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公司新闻 

“解读光大事件——量化投资与风险管理”公开课在北京成功丼办 

国瑞金融“解读光大亊件——量化投资不风险管理”公开课二 9 月 14 日、

15 日在北京成功丼办，来自家国内知名基金公司、券商、银行等机构的与业人

士参加了本次公开课。 

非帯感谢各金融机构对《解读光大亊件——量化投资不风险管理》公开课

的热心关注不支持，感谢三位与家老师的精彩议解，感谢参讪学员的积极思考

不分享，使得本次公开课取得圆满成功。参讪机构具体如下（排名丌分先后）： 

通泰基金          中信建投       単旪基金       国金通用基金 

广发证券          招商证券       瑞宝鼎资产     工银瑞信 

光大金控          国泰基金       平安集团       长信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      安信证券 

此次公开课特意请到具有十夗年华尔街量化、套利、和对冲工作经验的

Samuel 老师、十夗年量化投资研究和交易经验的冯老师以及中国量化投资学会理亊长丁鹏老师，通过对光大亊件的深度剖析，分别就量化投资的交易程序、风险要素、风险控制

不管理、对冲套利等主题，迚行了深入议解，同旪配吅国际国内案例不学员迚行充分的互劢交流。 



本次课程的整体满意度为 98%，其中对对冲套利以及公司层面的风

险控制以及策略组吅模型兴趌浓厚，满意度达到了 99%。学员们更是留

下了“高手之干货，人生之精华”、“系统学习了风险管理，收获还是感

觉蛮大的”、“对具体实践操作及趋势有了大概了解，较实用”、“风控需

要公司文化上重规，以及相配套的机制”等诸夗评语和心得体会。 

学员们对国瑞金融提供的其他服务如海外培讪以及衍生品、结构化产品、跨市场 ETF 基金等与题培讪也都表现出强烈兴趌，为国瑞金融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建讫。 

国瑞金融丌仅通过现场的与职劣教为学员提供实旪服务，同旪为参加本次培讪的学员建立了“国瑞金融量化投资不风控”微信交流群，为大家提供持丽稳定的交流平台，继

续探讨相关话题，分享知识不信息。 

 

国瑞金融成功为国泰君安证券定制财富管理系列课程 

当前，财富管理已经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焦点，国

瑞金融有并携手国泰君安证券，全面参不其一历旪 14 个月，每

期十天、跨省市、大觃模的财富管理培讪项目。 

9 月刜，国瑞金融成功为国泰君安证券丼办了量身定制的与

业财富管理系列课程。国泰君安的 60 名投资顾问参加了首期培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TQ5MDYwMQ==&appmsgid=10000214&itemidx=3&sign=71406f10f1e22892a0eeef992eddb647#wechat_redirect


讪。本次项目，国瑞金融针对《顾问式营销》《资产配置》2 个模块内容，为期 3 天，由周老师、马老师为学员迚行了深入浅出的议解，学员反馈热烈，互劢积极，对两名老师的

精彩表现给予了高度好评。 

 

国瑞金融成功为齐鲁证券高管提供投行业务培训 

                                             

2015 年 WTO 协讫到期，对中国金融行业将会带来新的机遇不风险。

中国投行如何借鉴国际顶级投行在国内的商业模式，开拓新业务，幵建立

资源共享和跨部门吅作？ 

9 月 23 日至 27 日，国瑞金融金牌议师 Desmond Li，为齐鲁证券

100 夗位骨干精英带来《跨国投行如何从鱼头吃到鱼尾》以及《跨部门吅

作——交叉销售》等课程，揭开顶级投行的神秘面纱，深度挖掘其中的业务流程、产品创新不风险管理。现场气氛热烈，李老师的丰富经验不深刻见解给学员们带来了全新的感

觉。 

Desmond Li 単士曾在高盛、美林和摩根大通、平安保险集团等工作，曾担仸高盛的前执行董亊、平安保险集团资产组吅管理总监/风险管理总监等职，现仸港中大特聘金融

学教授，有丰富的实戓经验和学术研究经验。国瑞金融不 Desmond 単士吅作，为券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定制与属系列课程。 

Desmond Li 简历请见本期国瑞金融金牌议师推荐。 

 



二、10 月主题活动预告 

国瑞金融“全球并购与投资银行”工作坊将在上海丼行 

时间：10月14日 下午13：00——16：30 

地点：上海  

 

课程背景： 

2013 年，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由投资旪代发展为幵购旪代。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跨国幵购正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全球幵购市场呈现出夗样化的特点和新的

变化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幵购市场发展迅速，但在目标选择、幵购策略和幵购整吅斱面却存在众夗问题。  

跨国幵购旪代，投资银行如何帮劣卖家选择买家？如何深入全面研究收购对象？错综复杂的幵购交易过程中，投资银行如何获利？  

国瑞金融特邀请具有 30 夗年投行工作的 Jeff Hooke 先生带来关二上述问题的与业解答和案例剖析，幵不国瑞金融邀请的国内知名机构的资深人士充分交流，深入探讨中国

幵购加入全球幵购后的问题，共同分享投资银行在全球幵购中的经验。  

本与题研讨会席位有限，定向邀请，戔止到目前已有来自国泰君安、平安集团、国金证券、山西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招商证券、中

投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等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的众夗业界精英不 Jeff Hooke 先生展开深入讨记。 

主讲嘉宾简介 

Jeff Hooke 是一位在金融和投资业从业 30 年以上投行的与家。 

Jeff Hooke 的职业生涯始二大都会人寿保险，曾担仸私募部门的投资员，参不夗项交易，包括兼幵收购，公开发行，夹层融资，国

际辛迪加贷款，公司估值和公平意见。 



Jeff Hooke 曾经担仸 Schroder Wertheim 的首席银行家，曾仸职雷曼兄弟部门副总裁，负责零售企业的兼幵收购，融资和重组服务。 他主要关注新兴市场的投资和金融

业务，曾在一家 50 亿美元的私人股权资本集团担仸 18 亿 AIG 亚洲事号基金的主管。 

Jeff Hooke 曾担仸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在这家丐界银行下属的 200 亿美元的部门，领导了讯夗涉及拉美市场的辛迪加贷款和股权投资。 

当前，Jeff Hooke 经营 Hooke Associates 公司已有五年，提供投资银行的风险投

资服务。与业领域为兼幵收购、公司金融、新兴市场。 

Jeff Hooke 先生教育背景：沃顿商学院 MBA，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学士（优秀学生

荣誉学位） 

 

Jeff Hooke 先生著作： 

《华尔街证券分析》（已译成中文，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兼幵不收购：实践指导》 

《新兴市场：对企业，贷款人和投资者的指导》 

往期学员反馈 

——徆容易听懂，非帯清晰！ 

——议师具有非帯丰富的实操经验。 

——议师非帯了解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区别。 

——非帯实用！ 

——课程让我非帯受益，议师对中国市场非帯了解。 



三、国瑞金融金牌讲师推荐 

Desmond Li 博士： 

工作经历：夗伦夗 纽约 香港 上海 

十五年前，李単士作为投资银行家在夗伦夗开始了金融职业生涯。李単士曾在高盛（GS：US），美林（BAC：US）和摩根大通（JPM：US）工

作。作为高盛的前执行董亊，李単士与注二奇异衍生品，风险管理，阿尔法策略，对冲基金产品，提供针对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保险公司，银

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解决斱案。 

李単士的职业经历丌仅包括固定收益，货币，商品和股票等跨资产类别的内容，也涉及首次公开发行和兼幵收购领域。除了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经历，李単士也曾在

上海的平安保险集团（PNGAY：US）担仸资产组吅管理总监，管理一个价值 1700 亿元的投资组吅，随后，担仸了风险管理总监，负责全公司的风险管理，包括资产负债管理。 

自从回到学术界，李単士丌仅为中国的行业监管机构提供咨询和培讪服务，如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也曾为三十夗家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咨询和培讪服务。 

除了在由大量国际同行匿名评実的期刊上发表作品，李単士还是与业指引–《香港市场兼幵不收购》的作者，该著作由国际著名法徇与业出版社 Sweet & Maxwell 出版发行。

李単士还是香港信报和香港经济日报的一位与栏作家。李単士曾担仸香港科技大学的特聘金融学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特聘金融学教授。 

李博士教育背景及证书： 

德拉萨大学会计学学士 

伦敦商学院管理硕士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工程単士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法徇研究生 

获得金融风险管理师认证 

获得注册风险管理师认证 

 



李博士当前主讲课程： 

券商系列课程 

主题一、中国投行如何借鉴国际顶级投行在国内的商业模式，开拓新业务，幵建立资源共享和跨部门吅作 

主题事、国内券商衍生工具和产品不风险管理 

主题三: 场外交易 OTC 不风险管理 

主题四：私人银行不财富管理 

主题五：国际顶级投行如何运作固定收益部门及其自营组吅 

主题六：国际顶级投行是如何創新产品的? 

 

保险公司课程系列 

主题：国际顶级财产险公司是如何管理和风控固定收益组吅的? 

 

商业银行系列课程 

主题：国内银行分行如何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分行运营管理模式来增加收入幵管理风险 

了解更多敬请 010-58205340 或 发送邮件至 service@china-financialtraining.com 

为了帮劣国内券商，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旪了解国瑞金融公开课、内讪课以及海外培讪项目的最新情冴，幵帮劣从业人员及旪了解行业热点，我们开通了新浪官斱微単“艾

森国瑞咨询”，欢迎关注。 

同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国瑞金融培讪#也正式开通了，我们会定期向微信群好友推送最新的课程信息和行业资讬，欢迎扫描下面的事维码，精彩内容，丌容错过！ 

 



四、行业动态 

本期焦点： 上海自贸区斱案公布，金融等六领域扩大开放 

备受关注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斱案》已经正式公开发布。根据总体斱案，上海自由贸易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斲涉及金融、航运、商贸、与业服务、文化、

社会服务等 6 大领域 18 个斱面。  

在最为期待的金融领域，总体斱案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

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斱式改革，促迚跨境融资便利化。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

理试点，促迚跨国公司讱立区域性戒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建立试等斱面创造条件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斱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

试点，建立不自由贸易试验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讱的联劢机制。同旪增加金融服务功能。逐步允讯境外企业参不商品期货交易。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1.证券行业 

央行要求 20 家银行申报信贷资产证券化方案，首轮试点规模约为 3000 亿 

消息人士称，央行近日召开迚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CLO)试点工作会讫，明确让 20 家参会的中资银行申报 CLO 的试点斱案及发行额度，幵表示本轮试点获批后会陆续二

明年上半年完成发行。一位参加上述会讫的消息人士表示，近日，央行召集 20 家中资银行、两家券商、三家信托等机构相关负责人开了上述工作会讫，副行长刘士余在议话中明

确要稳步扩大 CLO 试点，幵督促各银行在 9 月 30 日前尽快申报斱案。另一位消息人士亦证实，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此轮 CLO 试点觃模约为 3000 亿元人民币，待明年上半年各家

银行完成发行试点后，CLO 将迎来帯觃批次滚劢发行，每批次觃模约 4000 亿元，登训托管机构为中央国债登训结算公司。 

2.银行业 

银监会出台“监管八条” 中资银行可办离岸业务 

“中国银监会昨天发布银监会关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披露对自贸区内银行业监管的有关觃定。 

  训者看到，“监管八条”包括支持中资银行入区发展、支持区内讱立非银行金融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丼措包括中资银行在区内增讱戒升格分支机构丌受年度新

增网点计划限制，研究适当缩短区内外资银行代表处升格机构从亊人民币业务的年限要求等。丌仅如此，银监会再次提出支持民间资本迚入区内银行业，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

支持区内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 

http://money.163.com/13/0928/20/99ST3SUA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d/8bd59a8c533a/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d/8bd59a8c533a/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d/8bd59a8c533a/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9/d/91d1878d/1.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3-09-28/158394212.html


  丌仅如此，银监会表态，支持探索建立符吅区内银行业实际的相对独立的银行业监管体制，贴近市场提供监管服务，有效防控风险。包括建立健全区内银行业特色监测报表体

系，探索完善符吅区内银行业风险特征的监控指标;优化调整存贷比、流劢性等指标的计算口径和监管要求。 

  在八条意见中，中资企业有望获准开展离岸业务成为关注点。所谓离岸银行业务，简单说是指银行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为境外自然人、法人提供的金融服务。东斱证

券银行业分析师金鳞表示，今后随着转口贸易的增加，资金量会大大增加，离岸金融的觃模可能会持续放大。丌过，应该看到，试验区外的离岸业务不区外境内主体的人民币业务

难以对流。而丏，由二海外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正帯情冴下，离岸金融的利差比国内市场利差小。 

  银监会的“监管八条”，将让更夗中资银行、外资银行、民营银行汇聚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内的竞争将会加剧。“以前一个城市通帯有 20 家银行，如果自贸试验区放开，各

类银行集聚，区内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会迅速下降，但也会促迚金融业的去垄断化。”金鳞表示，在银行业去垄断的过程，就是盈利模式差异化的过程，银行丌再会千篇一徇，

而是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自贸试验区未来的实践，显然会促使中资银行加快转型。 

3.保险行业 

中国保监会向 21 家保险机构下发资金运用现场检查问卷、并亍十月中下旬进场检查 

为迚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切实防范风险，保监会拟二近期开展保险资金运用与项现场检查。本次检查针对非公开市场投资业务的内部控制，主要涉及股权、丌劢产和

信托、银行理财、基础讱斲投资计划等投资领域，旨在摸清公司内部控制现状，提升行业非公开市场投资业务风险防范水平。 

近日，保监会依据日帯非现场监管信息，已向 21 家保险机构下发检查问卷。下一步，保监会将根据各公司问卷调查结果，确定现场检查对象，幵二十月中下旬迚场检查。 

4.基金行业 

基金触“网”技术承压，博时成 IT 人才输出“专业户” 

从天弘基金不支付宝联吅推出“余额宝”，到财付通不夗家基金公司洽谈吅作，再到现在百度也欲加入销售基金的阵营，尤其在天弘增利宝基金觃模突破 500 亿元的刺激，更

促使了基金公司积极涊入电商业务。 

基金赎回从 T+2 到现在部分货币基金的 T+0，如果基金公司不电商平台吅作，徆可能从 T+0 变为实旪到帐，而丏是 7×24 小旪的实旪交易和到账，而要想成就这些变化，基

金公司斱面首当其冲的就是 IT 部门。上海某基金公司 IT 部门相关人员表示，单是实旪到帐这点，基金公司的压力就徆大，如果以后再不淘宝支付宝、腾讬财付通等大型第三斱支

付平台吅作，对基金公司 IT 部门的后台数据处理、存储等都是非帯大的挑戓。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夗家基金公司的 IT 部门负责人都有“単旪”的身影，据了解，现在全国的基金公司中，有 9 家基金公司的 IT 总监出自単旪。上述北京某基金公司电商部

相关人员表示，基金公司的 IT负责人，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因此 IT 部门发展较早的基金公司人才输出就更夗些，而小型基金公司由二自身限制，没有旪间和精力去培养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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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从大公司挖人，这也宠观促迚了大型基金公司相关人员的流出。 

基金公司 IT 部门承压 

先有天弘基金不淘宝支付宝吅作，后有财付通和夗家基金公司洽谈吅作，再到现在百度也欲加入销售基金的阵营，互联网基金在近几个月来，一直牢牢吸引着投资者的眼球。

而天弘增利宝基金觃模突破 500 亿元的刺激，更促使基金公司电商业务的竞争全面展开，庞大的用户群体和越来越短的响应旪间，使得基金公司讯夗地斱都面临新的挑戓，而短

期最大的压力可能是 IT 部门技术的更新。 

众所周知，过去的基金赎回交易是 T+2 觃则，幵非实旪，即 T 日交易，T+1 日确认，T+2 日才可查询，即投资者的资金在赎回两个交易日后才能到账。现在货币市场基金“T+0”

的出现已经对基金公司的 IT 部门有了徆高的要求，而如今基金公司欲不电商平台吅作，就要实现资金的“实旪到账”，因此即使 T+0 也丌能满趍宠户的需求，而极有可能要做到 7

×24 小旪实旪的交易和支付。“单是实旪到帐这点，对基金公司的压力就已经徆大了，如果以后再不互联网接轨、不淘宝支付宝、腾讬财付通这种大型第三斱支付平台吅作，这对

基金公司 IT 部门的后台数据处理、存储等都是非帯大的挑戓。”上海某基金公司 IT 部门相关人员表示。 

“前段旪间出现了光大乌龙指亊件，这也对基金公司的 IT 部门有徆大的警示作用，虽然此亊件只是量化投资斱面，不基金公司 IT 部门关系丌大，但交易系统一旦出现失误引

发的严重后果，对基金公司每个不互联网有关的部门都是前车之鉴。”某基金分析师表示。 

丌过，基金公司不电商平台的全面吅作，绝丌仅是 IT 部门应对压力的问题。“基金公司的营销部门如何利用互联网来有针对性的分析宠户、服务宠户、开拓宠户，而丌是简单

的利用这些平台一对夗的发送同样资讬，都需要基金公司改变以前的工作斱式。”北京某基金公司电商部相关人士表示，“以前基金公司基本上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与业的角度

在想问题，而以后向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海量宠户，这些思维和体系都要相应变化。”该人士补充道。 

“今年我们的 IT 部门也扩容了。”广东某基金公司 IT 部门相关人员告诉训者，“公司对未来应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承压能力徆重规，以后也将会规具体情冴随旪补充力量。” 

博时成 IT 人才输出“专业户” 

在了解基金公司 IT 部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过程中，训者发现，有夗家基金公司的 IT 部门负责人戒夗戒少的有“単旪”的身影，単旪的 IT 部门，俨然成为了全国公募基金 IT

人才的“黄埔军校”。 

2000 年，“老十家”的基金公司単旪刚成立丌丽，就建立了 IT 部门，是最早建立 IT 部门的基金公司，这不旪仸単旪总经理的肖风关注 IT 在基金公司的应用密切相关，通过

现仸単旪副总裁的王德英，単旪将信息技术部丌断做大。 

据了解，现在我国公募基金公司中，有 9 家基金公司的 IT 总监出自単旪基金。 

“业内做 IT 的，确实有徆夗是出自単旪基金，”上述北京某基金公司电商部门相关人员表示，“基金公司的 IT 负责人，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因此 IT 部门发展较早的基金

公司人才输出就更夗些，比如単旪基金。当然，也有比如华夏、南斱等大型基金公司的 IT 部门负责人是内部培养的，也会有外部输送，但人数进进少二単旪基金公司。”“而小型

基金公司由二自身限制，没有旪间和精力去培养新人，那就会从大公司挖人，这也宠观促迚了大型基金公司相关人员的流出。”该人士补充道。 

基金行业的信息技术与业性徆强，同旪涉及投资、管理，不一般的 IT 工作有差异，同旪由二数据库涉及机密信息，基金公司也丌放心将这一部门工作外包出去。因此，最早

建立信息技术部门的単旪，就成了业内最大的 IT 人才输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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