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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与资产证券化企业家班

招生简章

（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复旦大学 —— 百年名校，深厚人文底蕴

巍巍学府，世纪传承。复旦大学创建于 1905 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

“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

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一百多年来，复旦大学以其学术成就、思想集大成者、学者大风范，教育和培养了数以

万计的志士才俊。马相伯、李登辉、于右任、陈望道、谢希德、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

谭其骧、贾植芳、童第周等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大师，以其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积淀

了复旦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思潮澎湃、学科交融的学术氛围，铸就了追求卓越和坚

韧奋斗的精神品质。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 稳步迈向全球一流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是复旦大学专门从事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机构，也是中国首批被授予MBA

学位试点权的学校之一。开展工商管理教育研究二十余年，涌现出一大批理论造诣深厚、深

谙企业管理之道的教授和学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 MBA、EMBA 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 其国

际化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模式获得了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普遍认同。2009-2010 年，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以全球最快速度通过 AACSB、EQUIS 两项国际权威认证。

1. 项目简介

本项目由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办。

(1)围绕金融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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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其本质是在重构金

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其底层的运营逻辑，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归纳为 Fintech1.0 到 4.0

四个阶段：

Fintech1.0：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1.0 阶段主要是在重构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即

负债端），其主要的表示形式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长尾客户，把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

存款转化成理财，从而提高银行的负债成本。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互联网金融，其红利

期在 2016 年基本上结束，现在这个部分面临较重的监管。

Fintech2.0：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2.0 阶段主要是在重构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即

资产端），这一阶段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是会降低金融机构的资产回报率。现在围绕银行资产

负债表左边的每个资产科目，都有上千家公司在创业，比如消费金融类，汽车金融、供应链

金融、保理融资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蚂蚁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业务。

这些业务本来都是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但是科技公司的资产获取能力更强，与银行相比

具有更强的资产获取能力，并在资产形成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化成债券，卖给银行。

从某种意义上是重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银行的贷款资产转变为债券资产。我们都知道，

贷款资产的利差比较厚，而买债券的利差则相对较薄。如果一个金融机构要保持恒定的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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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表的贷款资产多，其杠杆会相对较低，如果债券资产多，则需要用更高的杠杆。

Fintech2.0 时期主要在重构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主要是以资产的获取能力为驱动力。其

核心特征是科技公司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做风险定价，比传统的金融机构具有更强的资产获取

能力，更容易给风险做定价。

Fintech3.0 是科技赋能，底层技术革新的阶段。金融机构有三类基本业务：贷款业务、

金融市场业务（即资金业务）、和中间业务。Fintech 3.0 从本质来看是通过底层技术重构

中间业务，比如说支付、清算、结算等。底层技术的革新包括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目前这一阶段的趋势是鼓励金融持牌机构多做科技创新。

Fintech 4.0：基于金融的不断创新而不断进化和发展的监管科技。在新的形势下，监管

部门需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应对不断变化与创新的金融行业。从监管的角度来，表内的监管

相对比较容易，难在于表外监管，表内有资本金，风险是可控的，而表外资管非标转标的风

险是要重点关注和控制的，对于这部分的监管，必须要做到信息透明化，让监管部门直观的

看到各种不同的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风险。

（2）充分融合金融科技与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科技和金融的交叉点是资产证券化：一方

面，依靠科技创新的金融企业，由于报表比较弱，需要通过证券化来获得替代融资渠道；另

一方面，科技企业盈利能力较弱，需要切入金融业务，证券化也成为金融业务的资金来源。

核心价值

 围绕金融科技新机遇，解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大势，拓展全球化金融科技视野，引领

企业科技转型创造资本价值；

 基础技术、发展模式、监管逻辑、投融资思路等多角度、全方位的专业课程体系，帮

助企业家掌握金融科技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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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导向、寓教于践、从理论到实操，最终融汇贯通于企业科技升级和金融创新，放

大资本价值；

 汇聚国内外顶尖金融科技专家、教授和企业家，赋能企业金融科技转型；

 复旦同学会、联谊会、高端论坛沙龙等平台资源，助力企业腾飞。

2．招生对象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及其相关企业（集团）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等

高层管理人员，各大银行、各大券商、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有意于进入金融科技领域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不招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3．入学程序

（1）报名条件：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五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的工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具

有十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放宽学历限制）。

（2）申请人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发展中心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表（含个人简历

和公司简介）、身份证及学历证明复印件、2 寸证件照 4 张。报名申请表可在管理学院网站

下载或向联系人索取；（报名资料可传真或邮寄给报名联系人）

（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审核申请资料，结合业绩及报名顺序择优录取；

（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寄发入学须知；申请人在收到入学须知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学费，

并办理入学相关手续，准备上课。

4．授课时间、地点

授课时间：共学习 20 天。2020 年 11 月 27 日开学。每月集中授课一次，每次连续 2天（周

六—周日）。

授课地点:复旦大学+现场教学。

5．考核方式

以日常出勤、上课情况为主要考核指标，不设书面考试。

6．证书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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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合格者，复旦大学将为学员颁发《金融科技与资产证券化企业家班》项目结业证明。

7．培训费用

168000 元（包括学费、书杂讲义费、证书费、上课期间午餐等），

上课期间的差旅费自理。

学员在收到入学须知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交纳学费（由学员直接汇入复旦大学

账户）。

复旦大学账号如下:

户名： 复旦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复旦大学支行

帐号：437759252978

8．其他说明

招生简章刊登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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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课程计划。

模块 核心内容

一、Fintech 1.0: 科技

驱动的负债端创新

1. 互联网金融概述

2. 互联网资管美国实践

3. 互联网资管中国案例

4. 中国 P2P 业务的教训与监管启示

二、Fintech 2.0: 科技

驱动的资产端创新

1. 科技对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影响

2. 技术驱动下的消费金融创新

3. 技术驱动下的个人汽车贷款业务创新

4. 技术驱动下的供应链金融创新

三、Fintech 3.0: 科技

驱动下的中间业务创新

1. 金融机构的中间业务分类以及介绍

2. 技术驱动下的中间业务创新

3. 技术驱动下的支付、结算、清算

四、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

/人工智能

1. 大数据

a.大数据的概念和内涵

b.大数据基本原理

c.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d.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



金融科技与资产证券化企业家班

7

2.云计算

a.云计算发展状况

b.云计算的基本模式

c.云计算对金融领域的影响

d.云计算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

3.芯片

a.智能芯片的基本模式

b.智能芯片对金融领域的影响

c.智能芯片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

4.机器学习

a.机器学习基本原理及分类

b.机器学习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c.机器学习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

五、金融科技底层技术/

区块链与物联网

1. 区块链技术介绍；

2. 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3.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安全性；

4. 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

5. 区块链与金融中间业务（支付、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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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证券化模块

1.资产证券化解析

a. 资产证券化的本质

b. 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模式

c. 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

d. 资产证券化的案例解析

2.主要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a. 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

b. 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

c. 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

d. 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

3.区块链与资产证券化

a. 区块链促进资产整理效率

b. 区块链使各参与机构高效协同

c. 区块链促进底层资产穿透式审查

七、金融科技企业股权投

资与资本运作

1.金融科技企业的估值逻辑

2.投资机构如何判断和投资金融科技企业

3.科创板与金融科技

4.金融科技企业投资并购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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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传统金融机构拥抱金

融科技创新

1.传统金融机构布局金融科技

2.科技驱动的保险

3.科技驱动的银行

4.科技驱动的信托

5.科技驱动的证券

九、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

1.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科技监管

a. 英国：行业自律、监管沙盒、技术驱动型监管

b. 美国：功能监管、限制性监管、动态监管

2.监管科技

a. 监管科技应用的必要性

b. 监管科技的应用框架

c. 监管科技实施策略

3.监管思路

a. 加强穿透式监管和技术驱动型监管

b. 完善数据收集和数据评估能力

c. 制定相关技术基础设施标准指引

d.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4.资管新规与金融科技监管

十、企业访学

1. 蚂蚁金服 2. 腾讯金融

3. 京东数科 4. 度小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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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授课教师介绍。

林华：学术主任，兴业银行独立董事、中广核资本外部董事，特许金融分析师，金杜全球律

师事务所顾问，国研智能金融研究院院长，央行《金融会计》编委，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资产证券化业务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著有《金融新格局：资产证券化的突破与创新》、

《中国资产证券化操作手册》、《中国 REITs 操作手册》《PPP 与资产证券化》、《Fintech

与资产证券化》译有《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加密资产》、《商业区块链》等。

蔡鄂生

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曾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

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在中国人民

银行工作期间，参与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重大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国人

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起草、金融风险的处置等重要工作。

魏迎宁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副司长，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

管部主任、广州保监办主任。南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院校博士生导师，并被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

王忠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西北大学党委常委、校长，陕

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陕西省安康市委书

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部主任， 2004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任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七

届、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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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坚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经济学家，中国债券资本市场奠基人。主要任职于财政

部、国家开发银行。2013 年和 201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2015

年 5 月-7 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管理学系做访问学者。2018 年 1-2 月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商学院做访问学者。著有《综合财政概论》、《中国债券》、《中国的

债券资本市场》等。

阎焱

赛富亚州投资基金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北京大学基金会理事和投资委员会委员。

于 2004 年及 2007 年被中国风险投资协会选为「最佳创业投资人」。亦在 2007

年获 Private Equity International 评为「全球最杰出的五十位创业投资人」之

一。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 2008 及 2009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第一名及获 Asia

Venture Capital Journal 颁发“Venture Capital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in 2009。

周子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毕

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顾问，阿里研究院学委会委员。

唐斌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历任福建省统计局贸易统计处副处长，福建省

体改委综合规划处、分配体制处副处长，福建省体改委分配体制处处长，福建兴

业银行办公室总经理，福建兴业银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福建兴业银行公司金融

部总经理，福建兴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

公室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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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主任、教授、博导，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主任、高级管理人员发展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CIES）

理事会常务理事、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理事。任多家大型国企及

民营企业的信息化顾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计算机应用工学学士，复

旦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制造工程助

理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信息系统系副研究员。

长期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和实务，研究领域涵盖了企业信息管理、智慧

城市、新兴信息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战略与商业模式等。

钱世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系、美

国南加州大学会计学院任高级访问学者;曾任香港上实集团担任集团副总裁、财务

总监，兼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香港上海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与香港上实城开股份公司的执行董事。

孔爱国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经济、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证金融

芮明杰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科带头人、

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产业与企业发展、企业战略与经营、国有企业改革理论、

现代公司理论、管理创新等。



金融科技与资产证券化企业家班

13

李若山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系系主任、教育部工商管理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五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复旦金融

期货研究所所长。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证券研究

所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复旦

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

国致公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陈祥锋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副系主任，复旦大

学国际供应链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供应链合同管理、供应链金融服务

创新研究、物流金融、运营管理和金融管理的交叉决策研究。

张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女皇大学金融学博士，毕业于上

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他研究领域广泛，对 IPO、分析师、公司治理等资本市场

研究领域颇有学术贡献。近年来，张副教授在国际高级别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如《Journal of Fina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国际著名权威学术期

刊）。同时，他还获选第六批全国学术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研究方向：公

司财务，卖方分析师，国际会计，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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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峰

上海数学中心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复旦-

科大智能”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主任，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研究生

导师。长期致力于发展数学、统计与计算机的理论和方法，并原创性地将它们应

用于解决神经科学和各类脑疾病中的具体问题。

戴文渊

ACM 世界冠军，第四范式创始人。学术论文多次被 NIPS, ICML, AAAI, KDD 等国

际顶级学术会议收录，根据 Google Scholar 统计，戴文渊 2007 年发表的论文

Boosting for Transfer Learning 在迁移学习领域论文引用数至今排名世界第三。

曾就职于百度，是当时最年轻的百度高级科学家、T10 员工，担任百度最重要的

凤巢策略的技术负责人和实际上的操盘手，任商业产品技术委员会主席。

联系方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

地址：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史带楼 8楼

电话：021-55666828 13585506919

传真：021-55666822

邮箱：esm@fudan.edu.cn

联系人：王老师

mailto:esm@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