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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A Institute -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CVA 协会介绍 

注册估值分析师协会(Chartered Valuation Analyst Institute)是全球性及非营利性的专业

机构，总部设于香港，致力于建立全球金融投融资及并购估值的行业标准，负责在亚太地

区主理 CVA 考试资格认证、企业人才内训、第三方估值服务、出版发行投融资专业书籍以

及进行 CVA 协会事务运营和会员管理。 

 CVA 协会宗旨 

建立金融投资与并购估值行业标准培养、考核及鉴定投资估值专业人才 

  联系我们 

✓ 官网：www.CVAinstitute.org 

✓ E-mail：contactus@cvainstitute.org 

✓ 电话：4006-777-630 

✓ 新浪微博：注册估值分析师协会 

✓ 地址： 

(香港)上环文咸东街 97 号永达商业大厦 3 楼 E 室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号友谊宾馆 62441 

如有投资估值相关岗位招聘需求，欢迎与我们联系！ 

 

  

 
 
请关注 CVA 协会微信平台，

了解 CVA考试等更多资讯 

http://www.cvainstitute.org/
mailto:contactus@cva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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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序言 
注册估值分析师（CVA）协会作为国内专业的以推动估值行业标准及提升投资估值人士

实务技能为核心原则的平台，一直以来致力于帮助业界人士职业路径发展及能力提升。自

2014 年首次 CVA 考试以来，我们至今已经在全国范围举办了 7 次 CVA 考试，也收获很多优

秀的 CVA 持证人。CVA 考试在社会的认可度以及逐渐扩大的在企业机构等雇主中的影响力，

是我们持续前进并推动国内估值行业标准化的一大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肩负的

责任重大，更加需要为推动 CVA 考试的公信力和含金量而砥砺前行。 

自 CVA 协会成立以来，我们从零起点开始，以国际化标准的企业估值建模方法为基准，

创立并完善了 CVA 知识体系，成为了国内首家以投资估值实务技能为核心的专业型资质认

证的机构。CVA 侧重于实战能力提升的特点和专注于投资估值细分领域的考试内容填补了国

内行业的空白。同时，我们近年来持续耕耘，优选并引进了 20 余本国际上最受欢迎的金融

类书籍，作为 CVA 知识体系的补充，并且满足了国内估值行业与国际接轨的需求。那么另一

方面，为了推动国内估值行业的标准化，CVA 协会每年都会研发并发布行业估值参数，方便

业内人士在工作中有标准可循，有依据可参考。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国内估值行业

标准化进程，为专业人士提供可量化的标准体系，以及为市场打造高职业素养且高竞争力的

投资估值人才。 

我们深知，对于在职人士来讲，职业的上升通道与发展路径是每一位业界人士最关注的

要点。因此，我们自 2018 年 3 月起推出《职业资讯 半月刊》，将持续为大家搜索投资估值

领域的相关优质职位并更新发布。职位信息来自于专业招聘平台或内部推荐，希望能够通过

此刊，帮助大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精准快速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更好应对市场需求的岗位。

我们也欢迎有投资估值人才需要的企业雇主和我们联系，我们也将竭力帮助企业雇主寻找到

合适的 CVA人才翘楚。 

让每一位 CVA 持证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更好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光芒，活出更

优秀的人生，是 CVA 协会最大的期待！ 

 

注册估值分析师（CVA）协会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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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岗位汇总表 

地点 序号 岗位名称 关键词 
对应

页码 

上海 

1 M&A Director 并购总监 
全球内汽车行业领先集团、新创建职位、向

CEO 汇报 

4 

2 并购投资总监 
医疗、大集团控股、集团旗下布局金融/类

金融机构 10 多家 

5 

3 投资并购经理 
知名医疗公司、兼并收购活跃、公司处于上

市阶段 

6 

4 投资并购部门总经理 
美国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负责组建投资

并购团队、稳健平台 

7 

5 
Strategic Investment 

Director 

国内上市公司全资控股、资本雄厚产业基

金、 多元化投资平台 

8 

6 Investment Director 
a 股上市公司、TMT 行业领先地位、专注对

外投资 

9 

7 Investment Director 美国上市、全球并购范围、互联网公司 10 

8 
Senior Investment 

Director - M&A 

积极从事并购交易、全球制药行业的领导

者 

11 

9 
Top tire IB-Cross border 

M&A Asso 

Top-tier IB、cross-border M&A 12 

10 投资项目经理 
大型国际时尚品牌集团、多元化时尚发展、

创新的工作氛围 

13 

11 Investment Manager Industry leader、  Booming industry 14 

深圳 
1 投资并购总监 

知名平台的优秀背书、可预见的职业上升

空间 

15 

2 股权投资总监 类国企性质、项目质量优质、带团队 17 

广州 

1 投资并购总监 
内部晋升空间大，员工持股计划、薪酬有竞

争力 

19 

2 投资总监 
完善的公司福利、高度授权的企业文化、有

竞争力的奖金制度 

21 

宁波 1 集团投资项目经理 宁波知名上市公司、良好的发展平台 23 

北京 

1 分析师 /经理 
外资精品投行，专注跨境并购、良好的项目

储备，精英团队 

25 

2 文化影视产业投资总监 
国内知名上市集团 、极佳的职业发展前景 26 

3 
Strategic Investment 

Head 

投资聚焦于新兴产业、生活工作平衡 27 

4 投资并购总监 
医药行业、公司背景雄厚、向董事长汇报、

带领 4-5 人团队 

28 

杭州 1 M&A director 吉利  主导汽车行业、新组建团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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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职位分布分析 

 

 
 

 

 

 

注： 

1. 本文共计包含 6 个城市（上海、深圳、广州、宁波、北京、杭州），21 个职位信息。 

2. 因网站职位信息为中英文结合，此职位信息为中英文结合 

3. 职位信息来源于 Michael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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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Director 
 New business model, leading company in the industry 

 Newly created position, directly report to CEO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My client is the leading group company in automotive sector with 

global coverage. To further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they setup a sub company focusing on M&A deals. 

Now they are recruiting people for this sub company. 

 

Job Description 

✓ 据集团战略，执行公司投资计划，实施收购兼并、资本运作，

寻找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及合作项目； 

✓ 筛选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主导落实安排交易结构； 

✓ 拟订需要洽谈的项目谈判策略，组织进行商务谈判，拟定并落

实合作方案； 

✓ 协调与项目融资团队和协调财务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调查

报告 CEO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内外重点大学财务、经济、金融、法律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 具有投资、法律、财务等相关领域机构认证资格者

优先； 

✓ 知名会计事务所、投行、VC/PE、5 年以上工作经验，曾多次

参与及成功完成有影响力的重大并购项目、直接投资项目，并

在项目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 熟悉国内资本市场运作，有扎实的国内外 VC/PE、跨国公司或

者投资银行直投业务负责人的实操经验； 

✓ 具备优秀的沟通和谈判能力，出色的协调能力和项目管理能

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英语熟练； 

✓ 进取心强，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业务拓展能力及领导管理能

力，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Contact: Anita Yang 

Quote job ref: 3973087 

+86 21 6062 3073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Attractive remuneration package 

Ownership of the M&A team 

Leadership exposure and numerous full cycle deal execution 

opportunities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ma-director-%E5%B9%B6%E8%B4%AD%E6%80%BB%E7%9B%91/ref/3973087?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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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并购 

投资总监 

 大型集团控股 

 投资并购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集团旗下布局金融/类金融机构 10 多家，目前涉及集团财务公司、

融资租赁、小额贷款、消费金融、金融保理、第三方支付、财富管

理平台、清算平台、资产交易平台等金融服务业务，同时拥有专注

于股权投资和基金管理的创投公司 

 

Job Description 

✓ 参与制订公司投资策略、投资管理体系及各相关流程的建设； 

✓ 负责组织对医疗项目进行发掘、分析、调查和评估，拓展项目

资源； 

✓ 带领团队对已筛选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可行性分析，并提

出介入方案； 

✓ 能够指导团队其他成员工作，完善投资研究体系，优化投资流

程，提高投资能力； 

✓ 负责项目投后增值管理和退出等工作，保证投资效益最大化； 

✓ 其他工作事项。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5 年以上投资相关工作经验，有医疗投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

虑； 

✓ 具有较强的统筹规划能力，出色的团队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

能力； 

✓ 具有投资、法律、财务等相关领域机构认证资格者优先考虑。 

Contact: Chen zi Yu 

Quote job ref: 3944068 

+86 21 60623018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广阔晋升空间和资源积累机会 

✓ 优渥的薪资待遇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8C%BB%E7%96%97%E5%B9%B6%E8%B4%AD%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3944068?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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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经理 
 行业很有前景 

 兼并收购很活跃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公司是业内非常有名的医疗服务公司，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背景，

很有前景的发展，每年的增长非常可观，并有非常雄厚的投资者

支持。 

 

Job Description 

此职位主要负责兼并收购中的尽职调查，参与后期的收购谈判及

整合，以及前端的行业分析，目标筛选。潜在的候选人必须具备

很扎实的财务模型能力，有丰富的兼并收购项目经验，最好有制

药，医疗领域的项目经验。候选人可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兼并收

购咨询部门，或者 PE/VC 行业。薪水可谈，公司也正在上市的过

程中。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候选人可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兼并收购咨询部门，或者 PE/VC 行

业。薪水可谈，公司也正在上市的过程中。 

Contact: Wendy Wang 

Quote job ref: 3923791 

+86 21 6157 504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很好的行业前景，上市的机会，投资收购很活跃，职业晋升机

会，竞争力的薪水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7%BB%8F%E7%90%86/ref/3923791?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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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部门 

总经理 

 新部门的创始人带领公司的业务拓展 

 稳健发展的平台以及专业的团队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股东背景实力

强大，具备专业的经理人团队。为了更好的提高市场份额以及业

务质量，我们正在招聘一位资深的投资并购专家，为公司组建投

资并购团队。 

 

Job Description 

主要负责组建投资并购团队，搜寻金融科技相关的公司或者机

构，如评级机构、大数据公司，等，并进行标的分析、评估、筛

选，从而进行相关项目的谈判、收购架构的设计、以及具体的项

目实施并落地。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领域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历。十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尤其在投行、私募、企业并购等领域有相关经验。成功的投

并经验。 

✓ 优秀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出色的领导能力。 

✓ 中英文流利，能够独立向美国的董事会汇报。 

Contact: Jackie Wang 

Quote job ref: 3952649 

+86 21 6062 301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我们的客户愿意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9%83%A8%E9%97%A8%E6%80%BB%E7%BB%8F%E7%90%86/ref/3952649?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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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Investment 

Director 

 资本实力雄厚的产业基金 

 多元化投资平台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国内大型上市公司全资控股的金控公司，促进境内

外上市公司的转型升级，提供多种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投资范围

覆盖并购、非上市公司整体收购、管理层并购交易、夹层投资、

境外上市公司私有化等。 

 

Job Description 

✓ 协助管理层制定母公司的金融转型战略及具体实施； 

✓ 带领团队成员完成各金融细分领域的研究，寻找并筛选可投

资或并购的金融标的； 

✓ 带领团队成员实施投资、并购工作，及规划后期整合工作； 

✓ 指导团队成员对所并购项目进行跟踪管理。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8 年以上的金融行业并购经验，在行业内一定的人脉及资

源，有较好的知名度； 

✓ 优秀的投资分析能力，对金融业发展态势有良好的前瞻性，

CFA、FRM 优先； 

✓ 综合素养佳，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组织协调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强，出色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商务谈判能力、人际沟通能

力及领导力； 

✓ 高度的责任心、讲究工作效率并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Contact: Jackie Wang 

Quote job ref: 3950941 

+86 21 6062 301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我们的客户愿意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以及激励机制。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strategic-investment-director/ref/3950941?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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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Director 

 A-share listed company, leading position in TMT sector 

 Good platform and focus on outbound investment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My client just got A-share listed successfully this year and 

specific in TMT hardware sector. Given strong R&D team, fast 

expansion globally, they a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is 

sector. 

 

 

Job Description 

✓ 在全球范围内，对具备价值的项目进行筛选、储备和跟踪分

析。 

✓ 负责实施企业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事宜，包括境内与跨

境。例如：商务谈判、交易落实等。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Strong corporate M&A experience ideally both inbound and 

outbound experience; 

✓ full cycle investment deal experience; 

✓ strong communic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 good team player 

Contact: Ashley Yang 

Quote job ref:3958542 

+86 21 6122 620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attractive package 

good platform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pansion plan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investment-director/ref/3958542?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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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Director 

 Global M&A scope and strong deal flow 

 Giant internet company located in Shanghai, US listed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is an US listed internet company and experienced 

high growth since its set up in China and now they are more 

externally focused to explore oversea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Job Description 

They role will belong to their investment team and reporting to 

their investment VP directly, take charge of the end to end M&A 

deal of deal sourcing, negotiation and SPA agreement sign up.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We are looking for candidates with strong overseas 

background- either in education or working experience. 

✓ a minimum of 3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investment 

banking, or well known PE/VC. 

✓ Fluent English and Chines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influence. 

✓ Deal experience in TMT sector is a must for this role. 

Contact: Luna Han 

Quote job ref: 3955439 

+86 21 6062 3092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join a giant internet company with an 

ambitious plan to invest in worldwide and to handle end to end 

investment deals.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investment-director-internet-player/ref/3955439?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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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ior 

Investment 

Director 

 Promising career development with rapidly business 

increase 

 Worldwide leader in pharm industry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My client is a well-known domestic client in pharma industry that 

aggressively doing M&A deal. 

 

Job Description 

✓ Full cycle M&A scope that including deal sourcing (long-

short to shortlist review), evaluation, FDD, negotiation and 

post management. 

✓ Communicate with cross-function team & responsi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will carry out tasks by 

managing a cross-functional team involving persons from 

our Business Units, Finance, Legal, Human Resources, IT, 

etc.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Big 4 - Transaction Services M&A team, has Pharm or life 

science related industry projects - Senior Manager level 

✓ Big pharm/health-care company - that doing BD/ Strategy 

role that covers M&A ( OPEN for MNC or BIG domestic 

company) 

✓ PE & Investment Firm that involved with Pharm or health-

care related industry 

Contact: Nana Wen 

Quote job ref: 3919873 

+8610 5969 066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Attractive package 

✓ Ownership of the investment team 

✓ Leadership exposure 

✓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rotation plans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senior-investment-director-ma/ref/3919873?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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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ire IB-Cross 

border M&A Asso 

 Top-tier IB 

 cross-border M&A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provides advisory and capital raising services to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clients involved in public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rivate treaty acquisitions and divestments, 

debt and equity fund raising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Job Description 

✓ Execute live deals which may include mergers, acquisitions, 

divestitures, spin-offs, split-offs/carve-outs, leveraged 

buyouts, debt / equity advisory, and other structured 

transactions with significant cross-border exposure 

✓ Perform detailed financial analysis and valuation, including 

three-statement operating models, leveraged buyout, 

accretion / dilution, discounted cash flow, public 

comparables, and precedent transactions analyses 

✓ Spearhead transaction execution processes, from preparing 

marketing materials to conducting due diligence to writing 

investment committee memoranda through coordination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Minimum 2 to 4 years hands on experience in cross-border 

M&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perience, with 

exposure to Western companies are highly valued 

✓ Candidate should possess long-term oriented investing 

skills including investment,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kills 

with strong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China-base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Degree in Finance，Economic，Accounting，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r any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 

Contact: Chen zi Yu 

Quote job ref: 3967058 

+86 21 60623018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Competitive package and systematic training 

✓ Fast-track career path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top-tire-ib-cross-border-ma-asso/ref/3967058?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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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经理 

 大型国际时尚品牌集团 

 不定期举办论坛和培训，建立全方位的发展培养体系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集团旗下拥有诸多国际品牌，注重多元化时尚发展，各品牌在国

内受欢迎度很高。 

 

Job Description 

✓ 根据集团战略要求，搜集、整理、分析潜在投资机会； 

✓ 就潜在投资机会进行初步论证与判断； 

✓ 协助投资总监完成投资项目的整体执行工作，包括：对外管

理项目各中介机构，以及内部跨部门协作等； 

✓ 协助投资总监，主导投资项目的估值分析工作，视项目需

求，采取合理方法搭建财务估值模型等； 

✓ 协助投资总监，主导项目业务计划和预算的编写工作； 

✓ 协助投资总监完成投资项目法律文件的起草和谈判工作； 

✓ 主导投资项目内部汇报材料的编写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董事

会汇报材料等； 

✓ 协助投资总监，对被投企业进行日常管控和沟通，安排投资

退出等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3 年或以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 PE/VC 工作经验（1-2 年四

大特别优秀的候选人也考虑） 

✓ 具备较为丰富的投资项目经验和稳固的财务知识基础。 

✓ 性格成熟稳重，诚信，勤奋，责任心强。 

✓ 良好的英文沟通能力。 

Contact: Erin Sun 

Quote job ref: 3979486 

+8621 6062 308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有吸引力的薪水 

✓ 拥有创新的工作氛围和多元的发展通道。 

✓ 集团在线上线下不定期举办论坛和培训，建立全方位的发展

培养体系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7%BB%8F%E7%90%86-open-young-potential/ref/3979486?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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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Manager 

 Industry leader 

 Booming industry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行业前三，且海外投资并购做得较成熟。 

 

Job Description 

✓ 负责组织分析和研究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并对其信息进行有针

对性收集，为本企业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工作，

确保相关信息的及时通报； 

✓ 协助实施项目的尽职调查；撰写尽调报告，负责项目评审汇

报，参加出资人汇报，协助部门负责人商务谈判、协议签署

等工作；  

✓ 负责投资成功项目的投后管理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全日制知名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企业管理，金融或

相关专业； 

✓ 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外资投行或者 VC/PE 的工作经验者

优先，中英文能力要强，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者优先。 

✓ 具有独立的价值分析与评估能力，优异的财务分析基础,熟

悉各类财务模型 

✓ 具有极强的行业/公司分析能力和经验；在某些主流行业具

有特长。 

✓ 逻辑思路清晰,有独立的项目管理经验和能力 

Contact: Sophia Yang 

Quote job ref: 3962206 

+86 21 6157 504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成熟的团队。 

✓ 知名且经验丰富的直线领导。 

✓ 从投前到投后，全流程接触。 

✓ 丰富的公司福利以及股权。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investment-manager-industry-leader/ref/3962206?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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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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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总监 

 知名平台的优秀背书 

 可预见的职业上升空间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 公司是某行业领军的上市地产服务商 

✓ 在资产端及资金端均有丰富积累，千亿级规模，业务遍布全

国 

 

Job Description 

✓ 调查、研究细分行业领域，撰写行业研究报告 

✓ 通过收集信息、研究资料对潜在并购项目进行筛选、评估，

确定并购目标 

✓ 负责并购目标的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 

✓ 负责已并购项目的业务整合和投后管理 

✓ 负责投资项目的财务测算等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知名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 5 年以上相关经验 

✓ 具备全局意识，有较强的战略判断和决策能力、组织领导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 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分析能力、项目筛选能力和开发统筹组

织能力 

Contact: Josephine Jia 

Quote job ref: 3976858 

+86 755 3358 462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具有行业竞争力的薪酬及其他激励 

✓ 大平台的优秀背书 

✓ 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晋升机制 

✓ 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上级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6%80%BB%E7%9B%91/ref/3976858?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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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总监 

 公司属于类国企性质，项目质量优质 

 希望候选人具有完整项目经验（主要针对国内股权投资项

目），带团队 

 深圳、临时 

 

About Our Client 

国企性质，团队在深圳，落地基金规模达 50 亿，主要投资项目

类型集中于 TMT，大健康等行业，投资轮数主要集中于 A 轮-C 轮 

 

 

Job Description 

✓ 能够根据公司投资战略要求，搜寻适合公司投资要求的投资

项目信息；对项目前期市场分析、财务分析、项目执行、利

润点和运营模式有准确把握能力； 

✓ 负责投资项目总体策划与实施，协调项目小组对内对外分

工，并对项目工作结果负责； 

✓ 执行重大项目的投资，包括撰写项目的立项报告和投资建议

书、组织项目的尽职调查、参与项目的合同谈判和签署、跟

进项目的后续管理等； 

✓ 协调与维护投、融资者关系，整合与项目相关的外部资源，

全程推进项目顺利进展；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经济、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 在金融领域有 8 年以上从业经验与 3 年以上管理经验和 3 个

以上 PE 基金管理运作经验，有海外工作背景优先； 

✓ 在投资、投资管理、融资管理领域至少一个领域有成功案

例；有在私募基金投资方面成功案例者优先； 

✓ 具有投资、法律、财务等相关领域机构认证资格者优先

（cfa，cpa，律师资格证，注册会计师等）； 

✓ 熟悉中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有扎实的国内外 vc/pe、跨国公

司或者投资银行直投业务负责人的实操经验； 

…… 

Contact: Maxi Zou 

Quote job ref: 3888610 

+86 755 3358 4635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平台稳定 

✓ 项目质量良好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3888610?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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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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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总监 

 内部晋升空间大，总部培养后有机会竞选下属子公司高管 

 员工持股计划，薪酬有竞争力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上市的金融集团，实力雄厚，发展速度稳健，资

源丰富，重用新人。 

 

 

Job Description 

✓ 执行公司的战略计划，寻找和执行能够完善金控平台产业布

局的战略并购投资项目，寻找和发掘境内外金融行业投资和

并购机会，进行项目储备；                                                                                                 

✓ 筛选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推动和执行目标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项目立项、尽职调查、财务估值、交易架构设计、商务

谈判、程序审批、融资安排、权属交割等工作 

✓ 制定并购投资管理规章制度，优化投资流程，完善并购投资

管理体系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硕士以上学历，金融、经济、投资、财务、法律、MBA 等相

关专业； 

✓ 2.5 年以上金融机构（保险、信托等）或并购投资领域工作

经验，具有 1 个以上成功案例，能够熟练运用相关工具对目

标公司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 有良好的金融行业人脉资源、机构资源或社会资源，具有寻

找开拓项目源的能力； 

✓ 有良好的收集、整理、分析资料能力及文字编撰能力，能独

立编制和处理项目相关的文案资料； 

✓ 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分析能力、项目筛选能力和开发统筹组

织能力，较强的风险意识； 

✓ 有保险（寿险）行业从业经验或从事过保险公司并购项目的

专业人才优先考虑； 

 

Contact: Louisa Liang 

Quote job ref: 3961865 

+86 20 2338 57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内部晋升空间大，总部培养后有机会竞选下属子公司高管 

✓ 员工持股计划，薪酬有竞争力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9F%90%E5%AE%9E%E5%8A%9B%E4%B8%8A%E5%B8%82%E9%87%91%E8%9E%8D%E6%8E%A7%E8%82%A1%E9%9B%86%E5%9B%A2%EF%BC%8C%E5%B9%B6%E8%B4%AD%E6%8A%95%E8%B5%84%E9%AB%98%E7%BA%A7%E7%BB%8F%E7%90%86/ref/3961865?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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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完善的公司福利以及有竞争力的奖金制度 

 快速上升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及高度授权的企业文化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百亿级别的大型高科技企业，覆盖国内最热门的

医疗、教育、智能制造业等市场，总部在广州，公司环境优美高

端，公司福利好。 

 

 

Job Description 

✓ 根据集团产业战略部署，执行公司战略投资计划，实施收购

兼并、资本运作，寻找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及

合作项目，分管所属行业的投资工作； 

✓ 筛选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主导落实安排交易结构； 

✓ 拟订需要洽谈的项目谈判策略，组织进行商务谈判，拟定并

落实合作方案； 

✓ 具体负责结合集团投资并购行业布局，负责定期提交对应行

业研究报告；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内外重点大学经济、金融、财务、法律等相关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具有投资、法律、财务等相关领域机构认证资格

者优先； 

✓ 国内或国外知名投行、VC/PE、或大型企业资本运作部门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曾多次参与成功完成国内有影响力的重大

并购项目、直接投资项目，并在项目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 熟悉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有扎实的国内外 VC/PE、

大型公司或者投资银行直投业务负责人的实操经验； 

✓ 具备优秀的沟通和谈判能力，出色的协调能力和项目管理能

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 有责任感，进取心强，具有良好的领导管理能力及业务拓展

能力，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 

✓ 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及商业道德口碑。 

 

Contact: Louisa Liang 

Quote job ref: 3761380 

+86 20 2338 57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完善的公司福利以及有竞争力的奖金制度； 

✓ 年轻化、有活力的工作平台，有梦想懂落地的团队成员； 

✓ 快速上升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及高度授权的企业文化；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5%A4%A7%E5%9E%8B%E7%99%BE%E4%BA%BF%E7%BA%A7%E5%88%AB%E9%AB%98%E6%96%B0%E7%A7%91%E6%8A%80%E4%BC%81%E4%B8%9A%EF%BC%8C%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3761380?source=search&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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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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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投资 

项目经理 

 宁波知名上市公司 

 良好的发展平台 

 宁波、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集新材料、新能源、精密切割丝、精密零部件、高端卫浴、资本合

作等六大产业于一体的科技型、资本型、国际化集团公司 

 

 

Job Description 

✓ 成为国际投资部在满足企业战略标准和具体财务/运营指

针的目标市场领域进行的海外并购（"M＆A"）战略的内部

不可缺少的成员。 

✓ 独立地并与内部业务部门合作，识别和评估投资、收购或

战略合作伙伴的潜在标的，及研究该潜在标的公司的发展

方向，并建立和维护目标行业的专有数据库/管道。 

✓ 执行并购交易流程，包括内部工作组的协调，外部顾问的

管理，全面的财务模型生成和分析，尽职调查流程，谈

判，法律审查和文件，税务结构，交易后整合活动等。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至少 4 年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和企业发展工作经验 

✓ 学士及以上的金融，商业，管理的学位或相关领域的 CPA或

CFA 资格认证 

✓ 广泛的国际并购背景，具有战略和创造性思维，尽职调查，

建模，谈判和结束交易以及兼并后管理/整合活动的经验 

✓ 在新机会鉴别，规模和策略，投资分配和优先级以及一般企

业战略方面有广泛的经验 

…… 

Contact: Yvonne Jiang 

Quote job ref: 3970826 

+86 512 6799 5318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良好的薪资福利和发展平台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9%9B%86%E5%9B%A2%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7%BB%8F%E7%90%86/ref/3970826?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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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 /经理 

 外资精品投行，专注跨境并购 

 良好的项目储备，精英团队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该公司是国际顶级精品投资银行，专注于跨境并购项目，行业涉

及 TMT,高科技，消费，媒体，医疗等行业。曾参与多个明星项目

在业界具有极高声誉，团队成员均来自一线名校和知名投资银

行。 

 

 

Job Description 

✓ 基于目标企业或资产情况构建折现现金流和杠杆收购模型，

并撰写估值报告 

✓ 协调项目律师、审计师、技术顾问、媒体顾问等团队，确保

项目时间表按计划推进 

✓ 与监管机构/融资银行保持密切沟通，协助其内部项目审核

工作 

✓ 编写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报告书及公告文件 

✓ 起草呈供企业客户的项目建议书以及并购专题培训材料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顶尖的教育背景 

✓ 1-2 年外资投资银行/一线投资银行跨境并购业务线工作经

验，特别优秀的四大 Deal or TS 并购业务组的明星选手也

可考虑 

✓ 优秀的电脑操作技能，精通 Excel, Word 和 PowerPoint 

✓ 熟练的金融建模及优秀的写作能力 

✓ 具有潜在领导能力、毅力、创造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并有

较强学习新知识能力 

✓ 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Contact: Margaret Hao 

Quote job ref: 3934051 

+86 10 5969 060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88%86%E6%9E%90%E5%B8%88-%E7%BB%8F%E7%90%86-%E5%A4%96%E8%B5%84%E7%B2%BE%E5%93%81%E6%8A%95%E8%A1%8C%EF%BC%88%E8%B7%A8%E5%A2%83%E5%B9%B6%E8%B4%AD%E6%96%B9%E5%90%91%EF%BC%89/ref/3934051?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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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视产业 

投资总监 

 国内知名上市集团 - 文化影视产业投资总监 

 极佳的职业发展前景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国内知名上市集团，在金融、地产、医疗等多个领

域均占据行业领军地位。目前公司在文化影视产业领域加速扩

展，现诚聘投资总监主要负责文化影视产业方向的投资并购。 

 

 

Job Description 

✓ 主要从事中国大陆及欧洲、美国、香港等地区影视院线等行

业股权投资、资本运营、项目开发和管理等工作； 

✓ 建立影视院线等行业投资项目经济数量分析模型，为集团投

审会提供决策支持负责； 

✓ 预审影视院线等行业投资项目，提供投资建议、对投资对象

进行考察甄选、可行性分析、协议书、合同、章程等，执行

投资的流程操作； 

✓ 负责影视院线等行业投资项目的申报、立项、环评、报建、

督办、批文领取和以及项目交割等工作；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中英文流利，并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金融等经济类专业硕

士或具有理工科复合背景同等学历，海外名校毕业优先； 

✓ 具有国际知名投行平台 5 年以上；全面参与过影视院线等行

业中、大型投资类项目，有主导专项投资的成功案例优先； 

✓ 具有投资银行或投资交易执行（包括不限于交易结构设计、

估值、海内外尽职调查及交易谈判等）相关经验； 

✓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财务分析

和投资决策等专业技能；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和

敬业精神； 

…… 

Contact: Joyce Gao 

Quote job ref: 3960030 

+86 10 5969 045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极佳的职业发展平台 

✓ 涉猎行业龙头企业大型投资项目 

✓ 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文化影视产业投资总监-国内知名上市集团/ref/3960030?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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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Investment 

Head 

 Strategic Investment focus on emerging industry such as 

AI, Healthcare 

 Work life balance and more business ownership compared 

to PE/VC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Client is one of the biggest consortium in Asia, has business 

across the world. In China, their existing business are in Energy 

and Telecom industry. Now they sincerely hire a strategic 

investment head to lead the department to focus on new 

technology, healthcare, digital logistics areas. 

 

 

Job Description 

This role will need to set up the department and lead the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following areas: 

✓ New Technology 

 AI Chip, Visual/Vocal Recognition 

✓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Storage, Smart Warehouse 

 Cold Chain Supply Chain 

✓ Healthcare 

 High-end Healthcare Service 

 Precise Medical Treatment 

 Medical Information 

✓ - Bio-pharmaceutical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Has over 2 billion RMB size investment experience, ha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VC experience. 

✓ At least 10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investment. 

✓ Has known the whole investment procedure, including deal 

sourcing, analysis, due diligence, investment execution, 

post investment management, exit, etc. 

✓ Familiar with related industry policies and developing 

trends. 

Contact: 

Spencer Wang 

Quote job ref: 3963339 

+86 10 5969 050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Downtown Beijing Location with Luxury Working 

Environment. 

✓ Above average package with good benefit. 

✓ Ownership to the business and portfolio, and Global 

exposure. 

✓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eam and line manager. 

✓ Work-life balance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asian-consortium-strategic-investment-head/ref/3963339?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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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总监 

 医药行业，公司背景雄厚 

 向董事长汇报，带领 4-5 人团队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客户属于大健康产业，是国内知名医药公司，集团总共 500 人，

下属 5 个子公司，经营业务包括制药、医疗、保健品等。企业产

值规模逾 30亿人民币，商业战略是通过研发新药、并购公司等

途径来扩大规模，占有市场份额。随着"两票制"、"一致性评价

"、"营改增"等政策的出台，现诚聘医药行业资深投资并购人

才，为公司提高效率、保持合规、并与企业共同发展。 

 

 

Job Description 

✓ 此职位汇报给董事长，带领 5 人投资并购团队。 

✓ 全权负责投资并购工作，并购方向包括：制药公司、产品、

产业园区、医疗机构等，标的以千万级为主。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统招本科，医药相关专业，硕博尤佳； 

✓ 医药行业 5年以上投资并购经历，有药厂并购及医院并购管

理经验； 

✓ 熟练运用相关工具对目标公司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 性格沉稳、踏实、易于沟通、应变能力强； 

 

Contact: Spencer Wang 

Quote job ref: 3939061 

+86 10 5969 050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办公地点在朝阳区，办公环境良好； 

✓ 直接汇报给董事长，且团队专业度高； 

✓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资待遇。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5%9B%BD%E5%86%85%E7%9F%A5%E5%90%8D%E5%8C%BB%E8%8D%AF%E9%9B%86%E5%9B%A2-%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6%80%BB%E7%9B%91/ref/3939061?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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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杭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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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director

吉利 

 Leading company in automotive industry 

 Newly setup team with good career progression potential 

 杭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My client is the leading group company in automotive sector 

with global coverage. To further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they setup a sub company focusing on M&A 

deals. Now they are recruiting people for this sub company 

 

 

Job Description 

✓ Researching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Strategic due diligence 

✓ Commercial due diligence 

✓ Corporate strategy and acquisition strategy 

✓ Business Planning 

✓ Business growth strategy 

✓ Market entry strategy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Experience with Mid-large consulting firm is required 

(MUST) 

✓ 6 - 8 years of relevant consulting experience 

✓ Familiar with automotive industry 

✓ MBA will be preferred 

 

Contact: Eric Ran 

Quote job ref: 3924497 

+86 512 6799 531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My client offers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attractive package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ma-director/ref/3924497?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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