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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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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控总监 快速发展的平台，未来可以晋升至合伙人、投资种类多，增强工作内容的丰富度 4 

2 高级投资经理 精英团队，科技/医疗行业资深、薪资优厚，快速晋升机制、知名双币基金 5 

3 投资分析师/经理 老牌大型美元基金 投资成绩斐然 团队专业化、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激励机制 6 

4 投资总监 成立时间久，平台稳定，团队高度专业化、科技领域投资成绩斐然 7 

5 投资副总裁 专注于教育和互联网的投资、成长型基金 8 

6 高级投资经理/VP 丰富的项目资源、资产超过 100 亿人民币 9 

7 投资分析师/经理 TMT、投老牌美元基金，投资回报良好、团队精英，薪酬具有市场竞争力 10 

8 投资分析师/经理 TMT、央企总部职位、薪酬预算税前 50 万（上限）、工作地点玉泉路 11 

上海 

1 基金运营 年度最佳投资机构 TOP10、薪资待遇优厚 13 

2 海外项目融资总监 具有竞争力薪资、上市公司平台 14 

3 （高级）融资 公司平台大，成熟中伴随有机发展、薪酬空间大 15 

广州 

1 战略投资总监/总经理 地产及金融为双核心的国际化、多元化企业集团、新设立部门，直接向总裁汇报 17 

2 投资总监 实力上市企业下平台、需要有智能制造、TMT 的投资经验，能接受房地产文化 18 

3 融资总监/总经理 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产集团、有丰富金融机构资源，多年融资经验 19 

4 首席财务官（融资） 股东背景实力强台、薪酬有竞争力，市场化的体系 20 

深圳 

1 融资经理 世界一级连锁零售平台、公司核心岗位 22 

2 融资经理/总监 股东实力强大、良好的激励机制 23 

3 投融资负责人 地产 50 强公司、国际板块投融资负责人 24 

青岛 
1 监审部总监 国企：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7 月 31 日报名截止、最低薪酬 15000 26 

2 运营副总 国企：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7 月 31 日报名截止、最低薪酬 18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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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职位分布分析 

 

 

 

注： 

1. 本文共计包含 5 个区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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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Page、自有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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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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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总监 

 快速发展的平台，未来可以晋升至合伙人 

 投资种类多，增强工作内容的丰富度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快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投资公司，互联网基因强，团队成员背景优

秀， 因为业务发展的原因，希望寻找风险控制的总负责人 

 

Job Description 

✓ 根据项目尽职调查资料，进行项目立项前的风险咨询及评估，

出具书面风险评估意见，进行项目评审，并进行项目事中风险

监控、检测及事后的风险评估 

✓ 根据行业特征及发展方向，以及集团和各子公司拟投资项目面

对的风险，研究风控政策并完善集团及各子公司的项目风控、

评审流程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8 年以上从事信托、投行、银行、券商、私募、资产管理公司等

相关金融类机构风险控制岗位的工作； 

✓ 对风险管理有深刻理解，具备丰富的项目风险识别、管控、调查

分析能力； 

✓ 对金融市场及产品、投资和风险防范措施有一定了解； 

联系: Yili Sha 

职位编号: 3966375 

+86 10 5969 0512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 直接汇报 CEO，紧密联系业务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9%A3%8E%E6%8E%A7%E6%80%BB%E7%9B%91-%E5%A4%A7%E5%9E%8B%E4%BA%92%E8%81%94%E7%BD%91%E6%8A%95%E8%B5%84%E5%85%AC%E5%8F%B8/ref/3966375?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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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投资经理 

 精英团队，在科技/医疗行业非常资深 

 薪资优厚，快速晋升机制 

 知名双币基金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一家主要专注于前沿科技，医疗健康，高端制造等科学技术导向

领域的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建设二期基金完毕，一期投资成绩很

好；团队领导者在该领域有资深的行业背景和投资背景，过往投

资项目的质量以及退出成绩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资本市场经

验丰富，推崇平等，开放，自我驱动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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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历背景优秀，理工科背景 

✓ 3〜8 年工作经验，有多年的科技技术行业的经验（包括工程

师，产品经理等） 

✓ 对金融和投资有一定理解 

✓ 对医疗行业有一定理解和经验者优先 

✓ 具有自我驱动性，有协作精神，实事求是 

联系: Kelly Hong 

职位编号: 3986039 

+86 10 5969 053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快速晋升机制 
✓ 广阔的发展空间 
✓ 优厚薪资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9%AB%98%E7%BA%A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7%A7%91%E6%8A%80%E5%8C%BB%E7%96%97%E9%A2%86%E5%9F%9F-%E7%9F%A5%E5%90%8D%E5%8F%8C%E5%B8%81%E5%9F%BA%E9%87%91/ref/3986039?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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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师/经理 

 老牌大型美元基金 投资成绩斐然 团队专业化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激励机制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一线老牌美元基金，基金规模大，投资成绩斐然；在医疗，消

费，TMT 以及金融等行业均有很好的投资业绩；团队精英化，多

来自全球顶尖大投行和顶尖美元基金。 

 

Job Description 

✓ 寻找和筛选潜在投资目标，对目标行业及具体公司进行业务

和产品分析； 

✓ 主导对目标公司的业务、产品和技术尽职调查，协助法务和

财务尽职调查，撰写尽职调查报告。搭建财务模型； 

✓ 参与相关的谈判工作和投资结构设计； 

✓ 推动各种投资文件的准备，推动签约和交割相关工作； 

✓ 参与或主导投后管理，跟踪被投资公司的业务、产品、财务

等情况；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3 年左右工作经验，来自全球顶级投行或顶尖私募股权基

金，最好来自 FIG 组 

✓ 深度参与过至少一个金融行业的项目，熟悉 LBO 模型搭建， 

✓ 对金融行业（包括新金融）有一定的行业理解。 

联系: Margaret Hao 

职位编号: 3986607 

+86 10 5969 060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 激励机制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6%8A%95%E8%B5%84%E5%88%86%E6%9E%90%E5%B8%88%E7%BB%8F%E7%90%86-%EF%BC%88%E9%87%91%E8%9E%8D%E6%96%B9%E5%90%91%EF%BC%89-%E6%9F%90%E5%A4%A7%E5%9E%8B%E7%BE%8E%E5%85%83%E5%9F%BA%E9%87%91pe/ref/3986607?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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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成立时间久，平台稳定，团队高度专业化 

 科技领域投资成绩斐然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该机构成立多年，旗下管理多支美元基金，尤其擅长科技领域投

资，成绩斐然。团队成员精英，多来毕业于顶级院校，且多有行

业背景。 

 

Job Description 

✓ 主动寻找优质投资标的，并持续跟进； 

✓ 负责协助合伙人了解投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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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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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背景优秀（毕业于一线院校），理工科专业加分 

✓ 8 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不少于 5 年投资经验），有行业经验 

✓ 对科技行业有深刻的理解，且有丰富的项目资源 

✓ 英语口语写作水平优秀，有海外工作经验加分 

联系: Margaret Hao 

职位编号: 3974670 

+86 10 5969 060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市场化的固薪/奖金 

✓ 很好的激励机制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6%8A%95%E8%B5%84%E6%80%BB%E7%9B%91%EF%BC%88%E7%A7%91%E6%8A%80%E6%96%B9%E5%90%91%EF%BC%89-%E6%9F%90%E7%9F%A5%E5%90%8D%E6%88%90%E9%95%BF%E6%9C%9F%E7%BE%8E%E5%85%83%E5%9F%BA%E9%87%91/ref/3974670?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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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副总裁 

 专注于教育和互联网的投资 

 成长型基金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专注于教育和互联网(消费互联网，B2B,O2O) 行业的早中期投资基

金。 

 

Job Description 

✓ 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和广泛的关系网络发掘潜在投资机会 

✓ 通过初步调查和分析筛选出投资标的 

✓ 对投资标的进行市场、技术、客户、人员、风险等各方面尽

职调查，建立财务模型和回报分析，并撰写投资分析报告 

✓ 参与法律文件的起草和项目谈判 

✓ 投后管理，定期管控被投企业财务及运营情况，包括：汇总

财务数据、分析核心运营数据、参与后续融资及上市退出等 

✓ 增值服务，和被投企业管理层建立紧密的沟通关系，针对性

地为企业提供资源和帮助，并落到实处、产生价值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会计等相关专业，持有

CPA、CFA 证书者优先； 

✓ 具有 4-5 年投资机构工作经历；有教育或 TMT 行业投资经验

优先考虑； 

✓ 具备良好的沟通谈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和承压能力； 

✓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联系: Jing Li 

职位编号: 3952403 

+86 21 5969 05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充分的自由度和话语权，以及快速提升空间 

✓ 具备竞争力的底薪和奖金 

✓ 基于岗位职责和项目贡献的双重基金 Carry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6%8A%95%E8%B5%84%E5%89%AF%E6%80%BB%E8%A3%81-%E5%9B%BD%E5%86%85%E4%B8%93%E6%B3%A8%E6%95%99%E8%82%B2%E5%92%8Ctmt%E6%88%90%E9%95%BF%E5%9E%8B%E5%9F%BA%E9%87%91/ref/3952403?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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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投资经理/VP 

 丰富的项目资源 

 资产超过 100 亿人民币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公司在中国内地进行股权投资、不良资产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的

业务平台与投资管理的总部公司，公司依托母公司雄厚的资金实

力和广泛的业务脉络，发挥整体协作优势，把握不断涌现的商

机，积极拓展业务，投资领域涉及高端制造、文化传媒、房地

产、通讯、金融等行业。 

 

Job Description 

✓ 负责项目来源挖掘、投资执行及投后管理支持工作（行业方

向为 TMT、文化传媒、消费、体育） 

✓ 组织对重点投资行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跟踪，了解行

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 组织团队挖掘项目信息，进行项目储备； 

✓ 进行项目初步筛选，组织开展前期的评估分析，牵头各类分

析报告； 

✓ 针对获得立项的投资项目，组织业务团队及外部机构（如

有）开展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并牵头撰写尽调报告； 

✓ 组织团队进行拟投资项目的谈判工作；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内外知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管理、教

学、理工类等相关专业； 

✓ 5-8 年以上知名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会计事务所、咨询公

司等相关工作经验，有国内外投资、投行、咨询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等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联系: Jing Li 

职位编号: 3962659 

+86 21 5969 055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丰富的项目资源 

✓ 市场化的薪酬体系 

 

http://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9%AB%98%E7%BA%A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vp-%E6%9F%90%E5%9B%BD%E6%9C%89%E5%A4%A7%E5%9E%8B%E5%B8%82%E5%9C%BA%E5%8C%96%E5%9F%BA%E9%87%91/ref/3962659?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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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师/经理 

（TMT） 

 投老牌美元基金，投资回报良好 

 团队精英，薪酬具有市场竞争力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老牌美元基金（成长期），管理多支基金，每支 5 亿美元左右。

专注于 TMT 成长期投资，投过很多明星项目且有良好的投资回报 

 

Job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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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责协助投资经理、副总裁及合伙人了解投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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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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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一线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大、中国人民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国外一线大学本科学历。

理工科优先考虑。 

✓ 有 2 年以上互联网公司战投, 一线投行、一线咨询公司等相

关产业的从业经验优先考虑； 

✓ 关注互联网行业及创业公司的发展； 

✓ 有较强的逻辑思考能力、对数字和信息处理较为敏感； 

✓ 工作积极主动，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快速学习能力，能

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职业操守。 

联系: Margaret Hao 

职位编号: 395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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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b-detail/%E6%8A%95%E8%B5%84%E5%88%86%E6%9E%90%E5%B8%88%E7%BB%8F%E7%90%86-%EF%BC%88tmt%EF%BC%89-%E8%80%81%E7%89%8C%E7%BE%8E%E5%85%83%E5%9F%BA%E9%87%91%EF%BC%88%E6%88%90%E9%95%BF%E6%9C%9F%EF%BC%89/ref/3951479?source=search&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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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师/经理 

（TMT） 

 央企总部职位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未公布 

 

Job Description 

✓ 根据公司投资战略，拓展投资资源，发掘投资领域的项目

和机会； 

✓ 完成投资/并购项目投资方案审批和项目立项； 

✓ 开展行业投资分析，公司投资分析，筛选投资项目，做出

评估意见或提出投资方案； 

✓ 对拟投资项目进行相关资料收集、尽职调查等工作，进行

财务分析、企业估值和投资收益测算，撰写项目尽调报告

和投资建议书。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或以上学历，环境工程、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背

景； 

✓ 工作经验：5 年以上项目股权投资经验，能够独立承担项

目； 

✓ 充分掌握 PPP、 BOT、TOT 模式的运作方式，能够进行风

险防控； 

✓ 专业知识：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思路清晰，逻辑严谨

等。 

联系: 山老师 

邮箱：

shanhongwei@anyichi.cn  

What's on Offer 

✓ 薪酬预算税前 50 万（上限） 

✓ 工作地点为玉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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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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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运营 

 年度最佳投资机构 TOP10 

 薪资待遇优厚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专业的私募资产管理机构，业务涉及境内外股

权投资、证券投资和金融咨询服务。 

 

Job Description 

✓ 负责区域内基金的设立、投资运作、结息分配、退出安排及

工商变更； 

✓ 投资管理系统基金基础信息录入，完成基金的上线工作流

程，推进基金登记备案、定期信息披露的工作； 

✓ 配合基金主管对接合伙人的需求，协助组织合伙人定期活

动； 

✓ 负责基金运作相关合同签订的后续跟进、落实，督促协议执

行； 

✓ 统计各项报表及临时要求的各种数据，处理其它基础性文书

工作；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1-2 年财务工作经验， 

✓ 了解金融市场，对金融行业有自己的认识和想法， 

✓ 学习能力强。 

联系: Bonnie Zhou 

职位编号: 3979583 

+8621 6062 3012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年度最佳投资机构 TOP10 平台佳 

✓ 薪资待遇优厚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7%9F%A5%E5%90%8D%E7%A7%81%E5%8B%9F%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6%9C%BA%E6%9E%84-%E5%9F%BA%E9%87%91%E8%BF%90%E8%90%A5/ref/3979583?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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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目 

融资总监 

 具有竞争力薪资 

 上市公司平台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光伏电站

EPC（设计、采购、建设）总承包；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Job Description 

✓ 及时处理融资项目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妥善解决，按照公司

的战略部署，根据公司项目实际情况，提出融资建议和方案 

✓ 参与项目评审，可行性研究等与融资有关的相关工作 

✓ 负责可研编修，银行贷款资料的准备，申请，报送等工作 

✓ 实施项目贷款全流程管理 

✓ 对融资项目进行风险控制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经济，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具有金融，财会，税务和法律等相关知识技能。 

✓ 具有丰富的海外金融时间工作经验，熟悉海外金融各类业务

流程，具备海外金融业务报告的撰写能力 

✓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 具有敏锐的光伏行业市场嗅觉 

联系: Eric Ran 

职位编号: 3982627 

+86 512 6799 531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较为优秀薪资福利待遇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B5%B7%E5%A4%96%E9%A1%B9%E7%9B%AE%E8%9E%8D%E8%B5%84%E6%80%BB%E7%9B%91/ref/3982627?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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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融资 

 公司平台大，成熟中伴随有机发展 

 薪酬空间大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该公司平台成熟，近年由于优惠政策以及在业内丰富的资源，体

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无论从财报亦或人员规模上来看，都有很

健康的增长。 

 

Job Description 

✓ 负责集团创新类融资业务文件的上报审批及贷后管理。 

✓ 根据集团财务部资金安排落实海外项目内保外贷业务的上报

审批及贷后管理。 

✓ 做好合作方及金融机构关系的维护。 

✓ 负责对外合作的管理，包括合作协议、章程及董事会的管

理。 

✓ 配合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谈判、协议拟订及签定、合作落

实。 

✓ 负责各类非地产开发业务的投资模型更新、维护。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善于沟通及协调，能承担较强工作压力； 

✓ 财经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掌握财务、金融相关知识，

熟悉集团业务操作流程； 

✓ 思路敏捷，善于沟通，有较强执行力。 

✓ 注：对标企业（有金融机构对公业务任职经验的优先） 

联系: Sophia Yang 

职位编号: 3938158 

+86 21 6157 504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发展上升的平台 

✓ 职业上更大的发挥空间。 

✓ 非常有竞争力的薪酬。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7%99%BE%E5%BC%BA%E5%9C%B0%E4%BA%A7%E5%85%AC%E5%8F%B8-%EF%BC%88%E9%AB%98%E7%BA%A7%EF%BC%89%E8%9E%8D%E8%B5%84/ref/3938158?source=search&pos=1153876%3Faction%3Dan_user&jId=115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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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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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 

总监/总经理 

 以地产及金融为双核心的国际化、多元化企业集团 

 新设立部门，直接向总裁汇报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优秀的国际化企业，涉及产业包括:地产（国

内、国际项目）、金融（国内商业银行、欧洲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高端国际医疗服务、教育以及服务业。 

 

Job Description 

✓ 该职位将直接向总裁及联席总裁汇报： 

✓ 负责管理集团战略发展规划及战略运营创新业务发展工作，

协助战略规划的落地和实施。 

✓ 围绕集团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进行研究，为董事

会提供决策依据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根据所定战略规划

以及投资战略重点，主持开展宏观经济、行业、对标企业、

竞争对手的研究工作，并形成研究报告。 

✓ 根据集团发展战略的要求，主持集团及旗下各业务板块战略

管控团队开展重大资产、股权并购项目、股权出售项目、融

资项目、及其他重大资本运营活动项目与战略的一致性研

究，编制并提交投资与战略一致性分析报告，提出决策意

见。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金融、经济、投资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 具备 7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备相关行业资格证书; 

✓ 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有丰富的行业、投资知识及经

验; 

✓ 熟悉有关投资的相关流程; 

✓ 具有丰富的资源; 

✓ 具备商务谈判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联系: Daphny LIANG 

职位编号: 4000935 

+86 20 2338 5730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极具吸引力的薪酬水平 

✓ 快速晋升的通道。 

✓ 国际医疗保险。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8%98%E7%95%A5%E6%8A%95%E8%B5%84%E6%80%BB%E7%9B%91%E6%80%BB%E7%BB%8F%E7%90%86/ref/4000935?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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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实力上市企业下平台 

 需要有智能制造、TMT 的投资经验，能接受房地产文化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海外上市平台，公司在行业中竞争力强大，现

需要进一步扩大行业版图和深化细分市场领域。 

 

Job Description 

✓ 负责项目承揽，带领团队找寻行业中优质项目； 

✓ 负责相关投资测算，可行性分析； 

✓ 带领团队并对接第三方机构进行相关尽职调查； 

✓ 把控项目投前、中期的风险，并实际对项目负责； 

✓ 运作企业上市并购相关事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以上学历，金融、经济、投资、财务或房产等相关专

业； 

✓ 8 年以上工作经验，不低于 4 年的金融领域相关工作经验，

有券商投行或者相关实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 有良好的金融行业人脉资源，有一定项目储备； 

✓ 有成功的全流程跟进的投资案例； 

✓ 有出色的带领团队的能力，以及对于市场的敏锐度。 

联系: Sherry Mao 

职位编号: 4009562 

+86 20 2338 575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渥的投资奖金（按不同阶段分） 

✓ 市场化的平台。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B%9F%E4%B8%8A%E5%B8%82%E5%B9%B3%E5%8F%B0-%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4009562?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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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总监/总经理 

 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产集团 

 需要有丰富金融机构资源，多年融资经验的融资总监一名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有多元化产业的房地产集团，并且有多个国家

支柱项目，布局广泛，有一定的行业声誉。 

 

Job Description 

✓ 管理公司现有资金，建立并完善公司的融资管理体系，负责

融资成本管理，致力于提高公司的融资管理水平； 

✓ 负责拓展公司自身融资资源和外部渠道，获得适合公司运作

所需的各项融资资源； 

✓ 负责管理和维护公司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机构、

投资基金等客户的公共关系，建立、公司融资的统一平台； 

✓ 搭建融资团队，并给予融资团队明确的分工。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等相关专业这有

限； 

✓ 10 年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验，有 5 年以上地产融资工作经

验者优先; 

✓ 具备对经济金融市场的明锐嗅觉及风险把控能力; 

✓ 具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和业内广泛的人际关系 

✓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工作责任心，并具有带领团队的

能力有独立操作融资项目及团队建设经验; 

联系: Sherry Mao 

职位编号: 4000290 

+86 20 2338 575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有竞争力的薪资，项目奖金，融洽的团队合作氛围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8%9E%8D%E8%B5%84%E6%80%BB%E7%9B%91%E6%80%BB%E7%BB%8F%E7%90%86/ref/4000290?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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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 

（融资） 

 股东背景实力强台 

 薪酬有竞争力，市场化的体系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的客户是一家知名融资租赁公司，股东背景实力雄厚，平台发

展迅速。 

 

Job Description 

✓ 全面统筹公司财务管理、融资管理工作； 

✓ 负责财务融资工作业务流程、系统等的建设，并落实执行; 

✓ 建立科学、系统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监控体系，进行有效

的内部控制，为公司业务发展及对外投资等事项提供专业的

财务分析和决 

✓ 策依据； 

✓ 参与融资租赁项目的风控会议、决策等过程、重大投资项目

和经营活动的风险评估、指导、跟踪和财务风险控制； 

✓ 制定公司的年度及阶段性财务资金预算和调配计划，做好融

资租赁税务筹划，对公司的利润目标负管理责任;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3 年以上融资租赁行业 CFO 岗位经

验； 

✓ 熟悉融资租赁业务运作、财务管理，有飞机融资租饭行业投

融资项目运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熟悉税务筹划、财务预算、资金运营、会计核算、审计等流

程，掌握融资租赁行业相关财务税收制度及具体操作实践； 

✓ 具备优秀的决策能力、经营分析能力，熟悉财务模型建模； 

✓ 具备丰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并具有前瞻性思

维。 

联系: Louisa Liang 

职位编号: 4006314 

+86 20 2338 5760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政府支持力度大，政府资源丰富，相关行业定位明确； 

✓ 给予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业绩提成。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A4%A7%E5%9E%8B%E8%9E%8D%E8%B5%84%E7%A7%9F%E8%B5%81%E5%B9%B3%E5%8F%B0%EF%BC%8C%E9%A6%96%E5%B8%AD%E8%B4%A2%E5%8A%A1%E5%AE%98%EF%BC%88%E8%9E%8D%E8%B5%84%EF%BC%89/ref/4006314?source=search


CVA Institute-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21 

 

 

 

  

4 深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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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经理 

 世界一级连锁零售平台 

 公司核心岗位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公司总注册资本 10686 万美元，总投资 23116 万美元，总占地

面积 360 余亩，建筑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园区内主要有真丝绸

印染、梭织服装制作和针织服装制作三大生产基地，年产印花绸

2000 万米、染色绸 1000 万米，梭织服装 1500 万件（套）、针

织服装 1000 万件（套），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Job Description 

✓ 根据行业项目特点，整合资源，为公司项目对接资本支持； 

✓ 与银行、信托、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 收集整理并筛选投资机构，调研评估及协调谈判； 

✓ 协助执行董事安排的项目方面的其他对接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投资、金融、财务、经济类相关本科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

经验； 

✓ 具有投资、融资、财务等及 PE/VC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 熟悉资本运作、财务、法律等相关知识，了解投资、IPO、

企业并购、重组、投融资等业务； 

✓ 熟练运用各种常用办公软件，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 

✓ 工作积极主动，作风严谨务实，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 

联系: Zeke Yu 

职位编号: 3997904 

+86 755 3358 468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渥待遇 

✓ 快速晋升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8%9E%8D%E8%B5%84%E7%BB%8F%E7%90%86/ref/3997904?source=search&pos=1247331%3Faction%3Dan_user&jId=124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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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经理/总监 

 股东实力强大 

 良好的激励机制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 公司是某实力强劲的地产基金 

✓ 股东背景强大，多元化强 

✓ 公司风格兼具专业化及市场化，团队之间合作密切，资源分

配和谐，不存在恶性竞争 

✓ 实缴资产规模在百亿以上 

✓ 团队成员均来自一线开发商或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高 

 

Job Description 

✓ 协助负责前期项目拓展 

✓ 项目尽调 

✓ 参与设计、评估投资项目及投资方案 

✓ 为拟投资项目编制投资调研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框架协

议等相关内容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5 年以上私人银行、第三方财富公司、信托公司财富中心、

券商营业部或公募/私募基金财富中心相关工作经验，拥有一

定数量的机构客户资源及超高净值客户资源 

✓ 熟悉私募夹层基金，并购基金等各类型基金产品设计和基金

投融资方案设计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 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商科学历 

✓ 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商务拓展能力 

联系: Josephine Jia 

职位编号: 3988828 

+86 755 3358 462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公司丰富的项目和资源支持 

✓ 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 

✓ 能力出众，素质一流的同事 

✓ 扶持下属的领导团队 

✓ 具有相当竞争力的薪酬及激励机制 

✓ 可预见的职位晋升空间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9C%B0%E4%BA%A7%E5%9F%BA%E9%87%91-%E8%9E%8D%E8%B5%84%E7%BB%8F%E7%90%86%E6%80%BB%E7%9B%91/ref/3988828?source=search


CVA Institute-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24 

 

 

  

集团国际板块 

投融资负责人 

 地产 50 强公司 

 国际板块投融资负责人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50 强地产集团公司 

 

Job Description 

负责香港上市国际版块投融资事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大学本科学历以上,33-45 岁； 

✓ 男女不限，成熟稳重、积极热诚； 

✓ 8 年以上同等工作经验； 

✓ 有在金融、投资、证券、地产行业的从业经验优先； 

✓ 熟悉上市企业股权投资、融资项目的各阶段工作，有较强的

社会资源背景； 

✓ 有较强商务洽谈、沟通协调能力； 

✓ 执行力强，能承受强大的工作压力 

联系: Zeke Yu 

职位编号: 4001780 

+86 755 3358 468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排名前 50 地产集团公司平台 

✓ 极具竞争力薪酬 

 

http://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9%9B%86%E5%9B%A2%E5%9B%BD%E9%99%85%E6%9D%BF%E5%9D%97%E6%8A%95%E8%9E%8D%E8%B5%84%E8%B4%9F%E8%B4%A3%E4%BA%BA/ref/4001780?sour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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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审部总监 

 国企 

 7 月 31 日报名截止 

 青岛、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

城阳区区属国有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 30 亿元，位于青岛市城

阳区棘洪滩街道锦盛二路。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

按照世界动车小镇（创新中心）发展战略和定位，负责辖区内

83 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及旧村改造的组织

实施并提供财力支持和资金保障。在此基础上，将公司做大做

强，开展投融资业务。 

 

Job Description 

负责投融资、工程建设、财务等各个环节风险预防和控制，顶起

进行内部审计，提出整改要求。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家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审计、会计或相关专业； 

✓ 10 年及以上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或大型企业内审经

验，或政府审计部门工作经验，CIA/中级审计师优先； 

✓ 专业基础扎实，有较强的逻辑数理思考和观察分析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 

✓ 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善于沟通和决断，办事公正，心态平

和、理性，身体健康，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有拼搏精神； 

✓ 具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较高的组织、协调能

力，优秀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 1977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 

✓ 中共党员优先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最低薪酬：15000 

 

https://mp.weixin.qq.com/s/w_de3wm4zHXORPfiFbBf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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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副总 

 国企 

 7 月 31 日报名截止 

 青岛、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

城阳区区属国有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 30 亿元，位于青岛市城

阳区棘洪滩街道锦盛二路。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

按照世界动车小镇（创新中心）发展战略和定位，负责辖区内

83 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及旧村改造的组织

实施并提供财力支持和资金保障。在此基础上，将公司做大做

强，开展投融资业务。 

 

Job Description 

组织完成公司年度投、融资计划及资产管理目标，组织实施公司

对外合资合作及资产运营管理工作，负责维护与金融机构、合作

伙伴良好合作关系。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国家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类专业，有

MBA 学习及工作经历者优先，硕士研究生优先； 

✓ 5 年及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且不低于 2 年相关部门主管

级别及以上的工作经验，持有 CFA、CPA、FRM 等相关证

书者优先； 

✓ 专业基础扎实，有较强的逻辑数理思考和观察分析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 

✓ 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善于沟通和决断，办事公正，心态平

和、理性，身体健康，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有拼搏精神； 

✓ 具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较高的组织、协调能

力，优秀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 1977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 

✓ 中共党员优先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最低薪酬：18000 

 

https://mp.weixin.qq.com/s/w_de3wm4zHXORPfiFbBf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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