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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学院

资本市场卓越人力资源
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重塑CHO管理思维   激活组织活力发动机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资本市场学院是由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资本市场专业性教育培训机构。学院于
2012年12月3日正式设立，出资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

学院定位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建设工程，旨在打造资本市场培训教育主平台，为推动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持续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学院紧紧围绕证监会党委中心工作，秉承

“养正气，育英才，固国本”的院训，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模式，努力建成立足深圳、
服务全国、辐射境外的资本市场人才培养基地和应用型研究中心。

学院设在深圳，校园位于西丽大学城，总建筑面积逾11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800人学习和600人
住宿，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

The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CCMI), co-establ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nd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on December 3, 2012, offe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apital market professionals. CCMI's founding 
funders ar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 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 and 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

CCMI is positioned as a foundation-building project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 It aims to 
become the prime platfor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to enhance 
intellectual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capital markets’ reform, opening-up and sustained 
growth. CCMI striv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a center of professionals and applied research for 
the capital market, serving not just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further to involve in overseas markets. CCMI advocates its motto of Upholding 
Righteousness, Nurturing Elites, and Reinforcing State Foundation while adopting 
market-based,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CCMI is located in Shenzhen with its campus in the University Town of Xili. With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110,000 square meters, the institute can host 1,800 people in 
simultaneous study sessions and accommodate 600 people. The institute is well-equipped 
and nestles in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拟邀请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资本市场学院、沪深交易所及知名市场机构相关专家

进行现场授课交流。

特邀重点师资（排名不分先后）

知名国际学术专家
知名金融机构专家
知名资本市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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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四

资本市场改革的问题与思考

ESG在资本市场的实践

绿色发展，“碳”寻未来

海外资管行业变迁与优秀公司实践案例

幸福心理学

资本市场改革、前沿讲座与人文关怀

体验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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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模 块 二

百年大变局与中国经济

应变与颠覆：新经济时代之战略管理

复旦精品人文讲座：哲学思维与人生处境

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

宏观经济、监管合规、风险管理、战略管理

精品人文讲座：历史的起点是未来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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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模 块 三

“蜜糖”还是“砒霜”：从股权激励看公司治理

财报“夏洛克”：从财报角度看公司运营与决策

复旦精品人文讲座：中国人口 

五星领导力：领导力构建与团队激励

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与管理哲学

公司治理、组织发展、领导力与人口学实务

精品人文讲座：中国人口 

M
O
D
U
LE

 3

行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才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创新国际前沿

全球金融系统聚焦的核心与前沿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趋势 

国际投资银行人力资源战略

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实践

聚焦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行业文化与人力资源战略

模 块 一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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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1

现场教学及交流活动

多维学习

实战导师

打造国内优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的
资源共享平台。

课程特色

资源平台

汇聚资本市场金融管理、人文社科顶尖师资以及人力资源实战专家、资本市
场业务专家，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力资源及相关领域管理者的视野与格局。

结合授课、案例分析、前沿讲座、专题研讨、现场教学、领导力课程、体验式教
学等方式，激发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动机的关键功能。

招生对象

证券基金期货等经营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大学管理者或

同等级别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黄老师
电话：(0755)26655282
邮箱：huangjl@ccmi.edu.cn

课程咨询

赵老师
电话：(0755)26655829
邮箱：zhaoni@ccmi.edu.cn

为进—步贯彻落实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行业文化建设。
促进资本市场人才高质量发展，激活人力资本价值，资本市场学院拟
推出本项目。旨在帮助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者重望思维边界，更新
金融知识与战略思维，激发组织活力，更好辅助公司高管与业务部门
的战略决策，助力人才队伍与业务有效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
今年在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证券公司在战略、人才管理与培养、业
务发展、风险管理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行业对人力资源及人才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力资源条线的管理者将面临更大挑战。

*以上课程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将以实际开课信息为准，资本市场学院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对以上内容保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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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日正式设立，出资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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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气，育英才，固国本”的院训，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模式，努力建成立足深圳、
服务全国、辐射境外的资本市场人才培养基地和应用型研究中心。

学院设在深圳，校园位于西丽大学城，总建筑面积逾11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800人学习和600人
住宿，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

The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CCMI), co-establ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nd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on December 3, 2012, offe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apital market professionals. CCMI's founding 
funders ar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 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 and 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

CCMI is positioned as a foundation-building project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 It aims to 
become the prime platfor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to enhance 
intellectual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capital markets’ reform, opening-up and sustained 
growth. CCMI striv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a center of professionals and applied research for 
the capital market, serving not just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further to involve in overseas markets. CCMI advocates its motto of Upholding 
Righteousness, Nurturing Elites, and Reinforcing State Foundation while adopting 
market-based,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CCMI is located in Shenzhen with its campus in the University Town of Xili. With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110,000 square meters, the institute can host 1,800 people in 
simultaneous study sessions and accommodate 600 people. The institute is well-equ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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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与管理哲学

公司治理、组织发展、领导力与人口学实务

精品人文讲座：中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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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才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创新国际前沿

全球金融系统聚焦的核心与前沿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趋势 

国际投资银行人力资源战略

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实践

聚焦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行业文化与人力资源战略

模 块 一

M
O
D
U
LE

 1

现场教学及交流活动

多维学习

实战导师

打造国内优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的
资源共享平台。

课程特色

资源平台

汇聚资本市场金融管理、人文社科顶尖师资以及人力资源实战专家、资本市
场业务专家，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力资源及相关领域管理者的视野与格局。

结合授课、案例分析、前沿讲座、专题研讨、现场教学、领导力课程、体验式教
学等方式，激发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动机的关键功能。

招生对象

证券基金期货等经营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大学管理者或

同等级别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黄老师
电话：(0755)26655282
邮箱：huangjl@ccmi.edu.cn

课程咨询

赵老师
电话：(0755)26655829
邮箱：zhaoni@ccmi.edu.cn

为进—步贯彻落实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行业文化建设。
促进资本市场人才高质量发展，激活人力资本价值，资本市场学院拟
推出本项目。旨在帮助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者重望思维边界，更新
金融知识与战略思维，激发组织活力，更好辅助公司高管与业务部门
的战略决策，助力人才队伍与业务有效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
今年在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证券公司在战略、人才管理与培养、业
务发展、风险管理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行业对人力资源及人才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力资源条线的管理者将面临更大挑战。

*以上课程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将以实际开课信息为准，资本市场学院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对以上内容保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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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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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与颠覆：新经济时代之战略管理

复旦精品人文讲座：哲学思维与人生处境

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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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学院

资本市场卓越人力资源
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重塑CHO管理思维   激活组织活力发动机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资本市场学院是由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资本市场专业性教育培训机构。学院于
2012年12月3日正式设立，出资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

学院定位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建设工程，旨在打造资本市场培训教育主平台，为推动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持续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学院紧紧围绕证监会党委中心工作，秉承

“养正气，育英才，固国本”的院训，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模式，努力建成立足深圳、
服务全国、辐射境外的资本市场人才培养基地和应用型研究中心。

学院设在深圳，校园位于西丽大学城，总建筑面积逾11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800人学习和600人
住宿，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

The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CCMI), co-establ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nd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on December 3, 2012, offe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apital market professionals. CCMI's founding 
funders ar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 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 and 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

CCMI is positioned as a foundation-building project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 It aims to 
become the prime platfor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to enhance 
intellectual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capital markets’ reform, opening-up and sustained 
growth. CCMI striv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a center of professionals and applied research for 
the capital market, serving not just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further to involve in overseas markets. CCMI advocates its motto of Upholding 
Righteousness, Nurturing Elites, and Reinforcing State Foundation while adopting 
market-based,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CCMI is located in Shenzhen with its campus in the University Town of Xili. With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110,000 square meters, the institute can host 1,800 people in 
simultaneous study sessions and accommodate 600 people. The institute is well-equipped 
and nestles in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拟邀请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资本市场学院、沪深交易所及知名市场机构相关专家

进行现场授课交流。

特邀重点师资（排名不分先后）

知名国际学术专家
知名金融机构专家
知名资本市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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