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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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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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1 投行部分析师助理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投行部招聘实习生、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4 

2 投资经理 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强股东背景、与专业团队公司 5 

3 投资副总裁/总监 TMT、大平台，项目储备优质、 多个明星案例，良好的投资收益 6 

4 投资分析师 旗下管理着人民币和美元境内外投资基金、专注于成长期和并购阶段投资 7 

5 高级投资经理 薪资优厚，激励机制非常好、精英团队，发展空间非常大 8 

6 
M&A and Corporate 

Development VP 

Working for one Leding Domestic TMT/Gaming/entertainment Public Group 

As Investment Lead for Film buisness units to meet business strategy in the mark 
9 

7 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 TMT 方向、专业的投资团队、双币基金 10 

上海 

1 投资经理 知名美股上市医疗公司、投资并购经理 12 

2 Regional M&A Director 
Niche market leading player with strong deal flow 

Full scope M&A exposure and covers Asia Region 
13 

3 
M&A Director -

Healthcare 

Market leading player with strong deal flow in pharma industry 

Full scope M&A exposure and covers hundred billion business 
14 

4 Investment Analyst US projects、Fast growing business、US Property group 15 

广州 

1 投资并购总经理 中高管股权分配方案、项目存量丰富，积累多个项目投资落地经历 17 

2 投资总监 可投资金充足的上市集团、有成功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并购经验 18 

3 高级投资经理 集团总部的新成立资本运作部平台，内部晋升空间大 19 

4 高级投资经理 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广阔的职业晋升通道 20 

深圳 

1 投资并购总监 公司背景好，是集团性质的公司，行业排名靠前、集团总部转型做智慧地产 22 

2 投资副总监 上市公司大平台、良好的职业背书 23 

3 投资经理 医疗行业、国资平台信托机构、角色定位发挥空间大 24 

珠海 1 战略并购 D/MD 知名平台的资源支持、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26 

苏州 1 战略投资部总经理 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开发与运营商、战略投资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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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职位分布分析 

 

 

 

注： 

1. 本文共计包含 6 个区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苏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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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信息来源于自有招聘、Michael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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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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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部分析师

助理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投行部招聘实习生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详见官网 

 

Job Description 

✓ 深入研究国内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新业务及新模式                  

✓ 辅助进行数据分析、行业分析、财务分析等任务                          

✓ 辅助完成尽职调查报告                             

✓ 按时完成分析师交办的其他任务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实习时间三个月，每周坐班时间不低于四天                             

✓ 优秀的教育背景，不限专业             

✓ 优秀的分析、归纳、概括、逻辑思维能力、数理分析能力和学习

能力               

✓ 良好的中文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 具备银行、证券、信托等相关实习经验优先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 

至右侧邮件 

What's on Offer 

✓ 有意者请发简历：touhangbu-bj@bankofshanghai.com    

✓ 邮件标题格式：【应聘投行部实习】+个人姓名+学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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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强股东背景、与专业团队公司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国内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强股东背景，目前重点关注战略新

兴产业、消费产业等领域，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

等行业。目前已投出超过 40 亿人民币共计超过 20 个项目。 

 

Job Description 

参与投资项目尽调、行研、访谈、建模、上会等项目承做全流

程。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至少 3 年以上投资经验； 

✓ 较多接触新经济投资领域（TMT、大消费、新能源、新材料

等）； 

✓ 较强的财务功底； 

✓ 有完整的项目经验； 

联系: Jancy Li 

职位编号: 3998844 

+86 10 5969 052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与专业的团队共事； 

✓ 深度参与知名投资项目，积累项目经验；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7%9F%A5%E5%90%8D%E7%A7%81%E5%8B%9F%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6%9C%BA%E6%9E%84/ref/3998844?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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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副总裁/总监

（TMT） 

 大平台，项目储备优质 

 多个明星案例，良好的投资收益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某大型公司旗下独立的投资平台，目前基金规模 60 亿人民币

（包括美元和人民币），专注于 TMT，IT 科技的早中期投资；成

功案例包括 Face++,乐逗游戏，寒武纪，每日优先，摩拜单车等

明星项目。 

 

Job Description 

✓ 带领团队寻找项目标的，了解投资项目并执行项目，查询基

本信息、进行投资项目开发及投资机会的筛选和甄别； 

✓ 负责一部分投后管理的事务； 

✓ 通过对市场及行业的调研和分析，对未来业务、行业状况作

出预测； 

✓ 协助或独立进行境内外拟投资企业尽职调查； 

✓ 撰写投资分析报告、尽职调查报告、搭建公司财务估值模型

及财务回报分析； 

✓ 负责进行竞品分析和行业分析。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对 TMT 行业有深入的理解 

✓ 丰富的早期投资经验并在 TMT 投资领域有成功案例（如果在

IT 科技，汽车出行等领域有很好的投资经验加分） 

✓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包括不少于 3 年投资经验）。 

✓ 对以下内容了解有加分： 

人工智能生态链（深度学习，增强学习和语音，计算机视觉等）等

核心技术和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生态链平台核心技术和应用；智能

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颠覆重点行业：物联网，智慧工业，智慧城

市，智慧安防，智慧医疗，消费升级，新零售和消费互联网等 

智能汽车生态链（智能汽车，智能驾驶，共享出行） 

联系: Margaret Hao 

职位编号: 3941026 

+86 10 5969 060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100-150 万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5%89%AF%E6%80%BB%E8%A3%81%E6%80%BB%E7%9B%91%EF%BC%88tmt%EF%BC%89-%E6%9F%90%E7%9F%A5%E5%90%8D%E6%97%A9%E6%9C%9F%E6%8A%95%E8%B5%84%E6%9C%BA%E6%9E%84%EF%BC%88%E7%BE%8E%E5%85%83%E4%BA%BA%E6%B0%91%E5%B8%81%EF%BC%89/ref/3941026?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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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师  

 旗下管理着人民币和美元境内外投资基金 

 专注于成长期和并购阶段投资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客户是一家立足于中国的高端研究、顾问与全球性另类投资

公司。旗下管理着人民币和美元大型境内外投资基金，采取灵活

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寻求成长资本、收购控制，以及企业重组、

改造与不良资产处置等复杂的特殊情形投资机会。 

 

Job Description 

✓ 配合投资团队同事对行业及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定性与定量研

究、协助分析新的投资机会， 

✓ 参与尽职调查，向内部投委会进行投资建议汇报， 

✓ 建立财务模型，预测企业价值，撰写详细的投资报告 

✓ 工作内容既包括单一企业研究，又涵盖深入行业分析， 

✓ 包括但不限于高科技，医疗，高端制造业等行业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拥有 1 年左右顶级投行工作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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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毕业于顶尖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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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协作精神，实事求是，并对投资充满热

情。 

联系: Jing Li 

职位编号: 3987300 

+86 21 5969 05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美元基金市场价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5%88%86%E6%9E%90%E5%B8%88-%E6%9F%90%E9%A1%B6%E7%BA%A7%E5%8F%8C%E5%B8%81%E5%9F%BA%E9%87%91/ref/3987300?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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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投资经理 

 薪资优厚，激励机制非常好 

 精英团队，发展空间非常大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一家知名老牌私募股权基金，专注在科技，医疗，消费等行业成

长期以及中后期的投资领域 

已建设第五期基金，过往投资成绩非常好，创始人及团队在该领

域有资深的行业背景和专业领域知识，资本市场经验丰富 

 

Job Description 

配合投资团队对行业及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定性与定量研究、协助

分析新的投资机会，参与尽职调查，向内部投委会进行投资建议

汇报，预测企业价值，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分析，撰写详细的投资

报告。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理工科+金融的复合背景

优先考虑） 

✓ 教育背景优秀，一线学校毕业 

✓ 3 年左右工作经验，可以来自咨询，FA，投资，金融，医疗，

科技等相关行业 

✓ 善于行业分析及研究，有很好的语言组织沟通能力 

✓ 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协作精神，实事求是 

联系: Kelly Hong 

职位编号: 3986001 

+86 10 5969 053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薪资优厚，晋升机制非常好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9%AB%98%E7%BA%A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7%9F%A5%E5%90%8D%E8%80%81%E7%89%8C%E7%A7%81%E5%8B%9F%E8%82%A1%E6%9D%83%E5%9F%BA%E9%87%91/ref/3986001?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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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and 
Corporate 

Development VP  

 Working for one Leding Domestic 

TMT/Gaming/entertainment Public Group 

 As Investment Lead for Film buisness units to meet 

business strategy in the mark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is one leading domestic Gaming/TMT and 

Entertainment Public Group;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on the 

fast growing and strong impact on the market; over the few past 

years, their corporate investment projects were well known in 

the business networks; 

 

Job Description 

✓ Be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BU strategy and the execution of 

Entertainment investment and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 Source, negotiate, structure and execute BU investment in 

Film and Entertainment market 

✓ Source and execute deal in the world wide, and overall the 

technical integration process 

✓ Be Responsible for investment strategies, deal sourcing 

and pre-deal due diligence of Entertainment/Film related 

programs in China and oversee market as well 

✓ Be Responsible for deal due-diligence and valuation for 

investments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Experience in Capital Raising in Public Markets 

✓ Solid investment/M&A related Financial skill sets 

✓ Experience in Network of Entertainment/film and solid 

investment market insight 

✓ Related experiences of Investment/deals as a leader would 

be must 

联系: Lynn Guan 

职位编号: 3998681 

+86 10 5969 050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offering an attractive package with leading market platform opp, 

involved the deep business networks of Film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ma-and-corporate-development-vp/ref/3998681?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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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高级投资经理 

 TMT 方向 

 专业的投资团队、双币基金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一家知名私募股权基金，专注在科技，医疗，消费等行业成长期以

及中后期的投资领域；过往投资成绩非常好，创始人及团队在该领

域有资深的行业背景和专业领域知识，资本市场经验丰富 

 

Job Description 

配合投资团队对行业及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定性与定量研究、协助

分析新的投资机会，参与尽职调查，向内部投委会进行投资建议

汇报，预测企业价值，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分析，撰写详细的投资

报告。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理工科+金融的复合背

景优先考虑） 

✓ 教育背景优秀，一线学校毕业 

✓ 3-5 年左右工作经验，可以来自国际知名投行，或其他投资

机构，金融科技等相关行业 

✓ 善于行业分析及研究，有很好的语言组织沟通能力 

✓ 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协作精神，实事求是 

联系: Jing Li 

职位编号: 3987121 

+86 21 5969 05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薪资优厚，晋升机制非常好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9%AB%98%E7%BA%A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F%BC%88tmt%E6%96%B9%E5%90%91%EF%BC%89-%E5%9B%BD%E5%86%85%E9%A1%B6%E7%BA%A7%E5%8F%8C%E5%B8%81pe/ref/3987121?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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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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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知名美股上市医疗公司 

 投资并购经理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该客户是一家大型美股上市医疗公司，行业内地位领先。上海

downtown 办公。 

 

Job Description 

✓ 该岗位负责医疗领域的投资并购项目，一年大概会参与 30-

40个 M&A 项目。 

✓ 需要负责参与到 M&A 项目完成的流程。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该岗位 open看三种背景的候选人：四大 Transaction 

Services 组背景，需要至少一年 TS组经验；四大 TS 组背景

加企业内投资并购经验；纯企业投资并购背景。 

✓ 总工作经验需大于 3 年。 

✓ 教育背景 - 国内外 target school 毕业优先，国内 985 院

校毕业也可申请。 

✓ 抗压能力强。 

✓ Ambitious 性格者优先。 

联系: Ziwei Li 

职位编号: 3998767 

+86 21 6062308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医疗行业内龙头企业 

✓ line manager 背景和能力出众 

✓ 内部发展空间大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investment-manager%E6%8A%95%E8%B5%84%E7%BB%8F%E7%90%86/ref/3998767?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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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M&A 

Director 

 Niche market leading player with strong deal flow 

 Full scope M&A exposure and covers Asia Region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is leading player in a niche business service sector 

and they are globally well known for growth through M&A, Asia 

region had been a strategic focus for them,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global deal team to support and local M&A resources. 

 

Job Description 

✓ Market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and liaising with potential 

future partners; 

✓ Prepare and manage th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and 

gather and analyse preliminary data such as audited 

account, shareholding and leadership details; 

✓ Evaluate targets based on their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outlook and recommend deal structure;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e are looking for 8-10 years experience M&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PE/VC or big4 transaction team are all welcome. 

Fluent in English, Chinese and local PRC candidate wanted. 

联系: Chancy Chen 

职位编号: 3992973 

+86 21 6062 3080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This i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candidates to move into 

corporate M&A role, the company had a clear defined strategy 

on growth which took a lot of effort in M&A. You will work with a 

top global M&A team with resources to help.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regional-ma-director/ref/3992973?source=search&lang=zh-hans&pos=1235706%3Faction%3Dan_user&jId=123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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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Director -

Healthcare 

 Market leading player with strong deal flow in pharma 

industry 

 Full scope M&A exposure and covers hundred billion 

business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is leading player in pharmacy industry and they are 

well known for growth through M&A, they have hundred billion 

business in China and grow fastly through recent years with 

much impressive innovations. 

 

Job Description 

✓ Market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and liaising with potential 

future partners; 

✓ Prepare and manage th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and 

gather and analyse preliminary data such as audited 

account, shareholding and leadership details; 

✓ Evaluate targets based on their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outlook and recommend deal structure;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e are looking for 10+ years experience M&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PE/VC or big4 transaction team are all welcome. 

Healthcare related project exper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ither firm or corporate is ok. 

less than 48 years old 

联系: Luna Han 

职位编号: 4000796 

+86 21 6062 3092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This i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candidates to move into 

corporate M&A role, the company had a clear defined 

strategy on growth which took a lot of effort in M&A. You 

will be a team leader of large M&A team. 

✓ Booming industry as the client is the market leader.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ma-director-healthcare/ref/4000796?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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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Analyst 

 US projects 

 Fast growing business 

 US Property group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Our client is a US rapidly developing luxury and lifestyle 

hospitality group. 

 

Job Description 

✓ Construct and manage financial models f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purposes, such as projecting 

fees, overall cash flows and valuations for pipeline hotels, 

residences, restaurants, nightclubs and other hospitality 

projects 

✓ Formulate financial plans for both the Group and its projects, 

including corporate budgets, hospitality real estate financing 

projects, hospital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etc 

✓ Conduct extensive research and perform financial analysis 

on the hospitality and real estate industry both globally and 

regionally to provide solid data for financial plans 

✓ Work with team members on other ad-hoc tasks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Smart, hard-working, proactive, ambitious and responsible. 

✓ Highly skilled with Excel financial modeling and budgets. 

Prior modeling and/or budgeting experience required. 

Highly analytical. 

✓ 3 - 5 years full-time work experience. 

✓ Preferably from hospitality, real estate, consultancy and/or 

finance background. 

✓ Bachelor's degree preferably in Hospitality/Hotel 

Management, Business, Finance, Real Estate. Or proven 

financial knowledge and/or knowledge of the hospitality 

and real estate industry 

联系: Rosa Luo 

职位编号: 3996501 

+86 21 6062 3065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Great career path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investment-analyst-us-property-group/ref/3996501?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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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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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总经理 
 中高管股权分配方案 

 项目存量丰富，积累多个项目投资落地经历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知名多元化上市控股集团，行业内知名度高，目

前集团在高速发展，需要资本运作高管加入 

 

Job Description 

✓ 战略规划与决策支持； 

✓ 宏观政策与产业方向研究； 

✓ 投资与资产管理平台的建设； 

✓ 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审批； 

✓ 战略目标运行监控与评估考核。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经济、投资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 具备 12 年以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类集团或工程建设类企业

工作经验，8年以上同岗位管理工作经验,或金融机构负责股

权投资、并购方向的部门一把手以上级别候选人； 

✓ 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 熟悉有关投资的相关流程，具有丰富的行业投资或融资投资

工作经验，主导过大型项目的投融资过程； 

✓ 能够较强的拓展投资业务，具备较强的投资项目开发能力和

广泛的社会关系； 

✓ 具备商务谈判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联系: Louisa Liang 

职位编号: 3968266 

+86 20 2338 5760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中高管股权分配方案+投资专项奖金分成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9F%90%E4%B8%8A%E5%B8%82%E6%8E%A7%E8%82%A1%E9%9B%86%E5%9B%A2%EF%BC%8C%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6%80%BB%E7%BB%8F%E7%90%86/ref/3968266?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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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可投资金充足的上市集团 

 有成功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并购经验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上市企业，该公司的集团背景为房地产前 50

强，有充足的可投资金，业务范围覆盖全国。 

 

Job Description 

✓ 负责公司市场战略开展行业调研分析，发掘投资领域或项目

机会； 

✓ 独立寻找、开发和筛选投资项目，做出独立评估意见，提供

投资项目建议； 

✓ 参与公司投资决策，组织经济效益评估，计算不同投资方案

的经济价值； 

✓ 负责公司拟投资项目价值分析，实施评估、测算与分析； 

✓ 负责制定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并监督其执行与操作； 

✓ 负责对拟投资项目的投标、洽谈、合同起草等工作； 

✓ 负责投资项目谈判，提供技术性支持或指导； 

✓ 能拓展、建立并保持与合作伙伴、主管部门和潜在客户的良

好关系； 

✓ 负责协调团队合作及考核团队绩效等相关事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务或房地产等相关专业； 

✓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收并购经验者优

先； 

✓ 有扎实的财务、投资分析基础，能带领团队开展尽职调查，

投资分析； 

✓ 在房地产等相关领域有一定的项目资源； 

✓ 有一定管理能力，有带领过投资团队的经验者优先； 

联系: Sherry Mao 

职位编号: 3989543 

+86 20 2338 575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优质的投资团队，大型上市平台，年终奖金，绩效奖金。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9F%90%E4%B8%8A%E5%B8%82%E5%9C%B0%E4%BA%A7%E9%9B%86%E5%9B%A2-%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3989543?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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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投资经理 
 集团总部的新成立资本运作部平台，内部晋升空间大 

 上市控股层面需要专业化人才完善相关投资制度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多元化上市控股集团，目前有多个子集团的投资

并购部门需要统筹管理，因此总部设立资本运营部，完善集团化

的投资制度体系，以及制定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Job Description 

✓ 协助领导制订集团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并落实形成具体的

年度经营发展计划并跟进执行（前期偏中台制度建立以及投

后管理的工作）； 

✓ 协助领导开展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实现集团经营管理目标和

发展规划； 

✓ 定期进行经营管理分析及评估，并提出结果反馈及业务规划、

经营方针及形式调整建议； 

✓ 协助开展新兴业务的市场投资分析、经营可行性分析及运营

管理发展模式分析，用于董事会经营决策参考依据；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经济、财务、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有企业财务审计、投资，市场环境及经营分析等或其中某版

块相关经验、或大型集团同岗位五年以上经验，外资企业背

景优先； 

✓ 拥有较强的风险投资与经营管理分析经验、熟悉市场营销、

财务知识； 

✓ 优秀的人际交往及沟能协调能力、较好的分析判断能力、市

场洞悉能力、危机公关能力； 

✓ 性格开朗、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富工作激情，同时有较强

的抗压能力； 

联系: Louisa Liang 

职位编号: 3963254 

+86 20 2338 57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集团总部的新成立资本运作部平台，内部晋升空间大 

✓ 上市控股层面需要专业化人才完善相关投资制度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9F%90%E5%A4%9A%E5%85%83%E5%8C%96%E4%B8%8A%E5%B8%82%E6%8E%A7%E8%82%A1%E9%9B%86%E5%9B%A2%EF%BC%8C%EF%BC%88%E9%AB%98%E7%BA%A7%EF%BC%89%E6%8A%95%E8%B5%84%E7%BB%8F%E7%90%86/ref/3963254?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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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投资经理 
 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水平 

 广阔的职业晋升通道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上市大型多元化集团。 

 

Job Description 

✓ 参与拓展并筛选优质的投资项目，参与投资项目谈判和选

择、立项、报批、实施、监督全过程；  

✓ 组织协调对各个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 

✓ 在项目实际实施的过程中，指导并监控项目的实际操作，对

所负责的已实施的项目进行直接监控、分析、评估、管理；

（产业包括：教育、环保、房地产、建设等） 

✓ 参与公司的战略合作、投融资项目等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营销、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全日制重点本科及以上学

历； 

✓ 熟悉资本运作及项目投资工作，7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

有成功独立运作投资项目经历； 

✓ 具有拓展意识，富有工作激情，积极上进； 

✓ 工作负责、认真，有亲和力和团队意识，能够适应出差和高

强度工作。 

联系: Louisa Liang 

职位编号: 3942938 

+86 20 2338 57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广阔的职业晋升通道； 

✓ 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范畴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9F%90%E5%A4%9A%E5%85%83%E5%8C%96%E6%8E%A7%E8%82%A1%E9%9B%86%E5%9B%A2%EF%BC%8C%E9%AB%98%E7%BA%A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ref/3942938?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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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站 



CVA Institute-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22 

 

投资并购总监 
 公司背景好，是集团性质的公司，行业排名靠前 

 集团总部转型做智慧地产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排名前台的地产公司，总部在深圳，在中国境内各大

小城市均有自己的地块儿和物业小区 

 

Job Description 

✓ 整体负责跟进潜在投资与并购项目，编制项目财务模型、设

计并购架构和融资安排等，汇总并撰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 协调组织并购项目财务、法务、运营等方面尽职调查，拟定

关键时间节点，协调多方具体推进项目实施；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并购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 

✓ 公司各业务部门在项目并购过程中的协调、推进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收购前、收购中、收购交割及后期跟进工作等）建

立并维系与政府机构、财务顾问、评估师、会计师、律师等

多方的业务关系；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教育背景：金融、经济、法律、财会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 

✓ 培训经历：受过经济法、财务基础知识、领导科学、投融

资、并购等相关知识培训。 

✓ 工作经验：5年以上工作经验，同职岗位 3 年以上企业投资

并购全面管理经验。有实际操作企业上市及融资相关业务的

经验及成功经验者，承做过 IPO、上市公司投资并购及财务

顾问项目者优先。 

✓ 技能：熟悉有关上市及收购兼并等法律法规和政策, 具备金

融、法律、财务以及熟悉上述某个行业技术市场的综合能

力，具有很强的计划、控制、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强的

综合分析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较强的团队管理和人际沟

通能力。 

…… 

联系: Maxi Zou 

职位编号: 3924941 

+86 755 3358 4635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集团背景非常好，可以从背书性/ 资源上面提供一些便利 

✓ 集团现在要做智慧城市，所以面临一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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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9%BA%E6%85%A7%E5%9C%B0%E4%BA%A7/ref/3924941?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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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副总监 

 上市公司大平台 

 良好的职业背书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上市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 

规模大，利润高，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均有丰富积累 

 

Job Description 

✓ 投融资/资本运作/项目重组全盘事宜 

✓ 对项目进行挖掘和判断 

✓ 项目方案设计 

✓ 项目执行 

✓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 TMT/环保/新材料等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商科背景优先，海归背景优先 

✓ 7 年以上大企业集团投资管理或 5 年以上财务顾问/投资管理

机构的工作经验 

✓ 具有行业洞察力以及分析判断能力，善于独立思考 

✓ 逻辑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强 

联系: Josephine Jia 

职位编号: 395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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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平台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良好的职业背书 

✓ 可预见的上升空间 

✓ 经验丰富的上级及同事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A%95%E8%B5%84%E5%89%AF%E6%80%BB%E7%9B%91-%E4%B8%8A%E5%B8%82%E5%85%AC%E5%8F%B8/ref/3950850?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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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 

投资经理 

 国资平台信托机构 

 角色定位发挥空间大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2,500 万元，知名国资背景信托公司。 

 

Job Description 

✓ 负责寻找优秀医疗行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与之建立良好的

沟通及合作关系； 

✓ 根据自身对行业的丰富经验及深刻理解，给予创业项目专业

的挖掘、评估、判断； 

✓ 密切关注医疗健康行业，特别是相关创新药物，医疗器械、

生物医药、连锁医疗服务和移动医疗以及医疗大数据或者 AI

等领域的行业动态，完成相关产业的调研和行业数据库的整

理分析 

✓ 为创业团队提供商业模式建议及融资方案； 

✓ 把控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促成交易圆满，提升项目成交

率； 

✓ 有针对性的拓展投资人渠道。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内外知名院校药学、临床医学等医疗健康相关专业毕业，

拥有经济、金融、工商管理或者法律等第二专业或者具有金

融相关工作经验； 

✓ 对医疗健康行业有热情，能承受高强度的投行工作方式，学

习能力强，有医疗健康行业项目经验或风险投资相关行业从

业经验优先； 

✓ 对生物医疗健康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理解，熟悉创业企业优

先； 

✓ 有金融行业，特别是风险投资相关从业经验优先； 

✓ 优秀的沟通能力、自驱动力，抗压能力强，喜欢挑战性工

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联系: Zeke Yu 

职位编号: 4000702 

+86 755 3358 468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国资稳定平台 

✓ 有竞争力薪酬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5%8C%BB%E7%96%97%E8%A1%8C%E4%B8%9A%E6%8A%95%E8%B5%84%E7%BB%8F%E7%90%86/ref/4000702?source=search


CVA Institute-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25 

 

  

5 珠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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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并购 D/MD 

 知名平台的资源支持 

 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珠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 某知名综合型上市集团，中国企业 500 强 

✓ 业务范围包括地产/金融/商贸服务/高端制造等，遍布国内外

多个城市 

 

Job Description 

✓ 负责宏观政策和行业趋势研究，关注行业与现有板块业务的

协同效应； 

✓ 根据研究结果，选择有潜力行业的细分市场，通过对财务和

经营指标的分析筛选标的公司； 

✓ 负责开展尽职调查及交易结构设计，设计融资方案，并全流

程跟踪交易执行； 

✓ 负责对所收购新业务实行项目制管理，调动内外部行业专家

对新业务增长提出建议。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投资、经济等相关专业； 

✓ 8 年以上工作经验，5 年以上投资并购经验； 

✓ 对高端制造等行业有深入洞见与经验累计，拥强大的市场关

系和网络，有丰富的大型并购经验； 

✓ 具有卓越的沟通协调能力及系统思维能力，优秀的计划管理

及执行力； 

✓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 

联系: Josephine Jia 

职位编号: 3992173 

+86 755 3358 462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平台丰富的资源及资金支持 

✓ 大平台的职业背书 

✓ 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 巨大的职位自由度和发挥空间 

 

  

 

http://www.michaelpage.com.cn/zh/job-detail/%E6%88%98%E7%95%A5%E5%B9%B6%E8%B4%ADdmd/ref/3992173?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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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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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部 

总经理 

 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开发与运营商 

 战略投资部 

 苏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 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开发与运营商 

✓ 行业领先光伏材料制造商 

✓ 主营业务包括电力、光伏材料、新能源、天然气、地产、金融 

✓ 资产千亿，员工过万 

 

Job Description 

熟悉电力行业，有负责电力项目投资并购、尽职调查、公司估值

及评审管理的工作经历，具备组织行业研究、战略规划、项目开

发、收购兼并、投资分析及投资管理等工作的统筹能力。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有充分行业经验，熟悉 6S 战略体系 

✓ 带领复合式团队，能够协调多方人员 

✓ 结果导向型人才，能完成业绩考核 

✓ 能够适应快节奏，有出色的沟通和领导能力 

✓ 薪资视能力背景而定 

联系: Dave Ruan 

职位编号: 3945192 

+86 512 6799 537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高薪高压，工作具有挑战性 

✓ 稳定的公司环境，出色的发展空间 

✓ 公司福利齐全 

✓ 领导团队专业平等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8%98%E7%95%A5%E6%8A%95%E8%B5%84%E9%83%A8%E6%80%BB%E7%BB%8F%E7%90%86/ref/3945192?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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