海徐汇校区、北京中心、深圳中心，在国内金融行业聚集度最高的三个城市完成

战略布局，实现京沪深三地联动。各校区建筑风格简约大气、精致现代，融合中西设计理念，完美

结合教学功能与建筑美学潮流。

上海校区配备世界级水准的金融实验室，多个高端多媒体教室，连接众多国内外媒体和金融信息平

台，提供国际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平台支撑。

北京中心、深圳中心的教室及会议室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包括多媒体投影及视频会议系统，为

金融EMBA学员提供高水准的课程及学习环境。

教学设施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COMPANIES，CAPCO）成立于

2012年2月15日，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成

立的，由上市公司及相关机构等，以资本市场统一规范为纽带，维护会员合法权益而结成的全国性

自律组织，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证监会为其业务主管部门。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以 “服务、自律、规范、提高”为基本职责，致力于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

进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推动建立良好的公司文化，竭诚打造上市公司高端服务平台，促进提高整个

资本市场的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以会员为主体，构建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协调运转的治理结构，致力

于建设新型社会中间组织，积极表达会员发展诉求，维护会员整体利益，提供高端专业服务，传导

自律规范需求，进而促进资本市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

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由著名海外华人学者牵头，按

照国际一流商学院模式创立的国际化金融学院。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金融学博士 PhD、全球商界领军学者项目（GES）

金融 EMBA、国际实验班、EFP（国际 EMBA）

高层管理教育培训课程 EE

全日制、在职金融 MBA

金融硕士 MF



网址: http://ee.saif.sjtu.edu.cn/
邮箱: ee.admissions@saif.sjtu.edu.cn

5081 5880

登录课程主页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C座3层  邮编 100032
电话：  010-8800 9686    010-8800 9702

网址: http://www.capco.org.cn/ 
邮箱: wangyang@capco.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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