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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深度整合全球最优质管

理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公开课课程体系，设立了

涵盖四大类别的精品课程，如：以引领未来CEO课

程为代表的顶级管理课程；以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

课程、金融管理文凭课程等为代表的综合管理发展课

程；以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与内部控制等为代表的

金融管理专业课程；以及携手全球顶级商学院校联合

打造的海外课程。这些精品课程全面覆盖了实力金融

家、领军实业家以及金融行业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学习

需求 。

学院“中国的世界级金融学院”的品牌将更加熠

熠生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创辉煌。

对于全球任何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来说，是否拥有世

界级的教授队伍是最核心的评判标准。SAIF成立之

初，便以国际一流院校的办学模式为标杆，全面实

施“教授治学”的创新理念和机制，成功地汇聚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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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SAIF进驻北京；2015年，SAIF着陆深圳，正式形成京沪深三大中心联动的局面，共同构筑

开放学习平台， 全面覆盖中国金融教育市场。

2016年，SAIF院顺利通过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 (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简称AACSB ) 的国际认证，成为全球获得该认证的最年轻的商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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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级期刊
发表论文

国际公认的衡量一所教育机构优秀程度的权威依据之一是其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SAIF教授团队的论文数量达363篇，其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56篇，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127篇。无论从数量亦或质量层面，均远超过国内同类学院，彰显了强大的世界级学术实力和知识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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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国际化开放型金融市场的研究》

《SDR作为国际货币定价基准的可行性研究》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评估报告 》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结构失衡及其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研究报告》

《人民币国际化的双中心战略》

《国有石油企业的多元化价值评估》

《中石油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策略》

《信托公司兑付风险评价报告》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规划》

中国金融研究院 代表性成果
宏观金融

资本市场

公司金融

风险分析

资产管理

中国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公司金融研究中心

数理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

五大核心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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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凭借自身世界级金融师资团队对于国际前瞻

金融类商管教育发展趋势的深度洞悉，结合时下机构

及个人学习需求的实际情况，秉承科学严谨的设计开

发思路，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针对不同层次背

景人群的需求，全面升级了公开课课程体系，设立了

涵盖顶级管理课程、综合管理发展课程、海外课程、

金融管理专业等四大类别的精品课程，提供最完整的、

最系统、最前沿的金融类高层管理教育整合学习计划。洲管理技术学院



EXECUTIVE
EDUCATION

综合管理发展课程 开课时间

2016年11月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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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 : 2天
对冲基金的创立与运作
对冲基金的法律背景与监管环境

第二模块

天数 : 2天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1)
—股票多空策略/固定收益策略

第四模块

天数 : 2天第五模块

天数 : 2天第六模块

天数 : 2天
对冲基金的风险度量和管理
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与组合管理策略(FOF)

第七模块

课程特色

致力于推动中国对冲基金行业发展的高层管理者，包括但不限于各证券、期货、保险、银行、信托、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大宗商品等投资机构从事投资和研究的高管和资深经理，对冲基金的创立人和投资者， 以及相关交易
所和监管机构的高层代表。

课程对象

课程背景 课程收获

英雄出于时势，时势造就英雄。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逐步打破
资本的流动障碍，使金融领域释放出巨大的活力。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和融资融券的实施，使中国证券市场正式
进入多空双边时代，这直接催生了国内对冲基金行业的兴起。2015年4月中证500指数期货的推出，更是为对冲基
金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黄金机遇。对冲基金以其投资收益稳定性相对较强，即使在熊市也能盈利的特点，势必将成为
在全新的金融形势下，中国国内最具增长潜力与盈利空间的投资载体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自二十世纪早期起源于美国，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规模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飞速增长，至2013年
末已达到了2.5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对冲基金管理着1300亿美元的资产，富可敌国。在国内资本市场日益开放
的格局下，国际的大型对冲基金已经开始着眼于中国高净值客户的17万亿元巨额财富，积极布局，抢占投资管理的
优势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忽视的是，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可能会对一国的实体经济和金
融市场产生颠覆式的破坏作用。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海外对冲基金的推波助澜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其经济也遭受严重倒退。

因此，在中国对冲基金时代来临之际，无论是对冲基金行业还是政府的监管部门，都急需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
内市场实战经验，透彻掌握对冲基金成立与运作的法律法规，了解对冲基金境内与跨境监管规则，谙熟对冲基金投
资策略、交易技术与风险管理的领军人才。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密切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脉动，以其整合全
球金融领域顶级师资和行业专家的强大实力，在国内首家推出高端的“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引领时代与
行业发展。这无论对于国家的金融安全还是行业的健康发展都深具战略意义，影响深远。课程以创新开拓的气魄，
汇聚海内外金融英才，系统传授对冲基金领域先进的投资和运营理念，学以致用，促进全球行业交流，以培养引领
中国对冲基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教学中，课堂教学将与同道交流密切结合，通过论坛、讲座、圆桌研讨等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学员与行业领
袖之间，以及学员之间的切磋互动，加速先进理论向现实的转化，切实推动最佳实践经验的转移与传递，学以致用。

全面了解对冲基金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销售渠道

透彻把握在中国成立对冲基金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切实厘清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与投资思路

系统掌握对冲基金的常用投资策略和工具

有效利用对冲工具和模型对所投资产品进行风险评估

开阔全球视野，激发同学互动，探寻发展之道

共享学院丰富教育资源，创设业界高端学习平台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课程概况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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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通晓国际国内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全球顶尖华人金融教授，又有谙熟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
欧美及亚太顶尖对冲基金的高管和基金经理。

切实针对国内行业相关人士定制的课程体系，系统化覆盖对冲基金的各个关键环节，全方位
的实战经验和知识理念的结合。

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业界讲座、专题研讨和移动课堂等多种交流学习的渠道和机会提
高学习效果。

课程将汇聚众多有志于中国对冲基金行业发展的精英，打造精英相互结识、学习、交流的高
端平台，实现个人、事业和行业发展的共赢。

完成本课程将成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校友，不但可以参加众多精彩讲座和论坛，而且高端
的校友网络将提供与商界领袖们交流互动及经验分享的机会。

完善的项目教学管理制度，以专业化水准为学员提供细致的后勤保障。

地点

费用

时间
2016年11月

(一般为周六、周日上课)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RMB 228,000

中   文语言

课程信息

课程学术主任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严 弘  教授

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公司决策与股票报酬、股票与债券的信用风险与投资回
报、市场流动性、金融衍生品与风险管理、投资组合决策）、金融
中介（共同基金、对冲基金、金融分析师）、新兴市场（尤其是中
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作用）。目前主持中
国金融研究院的中国对冲基金研究项目，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于量化
对冲策略的评估以及国内对冲基金的风险分析与业绩考量。

*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课程安排以开课通知为准。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保留最终解释权。

国际一流的师资团队: 

全面实用的课程内容: 

丰富多样的授课形式:

业界精英的网络平台: 

丰 富 的 学 院 资 源 : 

一 流 的 教 学 服 务 : 

必修模块(14天)

选修模块 每位学员可选修1门单模块课程

天数 : 2天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基础第三模块

天数 : 2天对冲基金概论第一模块

天数 : 2天(2天)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2)
—大宗商品投资策略/量化投资和程序化交易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3)
—全球宏观与CTA策略/汇率策略与回撤管理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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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投资策略

大宗商品投资策略是利用大宗商品的期货合约，当期

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在价格上出现偏差时，利用两个市

场的价格差距，通过低买高卖而获利。期现套利主要

包括正向买进期现套利和反向买进期现套利两种。期

现套利策略在我国期货市场投资中应用非常广泛。除

了期货与现货之间的跨期交易套利，交易者还可通过

原料与制成品或者相关商品之间的价差进行跨品种套

利。另外，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市场的价差也提供着跨

市套利的空间。

大宗商品投资策略/
量化投资与程序化交易

第五
模块

对冲基金，意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对冲基金成立

之初旨在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和相关联的不

同股票进行买空卖空、风险对冲，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和

化解投资风险。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对冲基金己成为

一种新投资模式的代名词，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复

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杠

杆效用，承担有把握的风险，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追求

绝对收益的投资模式。本模块将在综述全球对冲基金业

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对冲基金与其

它投资载体的区别以及业务模式的优势。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对冲基金概论

第一
模块

对冲基金的创立与运作除涉及组织的建立、架构、交易

流程的设计、风险控制与监管合规等，还包括在岸离岸

的选择、法律环境、资金募集和交易结算等一系列复杂

的安排。本模块将在详细解析对冲基金行业结构的基础

上，细论对冲基金的前、中、后台运营职能，运营风险

管理，尽职调查，投资组合运作，投资者运营，周期性

处理与财务报告等，由全球对冲基金运营巨头传授创立

和运营对冲基金之道，并通过国内外实际案例帮助学员

了解建立和运营对冲基金的关键要素，避免其中的弯路

和陷阱。

课程内容

对冲基金的创立与运作
以及法律与监管环境

第二
模块

对冲基金与其它投资载体的区别及其业务模式的优劣势比较

对冲基金的运营职能、运营风险管理、投资组合运作和投资者运营

对冲基金架构的主要考虑因素和组织形式选择

对冲基金监管框架和监管的主要考虑因素

对冲基金的在岸离岸设立、法律环境和资金募集

对冲基金的业务模式、交易结算以及合规等运营要素

对冲基金通常采用较为复杂的多元化投资策略，投资于不同的衍生工具。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有多种分类方法，一般

可分为两大类：方向性策略与非方向性策略；另外也可分为：多头-空头策略、套利策略、事件驱动策略以及走势策

略等等。在投资运作实践中，每一只对冲基金都会基于自身的投资理念，采用相应的投资策略，而不同的投资策略也

决定着对冲基金面临的风险种类和程度，进而决定着基金的表现。所以，了解对冲基金的各类投资策略及其相应的预

期收益率，是确立基金的收益水平、风险额度和投资风格的必要前提。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基础

第三
模块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1)
股票多空策略/固定收益策略

第四
模块

了解股票类投资的各种策略

掌握如何有效使用卖空机制

理清调节基金所面临的风险程度以及风险种类的思路

探讨组合投资的技巧

全面理解固定收益产品交易策略

探讨国债期货的有效使用

合理采用固定收益策略之道

课程内容

各种大宗商品交易方法的基本特性

大宗商品套利交易策略详解

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的要点

介绍量化投资技术及策略和组合管理

了解程序化和高频交易的利弊和操作

避免量化投资中的认识误区和操作陷阱

跟踪最新的量化交易技术及风险管理技术

对冲基金的历史、发展状况和经验教训

中国对冲基金市场现状、机遇及挑战

对冲基金的特点

对冲基金的结构

对冲基金策略及实例

对冲基金的收益与风险

课程内容

深刻理解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作用

鉴别方向性、非方向性和事件驱动等策略

系统阐述对冲基金投资策略的理念

了解各个金融市场的特征和共性

分析金融产品预期收益率的成因

2019

必修模块 (14天)

量化投资和程序化交易

量化投资和程序化交易都是基金数量化交易的特定方式。

数量化交易应用IT技术和金融工程模型，帮助投资者设定

投资策略、减少执行成本、执行套利和风险对冲。程序化

交易是投资者根据自身的投资经验，将市场常用的技术指

标写入电脑软件系统中建立数学模型，结合历史数据进行

指标的分析组合，将交易策略系统化。量化投资和程序化

交易将成熟的交易思想与严格的操作纪律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投资实战中不仅可以提高下单速度，更可以帮助投资者

避免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实现理性投资。

股票多空策略

股票多空策略就是在持有股票多头的同时，采用股票

空头进行风险对冲的投资策略。该策略自1949年世界

上第一支对冲基金——琼斯基金成立之时即被运用。

近几年来，采用股票多空策略管理的资金占比最大，

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策略。股票多空策略还衍生出更为

专业化的对冲基金投资策略，例如它是套利策略的基

础。因此，透彻了解股票多空策略不仅是掌握对冲基

金基本交易策略思想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深入理解其

它投资策略的基础。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2)

固定收益策略

固定收益策略是指运用市场中的债务工具，如国债和按

揭贷款抵押债券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等，进行套利的交易

策略。固定收益套利借助复杂的数学模型，筛选相对定

价出现偏差的固定收益债务工具以寻找套利机会，即利

用相似投资工具之间微小的定价异常，通过运用高杠杆

来放大收益，以满足对冲基金的绝对回报要求。著名的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大量采用固定收益策略。该策略曾

为投资者带来优异的投资收益，亦为对冲基金常用的投

资套利策略。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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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模块（2天）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3)/
全球宏观与CTA策略汇率策略与回撤管理

第六
模块

汇率与宏观策略的运用之道

金融期货的作用和在投资组合中的配置

从宏观视角解读对商品市场的理解

商品期货策略的优劣和CTA操作的利弊

从资产配置角度分析CTA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

基金头寸风险量与回撤大小的关系

对冲基金的最优回撤控制

课程内容

对冲基金的风险度量和管理

对冲基金要取得卓著的业绩，要求基金经理胆识结合。在了然各种投资策略，通过市场经验的积累，深化对市场认识的

同时，基金经理需发挥个人胆略，综合考虑风险偏好与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有选择的对冲掉自己不能把握的风险因素，

留下有把握的风险因素，通过对这些风险因素的分析，进行投资决策以获取绝对投资收益。能否精确判断和衡量基金所

面临的风险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基金交易和运营中的风险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是对冲基金业绩表现乃至成败的关键。

组合管理策略 (FOF)

采用组合管理策略（FOF）的对冲基金投资于其它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持有其它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

投资工具。在组合管理策略下，多只基金被“捆绑”在一起，可以分散对冲基金本身的投资和操作风险。另外，通过

专业投资者的二次精选，投资的收益有效性得到有效提高。本模块将细述组合管理策略的运用，为对冲基金平衡收益

风险，达到预期收益广开思路。

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

将对冲基金的业绩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估不仅能够综合评价资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优势，而且有利于及时发现对冲

基金管理与交易中的问题，未雨绸缪。一般来说，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有如下方法：通过指标分析衡量收益与风险、

综合考虑收益和风险进行评估（风险调整收益评价法）、评价基金经理的能力、持续评价基金绩效等。本模块将从组

合的角度深入理解对冲基金策略配置， 经理人选择， 有效风险分散与投资风险管理等问题。

第七
模块

全面解读对冲基金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衡量指标

如何使用风险模型预测对冲基金的业绩

有效管理对冲基金交易和运营中可能出现风险的方法

掌握对冲基金业绩评估的方法

实现对冲基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明了高效运用组合管理策略之道

课程内容

( 每位学员可从下面列表中任选1门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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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的风险度量和管理
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与组合管理策略(FOF)

宏观策略，是指利用宏观经济原理，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的识别和判断，发现金融资产价格的失衡错配，然后对股票、

债券、外汇、利率、期货和期权等不同投资板块进行轮换配置，争取获得高额收益的策略。宏观策略能够在全球范围

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进行投资。其具体投资策略灵活多变，可视具体行情进行多头、空头或者对冲操作。在投资组合分

散性上，采用宏观策略的对冲基金既可做分散性投资，也可进行风险较高的集中投资。

全球宏观策略

采用管理期货投资策略的基金将资金委托于专业的资金管理人（CTA），在全球期货和期权市场中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与

份额以获利。目前，CTA管理的资产约占对冲基金总规模的9.6%。在金融市场表现不理想的情况下，采用这一投资策略

的基金仍有三分之二实现赢利，体现出期货良好的风险对冲性。国内CTA市场当前仍处于萌芽期，随着2012年《期货公

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以及后续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国内CTA策略对冲基金必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CTA策略

汇率策略基于对各国间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政策走向做出分析判断，着重于各国货币间的交易，以扑捉市场上转瞬

即逝的价值偏差，实现较高的绝对收益。在选定周期内任一历史时点往后推，产品净值走到最低点时的收益率回撤幅

度的最大值就是最大回撤。最大回撤用来描述买入产品后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最大回撤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指标，

对于对冲基金和数量化策略交易，该指标比波动率还重要。

汇率策略与回撤管理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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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与内部控制 

上市公司报表分析 

互联网金融

投资组合管理 

数字经济时代

金融衍生品投资

资产证券化 

金融产品市场营销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02月

2017年03月

2017年04月

2017年05月

2017年06月

2017年07月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上海

北京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课程名称 天数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阚   睿

思高方达(Citco Fund Services)
董事总经理
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

李   宏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金融学特聘教授

麻省大学爱森堡管理学院
金融学教授

梁   兵

以往师资介绍

李宏先生 (Jeff Li) 现任世界第一大对冲基金运营商—思高方达

(Citco Fund Services) 的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

加 入 思 高 方 达 之 前 ， 李 先 生 是 由 索 罗 斯 基 金 、 O a k h i l l 

Platinum Partner 基金与李先生等合伙人共同创办的美国盛

融(OpHedge Investment Services LLC，' 盛融集团')  的创

始 合 伙人，公司执行、战略、运营和风险等委员会成员。在

创办盛融之前，李先生于1998 至2004 年在高盛集团纽约总部

的股票量化策略部与程序化交易部担任副总裁，全面负责风险

管理、组合交易和自动交易技术。在国际著名的金融工程大师

Emanuel Derman 带领下的团队里开发出高盛股票与衍生品

量化程序化交易系统。其任职期间，高盛程序化交易业务在全

球同行业评比中位居第一。此前，李先生是著名对冲基金-长

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高级

架构师和策略师，负责设计、开发股票及固定收益衍生品分析、

交易、风险管理系统及模型。

李先生在金融业务的管理、战略、技术及运营方面拥有超过20 

年的管理实战经验。其所涉及行业包括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

业 (IBM)、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的股票交易量化策略、对冲基金

投资策略与运营、风险管理等领域。李先生拥有中山大学物理

学士和电子工程硕士，美国旧金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高级管理和领导证书。

梁兵教授现任麻省大学爱森堡管理学院

金融学教授。他曾于2003 - 2008年间担

任麻省大学爱森堡管理学院金融学副教

授， 1995 - 2003年间担任凯斯西储大

学Weatherhead管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

授，200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梁兵教授在麻省大学担任多门金融学课

程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投资学，高

级投资学，公司财务，国际金融学和实

证金融经济学等;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讲

授资产管理等课程。

梁兵教授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如《金融

期刊》、《金融经济学期刊》、《商业期

刊》、《金融与数量分析期刊》等发表多

篇论文。他兼任《欧洲金融管理》杂志

对冲基金特刊的嘉宾主编，《欧洲金融

管理》、《另类投资期刊》、《投资管理

期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梁兵教授先

后参与了多部金融类著作（包括《数量

金融百科全书》）中有关投资、基金等

章节的编写。因其杰出的研究成果，梁

兵教授先后获得2003年欧洲金融协会对

冲基金类最佳论文奖，2006年麻省大学

爱森堡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和麻省大学

研发领域最高成就奖，2007年中国国际

金融会议最佳论文奖和BSI的伽玛基金会

研究奖，2007和2008年分别获得了爱

森堡管理学院特殊研究员称号等多个奖

项。梁兵教授于2003年被邀成为美国证

券管理委员会对冲基金圆桌会议的专家

组成员。

严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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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亚洲资本公司（Dymon Asia Capital）
集团总裁兼合伙人

罗佳斌

罗佳斌（Jay Luo）博士现任亚洲本土对冲基金戴蒙亚洲资本

公司（Dymon Asia Capital）集团总裁兼合伙人，主管风险管

理和运营。戴蒙对冲基金是最近两年飞速成长的亚洲本土对冲

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约30亿美元，其2011年资产回报率达

到20%以上，在彭博“2011全球大型对冲基金业绩排行榜”

排名第七。

在加入戴蒙亚洲之前，罗先生是全球著名对冲基金SAC资本的

亚太主管，一手建立了SAC亚洲团队，主管SAC集团在亚太地

区的业务，包括位于香港、新加坡、北京、东京的多个投资组

合管理团队。他主要负责投资组合管理、交易、策略、业务开

发、人事、所有前台和后台业务的管理等。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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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SH有限公司(CMASH, LLC)
主理合伙人
椋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Starling Ventures, LLC)
管理委员会委员

黄奇辅

黄奇辅博士目前担任CMASH有限公司

（CMASH, LLC）主理合伙人和椋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Starling Ventures, LLC）

管理委员会委员，并通过这两家机构实

施个人投资。黄博士曾与1997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创立了铂林资产管理公司

(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简

称“PGAM”），并自1999年10月公司创

立以来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直至

2009年12月离职。在任期间，黄博士将

PGAM的管理资产规模从4500万美元增

长至60亿美元。在黄博士2009年年末退

休之前，PGAM是全世界最大、聚焦于

固定收益产品的对冲基金之一。

黄博士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

J.C. Penney讲席金融学教授，在1983年

至1994年间一直在斯隆商学院任教。之

后，黄博士于1993年至1995年间在高盛

集团（Goldman Sachs & Co.）担任固

定收益衍生产品研究总监，并在1995年

至 1 9 9 9 年 担 任 长 期 资 本 管 理 公 司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合伙人，为该公司东京分公司的联合负责

人。1983年，黄博士获得斯坦福大学商

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

阚睿博士现任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主管量化交易及衍生产品柜台交易。

阚睿博士拥有近20年在国际投行工作的

经历，包括多年的衍生产品及量化交易经

验。他曾任摩根斯坦利执行总经理，负责

信用衍生品的策略；Red Wolf Capital 

Management ( 宏观对冲基金) 公司合伙

人；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资深策略师；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纽约数量化

策略部门经理。

阚睿博士是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普林斯

顿大学物理学硕士，斯坦福大学金融学

博士，其早期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方面

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和投资界都产生很

大的影响。



酣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聂   军

聂先生目前担任中国绝对收益投资管理协会理事长，同时也

担任海外华人资产管理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聂军先生拥有十数年投资全球对冲基金的丰富经验，是最早

涉足对冲基金组合（fund of hedge funds）业务的华人之一，

参与管理过数十亿美元投资资产。聂先生曾担任盈动资产管

理公司投资总监/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在加盟盈动资产管理

公司之前，聂先生曾是资产管理公司盛诺金基金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于2010至2012年曾担任该公司董事总

经理、执董、风险管理总监。此前，从2006年至2009年，他

曾担任亚洲最大对冲基金组合公司SAIL Advisors Ltd董事会

董事、投资监管委员会主要成员、董事总经理、风险管理总

监。从2002年至2006年，聂先生曾在美国担任美林证券公司

对冲基金组合投资分支机构风险管理及量化分析部门经理以

及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1998年至2002年，聂先生曾效力于

高盛证券公司的对冲基金组合投资分支机构，从事投资风险

管理及量化分析，并为公司建立独立高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作

出了杰出贡献。在加盟高盛之前，从1996年至1998年，聂先

生曾担任路透社旗鱼风险管理软件公司金融工程师，为风险

管理系统建立了各种复杂的衍生产品数学模型。聂先生曾就

学于著名的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聂先生

曾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数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数学硕士、

学士学位。在2004-2007年期间，聂先生曾担任武汉大学商

学院金融工程学客座教授。聂军先生对各种对冲基金策略有

深入的研究，精通各种投资的风险管理及监管、量化分析、

设计构造投资组合。 

聂先生不但有幸经历了西方对冲基金业尤其是对冲基金组合

行业迅速成长壮大的过程，他还见证了全球许多大大小小对

冲基金的兴衰荣辱。

以往师资介绍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金融学教授

严弘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曾任
SAIF负责学术项目的副院长和中国金融
研究院副院长。在全职加入SAIF前，严
教授获得美国南卡罗林纳大学莫尔商学
院金融学终身教职，并曾任德克萨斯大
学金融学助理教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及美国联邦储备局访问学者，以及长
江商学院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严弘教
授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博士
学位和密歇根大学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

严弘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投
资组合和财富管理、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金融中介的作用及中国金融市场，其研究
成果发表于世界顶级金融学术刊物，并数
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获优秀论文奖。他对
CDS 市场的研究于2007 年获美国职业投
资者组织Q-Group的研究奖项，而他的关
于公司财务困境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的研究
更于2010年获得由 PanAgora 资产管理
公司设立的Crowell奖。

严弘教授目前担任亚洲金融学会会刊
《金融国际评论》主编，曾任2013和
2014年度中国国际金融年会的论文评委
会主席，2013-2014美国中西部金融学
会年会的论文评委会分部主席，以及数
个国际金融学术会议评委，并为18种经
济和金融类国际学术期刊担任论文评审
员。他的研究项目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基
金的赞助，并被国际与国内媒体广泛报
道，其中一些成果也在实践中获得应用。
严弘教授入选上海“千人计划”，并为
一些学术和金融机构的顾问。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实践教授

Paul Burik

Paul Burik 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Burik 教授在

国际金融市场拥有3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曾在德国商业银行、

Ennis、Knupp & Associates咨询公司、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联

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等担任重要职务。其专业领域涉及商务管理、

基金管理、投资项目设计与实施、产品开发与风险管理。他在如

下领域具备丰富经验：通过敏锐而富有创造力的商业环境分析达

成商业目标与实际解决方案、思维领导力识别与发展、通过动员

跨部门与文化的高级职员实现商业目标、理解客户的投资需求并

通过调动最佳产品与客户经理提供最适投资项目、多方（员工、

客户、咨询师与媒体）高效沟通之道。

Burik 教授曾在多本专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是芝加哥大学证券

价格研究中心、欧洲学院的咨询委员会、美国国家商业经济问题

委员会和美国金融协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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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弘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首席策略师

王   庆

泓策资本创始人
投资总监 

周忠全

周忠全博士是泓策资本的创始人并担任投

资总监。他在外汇投资与研究方面有20

多年的实战经验。周博士1983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数学系，继 而 在 沃 顿 商 学 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获得统计学硕士及金融

学博士学位(1993)。周博士在国际知名的

金融学刊上发表过数篇独到及具影响力的

论文，其中包括1993年发表在《数学金

融学刊》(Mathematical Finance)上的获

奖 论 文 -“ 回 撤 控 制 的 最 优 投 资 策

略”。

在2003年创立泓策之前，周博士曾于

1 9 9 3 - 1 9 9 6 年 先 后 就 职 于 雷 曼 兄 弟

(Lehman Brothers)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两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自营部，

并于1996-1997年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商

学院金融系，于1997-2001年作为研究总

监任职于著名的美国外汇基金管理公司

- 量 化 金 融 策 略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Financial Strategies, Inc. (QFS))。

王博士于2013年4月加入重阳投资。重阳

投资是中国国内最大的阳光私募基金，

管 理 资 产 规 模 逾 百 亿 人 民 币 。

2011-2013年，王博士任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部执行

负责人；2007-2011年，担任摩根士丹

利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

家；2010-2011年，王博士带领的摩根

士丹利经济研究团队连续两年被《机构

投 资 者 》 杂 志 评 选 为 亚 洲 区 第 一 名 。

2007年之前，王博士在美国银行担任大

中 华 区 经 济 研 究 和 投 资 策 略 主 管 。

1999-2005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任经济学家，常驻美国首都华盛顿，负

责分析亚洲、东欧以至中东地区成员国

的经济情况，加强并执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督导政策框架。

王博士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专攻国际经济学和公共金融。此

前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宏

观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



学员感言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以及此起彼伏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金融企业和其他企业的

视野和高度都有了提升。同时，中国金融的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金融架构的不断丰富，都

给从业者提出了更多的机遇和更严峻的挑战。随着金融的开放，也会有更多的竞争者参与进

来，就必须有和国际金融企业对话的语言。这也是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要继续学习，在高金深

造的动力。

何  伟  长城证券有限公司  总裁 

高金对冲基金领军课程，一方面让我系统地学习了对冲基金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另外一方面，

课程非常注重的实战性，教授在课堂中的很多交流，可以应用到实战中去。课程最大特点就是

同学之间的交流分享非常踊跃。大家互为老师，相互的思想交流也可以变成操作，产生价值。

陈东升  同安投资管理公司  总经理

课程总体安排内容详实，比较贴近实际。高金所聘请的老师，使用的课堂题目和教材，都非常

实用，跟实际的运用都很贴近。让我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对冲基金业务的模式。对冲基金在中

国刚刚发展的时候，课程进行能系统专业地讲解和授课，我觉得非常好。

田伟  西部期货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金聘请的很多师资是在华尔街有过对冲基金的经历，是整个市场获得认可的业内人士。非常

有幸，能够在这个平台里学习，听到优质课程，打开眼界。课程部分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黑天

鹅事件对风险管理的影响不可小觑，对我非常有用。

樊玉妹 隆淳投资  总经理

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计算使数据产生价值，算法很关键。有密度的数据才有价值，平台能

力很关键。感谢交大高金对冲基金人才班，让我们站在一个高起点的平台上，与优才对话，与

时代共震。

杨梅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创始合伙人

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报名申请表

互联网金融 数字经济时代 上市公司报表分析

金融衍生品投资 投资组合管理 资产证券化

风险控制与内部控制 金融产品市场营销

SAIF对冲基金领军人才俱乐部依托于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学员为主

体。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学员毕业后可加入SAIF对冲基金领军人才俱乐部，尚未毕业的课程学员申请经SAIF对冲

基金领军人才俱乐部同意后也可参加活动。非SAIF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班的人员，若对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

较大贡献或为行业公认的领军人物，经俱乐部理事会讨论通过，可成为本俱乐部顾问会员。

SAIF对冲基金领军人才俱乐部旨在整合俱乐部会员资源，在会员间搭建畅通、长期、密切的沟通交流平台和资源共

享平台，加强会员之间、会员与母校、会员与行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通过开展论坛、研讨会、行业交流等活动提高

成员的学术和实践水平，提升会员凝聚力，同时通过提供定制化的个性服务，为会员终身学习、事业发展和成功提供

资源和帮助，构筑对冲基金行业领军人才高地。俱乐部会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论坛、业界交流、企业参访、海外

模块等系列活动。

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项目和香港、新加坡、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顶级的基金公司保持着密切的信息沟通和交

流，学员每年均可以参加由SAIF对冲俱乐部组织的海外模块的参访学习，参访机构包括监管机构、交易所、国际知

名对冲基金公司等。

(SAIF Hedge Fund Leaders Club，缩写为SAIF-HFLC)

SAIF对冲基金领军人才俱乐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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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友推荐：  SAIF EMBA        SAIF MBA        SAIF引领未来CEO课程         高金-沃顿合作：金融管理文凭课程 

   SAIF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SAIF HR金融领军企业人力资源高级课程

   交大或其他院校其他课程

1. 网站等公众信息：      SAIF网站         SAIF官方微信       百度       其他（请注明）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层管理教育2016年公开课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模块/天数 开课时间 授课地点

8模块
引领未来

CEO课程

中国/英国/美国

德国/俄罗斯等地
990,000

高金-沃顿合作:

金融管理文凭课程

全球金融运作:

兼并与收购

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

7模块

后E课程:

金融新课题
6模块

金融领军企业战略

人力资源高级课程
8模块

2016年10月

500,000/企业

（不超过5人）

2016年03月

2016年06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全球资产配置与投资战略

北京/上海/深圳

北京/上海

深圳/香港

北京/上海

深圳/美国

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

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

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

4模块

定制课程

8模块

金
融
管
理
专
业
课
程

综
合
管
理
发
展
课
程

顶级管理
课程

4天
沃顿-华尔街

海外课程
费城/纽约

海外
课程

课程价格
（RMB）

88,000

128,000

285,000

168,000

228,000

2016年05月

108,000

※  以上课程信息仅供参考，如有调整不另行通知，最终以开课实际信息为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保留最终解释权。

风险控制与内部控制 

上市公司报表分析 

互联网金融

投资组合管理 

数字经济时代

金融衍生品投资

资产证券化 

金融产品市场营销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02月

2017年03月

2017年04月

2017年05月

2017年06月

2017年07月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上海

北京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