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块 模块 课程名称 课时 讲师 讲师职务

创业团队搭建 3

汤和松
雷赤锋
于德翔
刘锦成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公司董事长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团队管理 3

汤和松
雷赤锋
于德翔
刘锦成
李竹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公司董事长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悠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CEO

创业团队提升 1
于德翔
刘锦成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公司董事长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战略概览与方法介绍 3 庄瑞豪 原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

科尔尼战略棋盘 2 庄瑞豪 原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

业务多元化管理 3 庄瑞豪 原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

企业国际化管理 2 庄瑞豪 原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

兼并收购与并购整合 3 庄瑞豪 原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

创新管理与产品研发 3 戴加辉 科尔尼全球合伙人

采购战略和管理 3 吴江 科尔尼大中华区战略采购解决方案总监

生产和供应链管理 3 李健 科尔尼中国区董事

品牌与销售管理 2 孙健 科尔尼亚太区汽车咨询业务负责人

集团组织变革和管控 3 梁国权 科尔尼全球合伙人

公司控制权设计与法律纠纷实务 3 王光英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公司治理部主任 /高级合伙人律师

        紫荆教育选课表

创业金融

创业团队
组建与管

理

企业战略
管理

创业企业
法律问题



商务合同管理及经济风险防控 4 魏镇胜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业务部主任/合伙人律师

企业用工模式选择与用工管理 3 何力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劳动人事部主任、合伙人律师

初创企业税务管理及风险防控 4 张兵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财税高级顾问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技巧 4 魏镇胜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业务部主任、合伙人律师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及法律风险 4 张志伟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投融资中心主任 合伙人律师

投资条款清单解读 3 常金光 盈科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解读“混合所有制”——国企民企如何混合？ 3 崔喆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并购部执行主任 合伙人

房地产并购兵法 3 车育智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并购部主任 高级合伙人

海外并购及投融资法律法规解读 1 杨琳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全球合伙人

欧盟投资并购法规要点解析 1
Monika Hał

upczak
Rupert Várnai

盈科波兰分所管理合伙人
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

企业诉讼管理及法律风险控制 4 张群力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2 赵成伟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知识产权部主任 高级合伙人

创业融资准备 1
吴蓉晖
汤和松
雷赤锋

同渡势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资本对创业的作用 2 翟隽 麦格理资本高级顾问

天使投资(上)-天使说 1 吴蓉晖 同渡势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创业金融

创业企业
法律问题

创业与投
融资



天使投资(下)-创业者说 1 吴蓉晖 同渡势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风险投资(上)-投资者说 5

汤和松
吴蓉晖
黄晓捷
王岑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同渡势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红杉资本董事总经理

风险投资(下)-创业者说 2

汤和松
吴蓉晖
黄晓捷
雷赤锋
王岑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同渡势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红杉资本董事总经理

融资案例分析 1 姜晓丹 慧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模式选择与创新 3
汤和松
雷赤峰
刘锦成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机会识别与分析 1
汤和松
雷赤峰
刘锦成

原百度公司副总裁
时光一百首席执行官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技术创新与产品管理 1 雷赤锋 北京时光一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互联网创业环境与机会分析 1 李竹 北京悠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CEO

互联网带来的产业革命 1 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

网游商务平台创业史 3 张秉新 金华利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电商行业创业要点 2 王治全 大朴网 创始人

财富管理市场概况与发展趋势 5 庄瑞豪 原科尔尼（A.T. Kearney）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
金融市场与实践 9 张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
资产配置原理 9 张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
微观经济学 7 肇越 香港致富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宏观经济学 10 肇越 香港致富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国际经济学 4 肇越 香港致富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公司金融 17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昆吾九鼎讲席教授

股票投资（上） 8 潘福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
基础知识

金融投资
工具

创业金融

创业与投
融资

创业企业
管理与成

长

创业环境
与热点行

业



股票投资（下） 7 潘福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基金投资 6 潘福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信托投资实务 5 应华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保险与财富管理 5 郑荣禄 深圳前海中领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地产投资 11 刘鹏 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私募股权基金与风险投资 3 李远锋 华控基金董事总经理

资产证券化 4 陈捷 资产定价研究员 博士
个人税务筹划 7 糜懿全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家族财富传承 6 高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企业课程主任

家族财富传承的机遇与挑战 5 宋晓恒 晓恒博士家族办公室创始人

了解您的客户KYC—顾问式行销之成功关键 4 高莉蓁 资深私人银行家

财富管理理论 23 陈德伦 恒鑫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艺术品投资 4 张晓明 连艺华明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

财务管理基础 3 孙玉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税务筹划基础 6 任强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企业理财与公司金融综合服务业务 6 宋晓恒 晓恒博士家族办公室创始人

宏观经济与产业形势分析 6 宋晓恒 晓恒博士家族办公室创始人
企业财务分析 6 孙玉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企业税务筹划 7 任强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企业风险管控与避险工具的应用 8 周斌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
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筹划 8 王岳澎 银丰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

企业融资成本与融资决策 7 卓纮畾 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理财师项目特约讲师

企业境内外债券融资与成本比较 6 辛奇 翰亚资产管理公司信用分析师
企业境内外股权融资选择与比较优势分析 8 周斌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5 郑建基 私募基金富逸管理公司合伙人
投资组合管理与投资方法 6 郑建基 私募基金富逸管理公司合伙人

企业价值评估 7 张金鑫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
企业并购重组 7 张金鑫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

企业现金管理与投资决策 7 张奇 CFC特聘讲师

财富管理
金融投资

工具

财富管理
实务应用

企业理财

前阶课程

企业理财
综合知识

企业融资
筹划

企业投资
筹划



企业理财综合案例分析 6 卓纮畾 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理财师项目特约讲师

金融行业掘金大数据 3
何大勇
张越

杨曛泽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2020：新动力、新格局、新战

略
3

何大勇
张越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BCG战略调色板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启示和应用 2
Martin Reeves

何大勇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新常态下全球及中国银行业大趋势 3
何大勇
张越

陈本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未来零售银行 3
何大勇
张越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全球直销银行的良好实践及中国的探索 3
何大勇
张越
谭彦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互联网保险：演化与革命 4
何大勇
胡莹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

金融科技：全球与本土视角 4
Niclas Storz

何大勇
张越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金融机构的智慧运营转型 3
何大勇
张越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趋势与互联网证券 3
何大勇
刘冰冰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

全球移动支付发展趋势及创新 3
何大勇
彭众阳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

互联网时代的支付变革 6 刘源 中国银联战略部副总经理

全球互联网银行的前生今世 6 张越 原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互联网券商的创新与发展 5 耿庆武 国泰君安金融学院院长
互联网保险的突围之路 4 闻学臣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联合创始人

消费金融与P2P网贷的发展与实践 3 翟南宾 原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高级专家
互联网金

融

互联网金
融变革与

演化

互联网金
融与支付

企业理财

企业投资
筹划



互联网众筹 5 董刚 云投汇创始人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3 赵萌 银联智策总经理

线上线下融合的金融大数据 5 张韶峰 百融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CEO

其他 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与监管 3 刘永斌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权益高级合伙人律师

互联网消费金融场景及应用 8

翟南宾
董士君
丁晓强
王志刚

原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高级专家
清华五道口互联网金融实验室 清华五道口互联网金融实验室研究

员
乐视金融副总裁、原京东金融副总裁

互联网金融平台法务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

全球P2P商业模式剖析与最新政策解读 4
罗川
罗玲

道口贷 CEO
大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律师

互联网小贷以及第三方支付 8

张志伟
张越

张韶峰
唐艳红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投融资中心主任 合伙人律师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百融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CEO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互联网金融实验室分析师

互联网时代下银行、券商发展与业务创新 4
闻学臣
钱婧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联合创始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互联网时代下保险发展与业务创新 3
戴璐

丁峻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互联网金融实验室分析师

泰康在线财险 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金融产品互联网营销 6 林大亮 微信海 联合创始人

互联网金融创新关键技术-区块链及应用 4

王立仁
张　健
叶晓峰
汪洋泽

Factom 公证通公司 副总裁
火币网 技术副总裁

零融信息科技 创始人及技术总监
量子云未来（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及首席运营官

互联网金融创新关键技术-风险识别 3 刘志军 马上消费金融公司 首席数据官

一站式互联网理财应用模式及案例 4
李耀东
卫海天

零壹研究院 院长
中子星公司首席分析师

互联网金融投融资策略 4
林彦军
夏阳

玖富公司高级副总裁CFO
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股权众筹监管及发展 2 吴志国 中国证券业协会博士
ABS解析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信用卡ABS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银行贷款ABS 4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

产品设计

互联网金
融

互联网金
融与支付

互联网金
融商业模

式



地产金融：CMBS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住房按揭ABS 4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汽车贷款ABS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的法律问题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的产品设计与评级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的会计处理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的税务处理 2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发起人及资产服务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交易协调人（券商）的工作职责与流程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的受托机构关键职责与工作流程 2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ABS产品投资 3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PPP与ABS 2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互联网金融与ABS 2 林华 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基础知识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原理及国际经验 1
陈文才
岑秉权
潘国源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昆士兰按揭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非执行主席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 – 概览 1
陈文才
岑秉权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 - 存款业务 2
陈文才
岑秉权
潘国源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昆士兰按揭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非执行主席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 – 贷款业务 3
陈文才
岑秉权
潘国源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昆士兰按揭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非执行主席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 – 资金业务 1 陈文才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银行规避利率市场化产生风险的对策 3
陈文才
岑秉权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的影响 1 陈文才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办人

企业规避利率市场化产生风险的对策 1 岑秉权 惠泽亚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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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1 刘月 波士顿咨询 项目经理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与不良资产处置 1 刘月 波士顿咨询 项目经理
战略调色板工具及其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 1 刘冰冰 波士顿咨询 董事经理

中国证券行业转型趋势及互联网证券 1 刘冰冰 波士顿咨询 董事经理
中国资产管理市场2015：

前景无限、跨界竞合、专业制胜、回归本源
1 刘月 波士顿咨询 项目经理

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的客户需求与发展趋势 1 张越 波士顿咨询 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美、日、韩消费金融市场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1 刘月 波士顿咨询 项目经理

健康险发展前景、挑战和国际经验 1 谭彦 波士顿咨询 董事经理
德国养老金体系发展经验与启示 1 谭彦 波士顿咨询 董事经理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中国金融科技“下半场” 1 张越 原波士顿咨询 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银行业“端到端”数字化转型之路 1 张越 原波士顿咨询 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金融集团协同价值管理 1 张越 原波士顿咨询 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金融机构品牌管理良好实践 2 刘冰冰 波士顿咨询 董事经理

全球“银保合作”发展趋势及中国市场展望 1 张越 原波士顿咨询 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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