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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在 IMF 国际论坛专访三位校友：
肖英男、叶方明、周松
处于事业飞速上升期、中流砥柱的金融行业领航者呈现给大众是何形象？在 2015 年岁末的深

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金融稳定和房地产风险”（Hous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论坛上，三位嘉宾为这一形象做了素描。

稳重严谨、发言专业、功底扎实、谈吐诙谐，这是三位嘉宾给人的第一印象。他们分别是中国

光大银行风险管理部（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风管部）副总经理肖英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简称信达资产财会部）副总经理叶方明、招商银行同业金融总部总裁兼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简称招行同业金融部总裁兼资管部总经理）周松。

与你相约 「百万大道」
百万大道是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本部大学图书馆与

科学馆之间的林荫大道，大道地面砌有象征万象

的回纹阶砖，是以百万为名。大道尽头可见科学

馆外墙上的中大校徽，上书校训「博文约礼」，

与大学图书馆前的“烽火台”遥遥相对。

每年大学毕业典礼均在大道上举行，不同学习阶

段的毕业生在典礼中交织出同出一脉，世代相传

之美，场面温馨感人。更者，从金融教育的角度

来看，百万代表数字，乃金融之本。大道则表达

了追求人生正道的抱负。因此，我们以百万大道

为名，冀望缔造一个 FMBA 校友互动的平台。时

光不老，我们不散。希望百万大道，聚百万之众，

成百万之事。

刘民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FMBA 项目主任

公众号：百万大道
微信：Masters_of_Finance

我们以“百万大道”为名，希望缔造一个 FMBA 校友互动
的平台。百万不仅代表数字，更是人群的集聚，实乃金
融之本。大道则表达了追求人生正道的抱负。希望百万
大道，聚百万之众，成百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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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均是中国银行业及金融业的中坚力量。尽管来自中国

南北方不同的金融机构，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清华大

学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以下简称清华 -香港

中大 FMBA）。

这些掌握金融财务理论及管理专长，并具有金融实践的领

航者，亦是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十五载来上千名学员

的写照。项目中一批原本非金融行业的学员，也通过此项

目顺利转入到金融行业，捕获新的事业机会。

银行业危中有机
肖英男、叶方明、周松在“酝酿中的银行危机”环节议题，

讨论了整个银行业绩在未来一两年内陷入风险的可能性，

他们认为：在金融脱媒、支付脱媒、利率市场化的叠加因

素下，未来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向轻型银行转型，但不会爆

发大规模危机。

光大银行风管部副总经理肖英男认为：就像任何人不能一

直不停地长跑很多年一般，银行将不再保持原来百分之几

十的净利润增长率，但即使是负增长，类似四大行的利润

也是排在行业的前几名。通过几年的不断改革，大多数商

业银行会通过转型和深改，不断适应新常态，业务会呈正

向发展，不良资产可能会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净

利润的增长率可能明显放缓，缩窄在 10% 之内，少数银

行也可能出现 10% 以内的负增长。同时个别城商行和农

商行因为不良贷款太多，有可能需要补充资金。

招行同业金融总裁兼资管部总经理周松则同意银行业转型

将是未来趋势。他以招行提出的“一体两翼，互联网和大

资管为两个发动机”的轻型发展战略为例加以解释。招行

的“大资管”包括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在内，未

来投商行一体化也将成为银行业转型不约而同的重要的方

向。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转型已在原有的资产负债表外逐步

形成，还会打造新的银行体系，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虽

然银行传统资产负债表的增速有可能回到个位数，但无论

是资管还是其他综合经营的业务，增速应该都会是两位

数。

信达资产财会部副总经理叶方明则认为：虽然中国银行业

不良贷款率正呈现逐步上升的势头，而且可能在未来的一

段时期内仍会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但距离银行危机还很

遥远。一方面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量占比还较小，银行拨备

充足，短期内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

监管已大大改善，风险防范意识日益增强；此外，中国过

往已有多次成功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

两校文化融合与传承
肖英男、叶方明、周松三人均是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项目的杰出校友，这一项目肇始于千禧年初，其中 F指的

是 Finance，彰显其金融财务方向的专业特色。在名目繁

多的MBA项目中，凸显金融财务特色，这在国内MBA中

是首创。

香港中大项目主任刘民教授描述这个项目为“两个不同基

因的结合”。北京和香港各自的城市性格，造就两校迥异

的特色。从校训便可见一斑：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更强调奋发图强和品格的坚韧。香港中大的

校训是“博文约礼”，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

礼。

清华经管学院、香港中大商学院均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

学院，两者间强强联合，实现了优势互补。清华以工科见

长，严谨缜密，为中国大陆乃至世界顶级院校；香港中大

学科综合，以文科见长，是亚洲排名靠前院校。

信达资产财会部副总经理叶方明在学习过程受益匪浅，他

说：“两校优势互补，使我的眼界和思维、思考方式都发

生了变化，看问题更为深层次，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和金融

背后，剥丝抽茧中国经济大框架，看清自己从事的工作的

一些局限性”。光大银行风管部副总经理肖英男则认为清

华的特色是具有大格局，而香港中大对个体更具人文关

怀。

关于报考这一项目的原因，招行同业金融总裁兼资管部总

经理周松是源于口碑传播。他的一位招行同事是清华 -香

港中大 FMBA 深圳班第一期学员，给他介绍了这个项目

的课程分类更为有专业的针对性，课程与银行业务密切相

关，学习充实紧张。在其力荐下，周松报考并顺利就读。

肖英男在 40 多岁时斟酌后选择了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他的报考原因也类似于周松，光大银行每年都有

数名同事就读该项目。而在历年的申请人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经过周围的朋友和同事的引荐，多为金融业尤为银行

业人士。

近年来，在强调项目的专业性同时，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项目吸纳了一定比例不同学科、工作背景的学

生，一些传媒、艺术等学科背景的学员因此加入了项

目。在接受严谨金融培训过程中，学生们的不同思维方

式产生了各种思想的碰撞，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环

节产生互补。

课程立足金融财务 
理论与实践并行
在教学上，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利用周末上课，上

课次数频密，但叶方明在两年的课程中，只因出差请过

两次假，他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反倒是在学习中能

得到放松”。周松则在数理统计、金融会计等几门课上

下足功夫，“我当时在计划财务部，这些都直接关系到

本职工作能力提升，教授们要求较高，学习是使专业从

专到精的过程”。	

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课程的安排上尤有特色，其立

足于金融财务领域，坚持英文与中文穿插教学。同时，

融合金融与管理，贯穿理论与实践，教学方式独树一

帜。其吸纳了两校商学院经验，并借鉴国际著名商学院

的经验，使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金融专业知识，同时收

获管理之道。

香港中文大学项目主任刘民教授坦言：项目侧重金融管

理的技能、财务的决策、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内

容。授课方式采取著名教授讲解、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

相结合。学生通过扎实的学习以及与业界高层的研讨和

交流，最终达到理论扎实、业务精通的目的。

整体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特色课程是去香港一周

进行实地考察，亦属必修课（未能参加的同学需在内地

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小组报告以替代）。肖英男和大部

分同学们一样，专程请假来香港进行实地考察，亲耳聆

听香港金管局、相关银行、证券公司的专家授课并与其

交流，并参观港交所。对于这类特色课程，他们感到受

益匪浅。

此外，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汇聚国内外一流教授和

金融领域专家为学生授课和开办讲座，通过国际资本讲

坛及实地考察等活动与业内高层人士面对面交流并吸取

经验。这样重视理论和实践并行的教学方式并不多见。

斩获同窗之谊 融入校友圈
对于这些金融领航者们，学业之外最大是收获了坚固的同窗

友谊，清华 -香港中大 FMBA 无论是同窗还是校友多为金融

及银行同业，通过相互沟通和合作，逐渐融入两校的校友圈

子。清华及香港中大的校友资源遍及全球，是各行业的佼佼

者。

叶方明说：近两年他使用微信加入了清华大学校友群、香港

中大京津校友群，认识的校友越来越多，扩大了自己的人际

交往圈子和平台。共同的学业背景形成无形的信任桥梁。大

家有问题会在校友群里共同讨论，如对中国股市、房地产的

看法，比如涉及到 PE 投资，一些专业从事 PE 投资的校友就

可以提供事件来龙去脉的评述。

而肖英男则通过两年学习，深刻感受年轻人的活力与创新力，

变得更加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推动创新。早几年在北京地

区全力推动手机支付，做到了潮头者。在单位，也更加重视

年轻人，从多个维度激发他们的创新力。

而清华 -香港中大 FMBA 项目自 2000 年启动，现已培养了

上千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的学员来自于金融行业，包括银

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PE/VC等金融行业相关行业，

特别在银行领域，就职中高层管理者的毕业生有庞大的数量。

包括但不局限于金融领航者，项目还培养了上市公司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也选

择加入项目，学员创办的数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

十五年来，清华 -香港中大 FMBA 项目，不仅是两所知名学

府共创的基因交融与融合，也是学科背景的跨越。春种秋收，

今后将培养更多的金融业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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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分享中国股市的 
投资逻辑与未来展望

这篇文章是展博投资公司董事长、FMBA（深圳）

2008 级校友陈锋 2016 年 6 月 27 日在深圳清华大

学给 FMBA 同学做讲座的摘要。陈锋分享了过去十

多年对 A 股市场特点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些理解，

对未来的想法和判断。此次讲座中陈锋师兄分享的

投资理念和投资哲学，对于从事二级市场投资的机

构和个人投资者，均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我为什么在 08 年报名并入学 FMBA 项目呢？在 08 年春

节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我就担心跌幅会很大。市场发出

的声音，几乎都在所有人的判断之前发生。主流的、很有

实力的研究机构，对这个市场都是错判的，而且经常错得

离谱。当年，当市场跌到超出我的想象的时候，我有了创

业的想法，成立展博投资。记得当时市场大约是2800点。

过去的十年，A股是一个让人最难赚钱的市场。14 年中蓝

筹出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强势上涨。那为什么很多投资者

赚不到钱呢？因为市场会吸引投资者去购买他们当前关注

的资产。当蓝筹出现强势上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去买

大金融大地产，蓝筹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补涨。中国有庞

大的群众基础，把蓝筹的补涨推动成了泡沫。我们要认识

股市的泡沫，从而利用泡沫去赚钱。股票市场的快速增长

仅仅花了 2年时间，发展的速度之快犹如把伟大复兴一百

年的事情干完了。这不正常！类似的，近两年创业板从

600 点涨到 4000 点也只花了 2 年的时间。即使我们认

为将来中国的科技产业肯定能够替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产

业，但是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两年三年就完成了。

肯定也需要 5-10 年。那么，这短期的泡沫是存在的，我

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泡沫。

如果要对中国股票市场做一个长期展望，我认为单纯从整

个市值来看，如果中国经济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能维持6%

的增长，则会有大约 3 倍的增长。如果面临一个牛市的

话，空间可能更大。这其中新经济占比例必将上升，到至

少 30%。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总市

值增长3倍的情况下，如果新经济占比上升2-3倍的话，

新经济有 5到 10 倍的增长是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结论

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而经济转型成

功，一方面是中国创新产业的成功，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消

费和服务的崛起。

但很意外的是，当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

新的周期快速出现了。这个是中国经济转型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那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周期叠加全球的创新产业

浪潮。而刚好这个周期被中国赶到了。当一个大的产业链

机会来临的时候，这其中的机遇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伴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伴随着智能化的兴起，我觉得牛市的起

点是 12 年 12 月份：首先有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再演变成

一个全面的牛市。我们那时看见新型产业开始崭露头角，

包括腾讯、京东、阿里这些，都是在那几年飞速发展。从

大的形势看，当时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也足够悲观，蓝筹足

够低，而一些新型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接下来可以稍微讲一下中国新经济中消费和服务这一块的

状况。中国人的消费力是很强劲的。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

看下，整个 13 年的上涨周期：创业板涨了不超过 6倍；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指数差不多涨了 10 倍	—	有些

股票甚至涨了好几十倍。我们观察的话，几个将来具备增

值十倍可能性的股票有很多。但也要边走边观察。比如说

虚拟现实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确定性比较大的，是汽

车的智能化，包括电子的智能化，智能驾驶等等。这个产

业链条会比较长。

另外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A股的特点，关于 A股的价

值投资和投机的争论。A股既是适合价值投资的市场，也

是适合投机者的市场，更是一个适合做成长股的新型产业

链的投资的市场。你会发现，A股每年都有各种投机的机

会。远的不说，我们说说近的。上海的自贸区一出来，股

票 10 个涨停板；金改一个概念出来，10 个涨停板。如果

我们完整地理解了这个市场，这里充满机会 , 你总能找到

一个适合你的方法。”

展博投资董事长、FMBA（深圳）2008 级校友	陈锋

2014 级北京班与深圳班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前往香

港，展开了为期一周的香港实地考察学习。

香港实地考察为金融财务MBA 项目的其中一门在二

年级必修的科目，课堂会在香港举行，为期五天，

这门课有别于一般静态的学习模式，课程安排会有

篮球比赛及极速前进，以增进同学们彼此友谊，加

强沟通与合作，在学习旅途上可以互相支持。

课程亦会举办专题讲座，邀请社会名人主讲，透过

讲者的分享，同学们对金融思维有所启发。

除了在大学校园的活动外，他们亦会走出校园交流

学习，例如参观香港金融机构，令他们对香港金融

市场的了解更进一步。而晚上的洋紫荆维港游，同

学们可一边欣赏维港美景，一边籍此机会与老师们

及历届校友交流。

同学们踊跃发问

Mr.	Rachid	Bouzouba‚ 精品投行
MCM创始合伙人、雷曼前欧洲、
中东、非洲权益部门负责人

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	( 银行监理 )	郑发先生

私人投资公司资深合伙人、前德银亚洲区环球市场
投资产品部兼董事总经理李辉敏先生

同学们积极发言

同学们参与度非常高

专题讲座 2
金融机构的专业风险管理司 

Professional Risk Manager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专题讲座 3
香港是一个主要的全球金融
中心吗？

Is Hong Kong a Major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专题讲座 1
雷曼后观：商人银行的崛起与现代性 

Post Lehman Landscape: 
The Rise and Modernity of Merchant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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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香港）原首席执行官温兆华先生		

案例分析的形式分享使得同学们更为投入明白

同学们耐心聆听

永隆银行执行副总裁兼私人银行及财富
管理部主管谭剑伟先生

讲者与同学们互动提问

黄懿慧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与
同学交换名片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警务处处长李明逵先生		

精彩的演讲让同学们获益良多

专题讲座 4
聪明杠杆：巧用资本市场

Clever Leverage: 
Creative Use of the Capital 
Markets

专题讲座 6
媒体与危机沟通

Media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专题讲座 7
领导力

Leadership

专题讲座 5
聪明杠杆：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在亚洲与
中国高净值客户群）的近期发展趋势

Recent Trend of Private Bank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with focus on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HNW segment)

中大极速前进 篮球比赛

参观香港交易所

健儿状态大勇

同学们非常投入

百万大道、烽火台 天人合一

快到终点了 !

香港交易所企业传讯部高级副总裁陈心
愉女士讲解有关香港证券市场的情况

交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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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沈祖尧教授以＂年轻人是社会的希望＂为题致辞，以孔子

的教训勉励毕业生。
重要的时刻到了，
FMBA 毕业生全体起立，
获沈校长颁发 MBA 学位

感谢深圳班蔡瀛同学助力任午宴主持全体合影

典礼后项目办在凯悦酒店宴会厅，
安排了毕业午宴，授课老师、
项目办老师与毕业生及
其家属共进午餐，分享喜悦。

校长沈祖尧教授

2015 年 11 月 19 日，香港中文大学在林荫大道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毕业典礼。今届共有 9,841 名毕业生	( 含博士、硕士

及学士 )，当中包括了我们 FMBA 的 132 位毕业生	( 北京 63、深圳 69)。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

戴上四方帽，我们终于拿到了学位！激动！

洋紫荊维港游

参观廉政公署
(ICAC)

参观 ICAC 
展览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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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结束，毕业生当然不能错过抛帽子合影的环节

我们终于毕业了！

各毕业生相互祝贺，
分享努力丰硕的成果！

香港中文大学 FMBA 项目主任
刘民教授致辞

北京班肖英男 深圳班侯淞

深圳班谢伟铨（共 11 人获奖）

香港中文大学 FMBA
项目主任刘民教授颁
发优秀毕业生奬状

北京班肖英男及深圳班
侯淞代表毕业生发言，
感谢两校的培养 !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林功实教授
致辞

北京班深圳班

金融财务MBA	15 级深圳班及

北京班同学们分別在 2015 年

11 月及 2016 年 3 月来香港进

行考察。考察活动包括专题讲

座、校园游、参观香港企业等。

通过考察活动 , 让同学们认识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 ,	而且同学

们彼此了解 , 增强默契。专题

讲座及参观香港企业更令他们

了解香港金融市场的运作。

讲座 1 香港金融业发展与现状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Industry

北京班

讲座 2 大中华区银行保险业态
Banking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n Great China 

香港中文大学庄太量教授

里昂证券中国研究主管
郑爱晶小姐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乐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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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FMBA 项目主任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启动校友导

师计划，从 FMBA 校友中征选出校友导师对深圳校区本科

生进行辅导。在这次导师项目的召集中，我们荣幸地邀请

到 52 位校友与港中大商学院的MBA/EMBA 校友共同参

与，成为校友导师。通过对导师任职领域与同学们个人意

向的调查，我们将导师与同学们按比例分成小组（每组由

2-3 名导师与 3-6 名同学组成）。

由主持人介绍了本导师计划的大致内容，点明本次活动作

为一个良好交流平台的意义，并特别感谢了各位教授与校

友及港中大商学院校友网络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衷心感

谢导师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参加这次活动，并诚挚

地希望导师们可以为学生们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分享经

验。

接着，我们 FMBA 深圳校友会秘书长李文轩作为导师代表

发言。他相信“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无论导师还是我们的

年轻学生们，都将从中得到生命的养料，使我们的人生变

得更有建设性”。正所谓，“要成为强者，就要与强者为伍。”	

最后，导师和学生们进入小组自由交流的环节。悠扬的音

乐声中，导师与各组的学子围坐在餐桌旁，利用轻松惬意

的下午茶时间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积极踊跃的交流后，导

师们纷纷表示认同活动的意义和对朝气有活力的学生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被他们对于学业及未来有

自己的思考，並且他们所表现出来对职业发展的渴望及迫

切需求深深打动了。

交谈结束后，导师和组员们到活动展板前合影留念，留下

了“精英”与“未来精英”们第一次会面的珍贵印记。在一片

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导师项目开幕酒会圆满结束。

讲座 3 衍生品与机构产品
Derivative and Institutional Products in Practice

法兴银行机构产品主管王泽基博士

15 级北京班同学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峰火台前合影

深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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