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CFO 研修班

管 控
为企业运营编制预算，实施控制并进行组织高效运营全部职能

能 力
优化财务分析与规划能力，熟练必要技能提升企业运营

整 合
强化产业链与财务管理系统，整合实现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招生对象

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主管、战略投融资等财经业内人士；
董事长、董事、总裁、总经理、副总等企业财务决策和管理者。

报名条件

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具有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
（以上三项满足两项即可）

学习时间

在职学习一年半，每两月授课 2 天（六、日），每天学时 6 小时。

学习费用

2.98 万元/人（学习期间食宿费自理）

报名流程

提交报名表及个人资料→入学资格审核→发放录取通知书中书→缴纳学费
(学员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名片 2 张、背书姓名的 1 证件照 4 张、公司文字
简介、学历证明)



模块 课程 课程简介

一、政策解读 税制改革·政策解读

·供给侧改革与减税降费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最新精神及要求
·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及减税降费工

作安排
·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2021 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
·“十四五”期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管理会计

财务转型与价值创造

·商业模式创新与重构
·财务转型新思维
·财务战略定位和价值
·财务转型的路径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公司战略与公司价值
·企业战略和财务战略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财务管控与资金管理

·现金流管理与时代背景
·现金为王与资金管理的目标
·“六稳”、“六保”对现金流管理的影响
·数字货币及其对现金流管理的影响
·去杠杆或加杠杆趋势下的现金流管理策

略
·特别国债与现金流管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企业现金流管理



现金流管理的整体规划
设计

·现金流管理与战略发展的协同
·现金流预算的编制及实施
·现金流管理的组织结构设计
·现金流量表的分析及应用
·现金流的预测与缺口管理
·现金流管理风险预警信息系统
·现金流量绩效考核

现金流管理模式及其应
用案例分析

·业务流程与现金流管理创新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及应用范围
·结算中心及财务公司等具体模式比较
·现金流管理过程中的流程控制与风险管

理
·跨国公司前沿的资金运作模式及金融创

新

司库模式下的资金集中
管理与财务资源配置

·现金流管理的司库模式的内容
·司库模式下的资金集中组织与业务流程
·司库模式下的收付渠道管理
·司库模式下的银行账户管理
·司库模式下的资金收付管理
·第三方支付在司库管理中的应用
·司库模式下的资金集中与财务共享

供应链金融在现金流管
理中的应用

·预付款融资
·存货融资
·应收款融资
·全程物流与现金流管理
·供应链金融运行平台建设
·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信贷



融资模式与现金流管理

·金融市场的融资模式规范与创新
·传统融资模式及应用
·金融创新及现金流管理应用
·项目融资与现金流管理
·并购重组的融资决策
·资产证券化与 REITs

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

·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地位
·预算管理以战略管理为导向
·预算管理与计划管理相结合
·预算管理以严格的内部控制为基础
·预算管理以规范的会计核算为前提

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与
制度建设

·预算管理的管理机构
·预算管理的被管理机构
·预算管理的制度体系

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与
分析、预算调整

·预算管理主要内容
·预算编制思路
·预算编制程序
·预算执行控制与分析
·预算执行调整

预算考核的定位与实施

·预算考核在企业整体考核中的定位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预算考核体系
·预算考核的实施与兑现
·案例分析：预算考核典型案例

预算的跟踪与执行
·预算的有效执行
·全面预算管理的差异分析
·案例分析：弹性预算的重要作用与实战



应用

预算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管理水平、预算管理与信息化相匹配
·战略分析与目标模拟
·经营目标确定和分解
·预算监控与分析

财务分析与成本控制

·基于成本核算的财务分析在成本决策的
应用

·常用成本核算方法回顾及应用案例
·成本核算维度与决策需求之间如何匹配
·企业集团整体视角的成本核算维度和科

目梳理案例
·运用财务分析优化企业的成本管理理念

和方法
·运用财务分析制定企业的成本管理内容

和流程

战略成本管控及方法落
地

·核心竞争力提升打造成本管控体系
·战略成本管理的框架
·战略定位分析

战略成本管控及方法落
地

·价值链成本分析基础的成本管控
·战略成本动因分析及应用
·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含时间驱动作业

成本法）
·目标成本法及应用案例
·精益生产及其应用案例
·责任成本及成本考核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和修订情况



三、财务会计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未
来发展趋势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阶段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等效

企业会计准则最新变化
及难点分析

·收入准则分析
·金融准则分析
·租赁准则分析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新思
维

·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
·财务报表的分析方法
·六段式报表分析法

沙盘模拟：财务分析与决
策

·财务数据与业务流程
·财务分析与经营决策的关系
·财报分析，了解现状
·经营分析，把握趋势
·决策分析，提升价值

四、业财税融合

新收入准则与税收风险
防范

·新收入准则与税法对收入确认差异分析
·新收入准则与税法对收入确认存在的差

异的处理方法
·新收入准则的修订与税收风险防范

业财税融合与决策支持

·业务-财务-税务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财务和税收支持企业业务发展的措施
·从战略层面制定业财税一体化政策
·从业务层面构建业财税一体化协调机制

财务管理 4.0 ：业财税
一体化信息系统

·财务管理 4.0 时代的智能财务共享
·业财税一体化的智能财务信息系统建设



五、税务管理

新征管模式下的涉税风
险分析

·金税四期的主要模块与基本功能
·千户企业的涉税信息
·稽查软件的检查功能
·爬虫软件的搜索功能
·国地税合并对企业涉税风险的影响
·社保移交税务机关征收后对企业的影响

涉税风险防范与控制
·税务风险的事先控制
·税务风险的事中控制
·税务风险的事后控制

涉税疑难问题解析与风
险应对

·增值税疑难问题处理与风险应对
·企业所得税疑难问题处理与风险应对
·个人所得税疑难问题处理与风险应对

2021 节税方略

·优惠政策利用(降低税负 50%)
·业务流程改造(降低税负 20%)
·会计下账精准(降低税负 10%)
·商业决策避让(降低税负 30%)
·个人所得筹划(降 20-70%)

CFO 视角的税务筹划

·中国税制改革对企业税务管理的影响
·企业税收筹划
·企业税务风险控制
·税收战略如何助力企业利润最大化

企业 IPO 过程中财务管
理

·企业上市战略规划与 IPO 宏观环境分析
·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企业多渠道融资
·财务管理规范化和企业 IPO 的关系
·IPO 上市之前财务管理规范化的要求
·IPO 上市之前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的现

状
·IPO 上市过程中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的

方法



六、金融投资

证券投资分析与财务分
析

·财务报表阅读技巧
1.三张主要财务报表的结构及勾稽关系
2.资产负债表的重点关注项目与分析
3.利润表的重点关注项目与分析
4.现金流量表的重点关注项目与分析
5.财务比率分析
6.通过勾稽关系分析发现报表差错和舞弊
线索

·财务分析在股票投资中的应用
1.会计报表分析
2.关键财务指标分析
（1）偿债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营运能力分析
（4）发展能力分析
3.股票投资下财务报表分析的切入点

投融资战略与企业成长

·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
·上市公司融资策略与路径
·投融资案例分析
·资本市场与资本运营
·IPO 与并购重组
·科创板、创业板和新三板的改革

数字化转型的内控完善
与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控的影响
·公司层面及业务层面内控及评价
·审计问题及财务舞弊风险防范

技术变革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应用
·大数据商业分析工具
·大数据商业分析语言
·商业分析可视化图表
·商业分析应用实践



智能财务共享

·技术创新助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智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组织模式
·财务共享中心数据中台的构建
·财务机器人在智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应用

区块链技术及其在财务
管理中的应用

·区块链账本与财务业务信息一体化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Merkle 树与最长区块链
·从区块链看未来财务发展

未来技术与未来产业
·关键技术与可能应用前景
·未来产业变化及发展趋势

七、CFO 领导力

CFO 领导力

·领导力开发
·领导影响力
·领导决策力
·管理与沟通
·执行力

情商与影响力
·管理智慧与领导力
·情商与关系处理
·情商如何培养



周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

昆明市市长助理

上市公司独董：中金黄金、北方国际、三元股份、英威腾

讲授课程：

公司战略、兼并与重组、税收筹划、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等

杨立国 中国注册会计师(CPA)
国际注册咨询师(CMC)

华中科技大学 特聘教授

讲授课程：

财务战略与现金流管理、集团管控与财务控制、内部控制与风险防范等

毛付根 厦门大学会计系 副主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讲授课程：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价值创造型财务管理、战略成本管理等

李欣 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专家
海尔大学 特聘顾问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 特聘顾问

讲授课程：

全面预算、生产成本管理与控制、应收账款回收技巧等



齐昊 和记黄埔 TOM 集团 COC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高管

讲授课程：

海外投资并购中存在的风险、资金管理与投融资价值创造、业

财融合和价值创造、内部审计等

陆正华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中国注册会计师（CPA）

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

讲授课程：

公司财务、兼并与重组、税收筹划、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等

刘霄仑 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研究所 所长
财政部财科院 研究生导师

讲授课程：

管理会计指引及实践应用、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反舞弊与

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等

王志成 国家会计学院 副教授
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讲授课程：

集团管控、风险管理与内控优化、金融工具、工程项目财务

与会计等



徐晓莉 北京财税研究院 副院长
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专家委员

讲授课程：

营销管理人员的财务管理、现金流与营运资本管理、企业

上市前的整体财务规划等

何怡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访问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访问教授

美国蒙莫斯大学会计系(终身)副教授

讲授课程：

财务转型与价值创造、财务报告分析、投资分析与商业决策等

朱玉 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
和君股权激励与合伙人制专家

讲授课程：

股权激励、薪酬绩效、合伙人制等

张锦华 和君股权激励与合伙人制专家
和君资本 合伙人

讲授课程：

股权架构设计、股权激励、企业上市或融资规划等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 原秘书长

魏 杰
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战略系 主任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

金一南

国防大学 教授

陈全生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李稻葵
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金融系 主任

樊 纲
著名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马光远
当代经济学者
著名财经评论人

汤 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
秘书长

姚景源
国家统计局 原总经济师

李 玲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 副会长

黄益平

花旗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 原副行长

祁 斌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 执行院
长

刘远立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
生导师



财务热点专题论坛：抓取国家最新财税信息，洞察财务管
理方向，专家剖析应对措施，合法高效制定解决方案。

现金流游戏：以企业为单位，以游戏形式呈现最直观的财
务管理，让管理层了解企业财务运营模式，提升财务管理
决策思维。

实操落地学习沙龙：班级学员交流分享，同学之间成功案
例分享，打造财务专业顾问团队，提升非财务专业的综合
管理能力，丰富知识面，拓宽视野。

课后完成同学之间分享交流，巩固、加深学习效果，打造属于您的财务顾问团队

每班组建班委，组织学习交流活动，促进同学间的友谊和资源共享

终身学习平台，学员可享受终身免费复训，为学员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

第二课堂：学习沙龙、专题论坛、企业走访、咨询·诊断等，放大学习效果

企业考察互访：国内外商务考察、班级同学企业互访等；学习优秀的成功经验

每班配备固定带班老师负责全程教学服务及班级建设









北丰 EMBA 同学会 恰同学飞扬，共创共赢

以服务学员、服务母校、服务社会为宗旨，为同学与校友、同学与社会各界搭建一座

学习交流的桥梁，现已有 12 个行业协会，近 6 万名会员。











以下信息仅用于录取审核工作，并为申请人保密，请详细填写。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片（2 寸）
出生年月 籍 贯

最高学历 专 业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身份证号码

工作经历

时间 单位 主要经历（职务）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职 务

公司电话 网 址

通信地址 邮 编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其他(请注明)

所属行业

□制造业 □金融投资

□贸易、服务业□房地产建筑

□信息、通讯 其他_______

企业

年销售额

企业

员工人数

兴趣

爱好

获得信息的渠

道

□同事或朋友介绍（姓名） □本公司人力资源部

□搜索引擎 □报纸、杂志广告(请注明)

□网络广告（E-mail） □各种直邮资料 □其他(请注明)

需要提交资料 ★报名登记表 ★名片 1张 ★身份证复印件 1张 ★企业简介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张

报读专业

注：如在报名材料中提供虚假、错误的信息，遗漏重要信息，将自愿承担不予录取或取消学

籍的后果。所缴纳的费用将不予退还。

申请人签名： 日期：

报 名 登 记 表

□商业领袖 EMBA

□工商管理 EMBA 班

□品牌营销策划 MBA

□金融创新 EMBA

□财税管控 MBA

□股票证券投资 EMBA

□企业 CEO 国际班

□人力资源总监 MBA

联系人：李玲老师   13911069821（同微信）   佟长刚老师 13718066056  （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