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通向资本市场——港交所·北交所上市全流程管理
高级研修班
一、培训背景
在中国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允许中国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H 股），
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创举。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上市
的高效快捷、后续融资的便利以及香港资本市场的高度国际化，使赴港上市成为诸多
企业上市和连接国际市场的首选。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宣告设立北京
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改革政策东风吹向新三板，“专精特
新”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再次成为讨论热点，企业多了一个上市赛道的选择。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全新推出“走向资本市场——港交所·北交所上市全流程管
理”高级研修项目。项目将详细讲授 H 股上市制度、监管制度、重难点问题以及成功
经验，助力企业探索香港上市走向国际化发展以及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企
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级；同时，项目关注当下资本市场热点话题——北交所的设
立，将详细讲授北交所上市的制度，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北交所上市的快车
道。
二、培训目标
通过全面详细介绍香港上市的全流程管理和具体路径规划，介绍北交所上市制
度，深度探讨香港上市与北交所上市的优势与挑战，分享来自业界的香港成功上市的
策略和最具价值的成果案例，帮助企业洞悉当前金融形势，寻找新形势下的港股成功
上市之道以及其他资本市场的可能性。通过培训，学员能达成以下目标：
 理解香港上市、北交所上市的全流程和具体路径，拟上市公司管理层将对上市的总体
规划有较好的了解和把控；
 掌握香港上市的法律、财务、税务等相关准备，了解并理清香港上市规则和重要环
节，拟上市公司管理层将对香港上市的细节和重点有较好的理解和掌控；
 合理规划企业赴港上市的时间、上市方式等，拟上市公司管理层将对香港上市的审
批、监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了解北交所上市各项制度，了解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和持续监管要求，拟上市公司管理
层将对北交所上市流程有较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掌握上市后企业管理精细化的各项要求，拟上市公司管理层将对企业上市后的财务、
税务、审计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三、培训对象
拟上市公司管理层；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主管财务的负责人以及财务部门负责
人；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投资支持机构的专业人士等。
四、培训优势与特色
（一）首都地缘资源优势明显，高端师资储备丰富
学院地处首都北京，汇集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是从国家政策制定层面理
解国家政策制定者、政府机关领导者高屋建瓴解读最新财经政策的绝佳平台，也是从专业理论
研究层面领略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与知名院校专家学者论述专业前沿问题的首选途径，更是从
工作实践层面与世界一流企业、知名投行以及国际四大等单位的优秀管理层探讨工作新思维、
新视角的绝好机遇。

（二）与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对接，助力企业高管上市资质审核
学院与澳洲会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 建立培训—证书互通通道，本项目培训完成后学员
可以通过申请减免科目的方式快速取得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助力企业高管上市资质审核。澳
洲会计师公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会计团体之一，拥有 135 年的悠久历史，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超过 168,000 名会员，其中超过 25,000 名会员担任高级管理职位。

（三）高端培训项目众多，高端人才培养经验丰富
学院是财政部指定实施“全国高端会计人才（注册会计师类）”培训项目的培养单位，
是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训承办单位，承担了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
端班）培训工作。学院的高端人才培训项目辐射金融、建筑、制造、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地域涉及华北、东北、西北、华南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财经培训行业的标杆，形成了
集选拔机制、培养体系、教学管理制度、组织实施程序和服务保障制度于一体的长效管理机
制，为高质量人才培养工作护航。

（四）与学历教育对接，优质高端资源持续输出
学院建立“学分银行”互认机制，认可高端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分，即学员在通过全国学历
教育考试，补充基础课程学时后，可实现与学院会计专业硕士、审计专业硕士、税务专业硕
士、金融专业硕士学历教育的对接。通过架设与学历教育的对接，搭建多样化的学习共享平
台，可以对高端人才的持续学习提供通道和支撑。

（五）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课程模块灵活便捷，三天短期课堂三次集中培训，高
效课堂精彩纷呈
学院课程内容与时俱进，可以做到因材施教、按需配置、形式多样，以最大化满足学员的
个性化培训需求。培训采用线上直播课+线下面授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线上先导课
程，安排学员构建专业基础知识，为线下面授夯实基础；线下面授重点解决香港上市的 “痛
点” 问题，以实际操作为主，搭建拟上市企业与上市中介服务机构的交流共享平台。课程分
模块教学，三天短期课堂三次集中培训，不用脱产，高效完成培训。

五、培训内容
模块一 如何才能乘坐快车通向亚洲主要市场的机会之路？
（一）上市前的准备（规则、流程、常见问题）
1.
2.
3.
4.
5.
6.
7.
8.
9.

香港资本市场最新动态及上市规则简介
香港上市基本流程、成本与时间表
香港交易所概论（包括主板及创业板的介绍）
各国资本市场及不同版块的比较及其选择考虑
如何防止上市申请被港交所拒绝或退回
成功 IPO 所需要克服的常见问题
香港上市常见的组织模式
上市常见的内控问题
香港上市中的 H 股模式及法律关注点（包括 H 股模式的特点及优势、新规对 H 股模式的影
响、中国证监会对 H 股发行的审核关注点、中国证监会对 H 股全流通的审核关注点）

10. 香港上市中的法律问题（包括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及联交所关注的中国法律问题、滴
滴赴美上市引发的境外上市监管政策的变化）。

11. 香港上市过程概论：各中介机构的作用及其选择考虑
12. 财务尽调要点/税务尽调要点/法务尽调要点

（二）财务与税务
1. 香港主板及创业板上市要求（包括最近香港联交所关于主板上市利润要求咨询结果）
2. 申报会计师的工作范围
3. 关联交易的处理
4. 上市前违规票据融资
5. 是否合适/有需要上市
6. 企业估值
7. 税务版块
8. 拟上市企业常见的会计问题

（三）上市重组
1. 上市重组的架构设计（H 股、小红筹形式）
2. 上市的财务战略及规划
3. 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及业绩连续计算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4. 实际控制人在业绩期变更能否满足上市要求
5. 剥离非核心业务是否需要纳入历史财务报表
6. 业绩期当中的收购是否构成重大收购以及额外的披露要求
7. 业绩期之后的收购的披露要求
8. 上市重组的集团架构
9. 香港上市通常采用的红筹架构及 VIE 架构
10. 境内架构向红筹架构或 VIE 架构转换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1. 红筹架构及 VIE 架构在运营过程中主要的税务考量
12. 税务重组
13. 香港上市红筹架构的主要法律问题
14. 香港上市 VIE 架构的主要法律问题
15. 香港上市的股权激励和股份支付主要法律问题

（四）组织、人才与领导力
1. 全球人力资本趋势
2. 快速成长企业的管理应对之道
3. 创业企业的人才管理
4. 企业战略整合、业务整合、组织整合
5. 股权激励模式及其对比分析
6. 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模块二 如何完善招股说明书，递交上市申请，快速通过企业上市的安检通道？
（一）上市过程操作指引
1. IPO 尽职调查介绍
1) 尽职调查的重点之一：风险发现
2) 尽职调查的重点之二：价值发现
3) 企业所做的初步尽职调查
4) 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
2. IPO 审核流程介绍
1) 起草招股说明书
2) 受理、预先披露、反馈、审核等流程相关问题

3) 双重申报制度下，如何快速修改反馈意见，顺利通过上市聆讯。
（二）如果上市主体有私募股权融资，申请审批阶段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2.
3.
4.

如何确定上市前私募股权融资价格和其他因素考虑及协议安排
拟上市公司申报前私募融资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内控层面注意事项
项目交表前的各项工作安排

模块三 如何做好上市公司管理，做一个最具公众责任的好乘客？
（一）上市后交易
1. 上市后股份管理、市值管理、资金管理
2. 上市后的公司及董监高责任和常见问题案例分析

（二）风险控制

1. 什么是 PN 21/ PN 2 ？
2. 上市项目牵涉的信息科技审计
3. 申请上市前，公司的合规注意事项及内部监控的考虑
4. 港股 IPO 的内控风控要求
5. 境外上市企业常见的数据合规重大风险梳理

（三）数字化转型及业财一体化的考虑
（四）社会、环境及治理（ESG）
招股书内就“社会、环境及治理”(ESG)状况的披露

（五）投资并购

模块四 聆听“前班列车乘客”的经验分享
（一）重点行业代表公司 IPO 案例介绍（实操人员）
1. 互联网
2. 新制造
3. 新零售
4. 医药

（二）高管闭门研讨会——市值管理

模块五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驶上北交所发展快车道
（一）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新机遇——北交所上市规则解读
1. 发行机制解读
2. 再融资制度解读
3. 交易制度解读
4. 持续监管与信息披露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介绍
1. 多层次资本市场概述
2. 北交所与其他上市板块的对比分析

六、师资力量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将组建重磅师资队伍，授课教师来自中国证监会、联交所、香
港投资署、知名投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均具有国际资本市场与投融资
相关的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拟聘师资如下：
科研院校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金融系教授
投资专业意见与支持机构

香港交易所
张晓夏，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环球上市服务部市场发展科副总裁。
北京证券交易所
高级专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投资推广署
任志，香港投资投资推广署高级经理，负责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发展，前往香港
拓展业务。
投资银行
国内某头部投行
证券公司
国内某头部券商
中泰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宋爽，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普华永道审计部合伙人，电信行业主管合伙人。在资本
市场上市、收购兼并及资产重组等复杂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高洋，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普华永道中国项目合伙人。致力于房地产行业、医药行
业、教育行业、石油化工行业的咨询服务、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工作，为客户提供战
略落地实施、管理流程优化、风险管控提升、信息管理智能化的管理咨询服务。
李奕，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中国科创与民营企业服务税务主管合伙
人、全球通信，媒体及科技行业税务部联合主管合伙人
袁国新，普华永道资本市场服务组合伙人，拥有逾二十年审计、上市及商业咨询经
验。主要工作为协助客户于香港市场上巿，以及上巿公司的收购合并，曾协助了 50 多
家具规模的企业于香港成功上巿。
武屹，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人，为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重
组、上市提供税收筹划和税务咨询等相关的税务服务。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杨淑娟，安永北京主管合伙人、安永大中华区政府及基础设施市场主管合伙人、审计
部合伙人。具有 25 年的工作经验，熟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 A 股、H 股及美股公司
上市审计及海外公司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
袁淑萍，安永组织与人力资本咨询合伙人，拥有 16 年人力资本咨询经验，为大型国有
企业、跨国公司及民营企业提供组织架构设计、薪酬福利机制设计、人力资源战略规
划、岗位管理、绩效管理、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等方面咨询服务，具备丰富的理论及
实践经验。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吴嘉源，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德勤中国税企协商服务领导合伙人和德勤香港和重庆
公益基金会理事，拥有超过 30 年的税务和商务咨询服务经验。

刘云波，德勤估值与商业模型服务合伙人。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内企业的上市与重组并
购项目；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提供相关可行性分析和投资项目的价值分析咨询服
务。
任绍文，德勤全国资本市场北区领导合伙人、审计及鉴证合伙人。具有 27 年的审计、
企业重组、改制、企业境内外上市等专业服务经验。
杨红梅，德勤审计及鉴证服务合伙人，拥有 15 年的审计服务经验，熟悉上市规则、监
管条例、及中国会计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
吴国灏，德勤审计及鉴证合伙人，主要为香港上市公司客户提供服务，对国际会计准
则和香港上市规则具有丰富经验，曾为多家上市公司、跨国公司提供包括首发上市、
年度审计等服务。
曹菲，德勤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曹菲女士拥有超过 21 年的税务工作经历，曾经为
许多不同行业的大型国内企业及跨国公司提供税务咨询服务。曹菲女士是德勤华北生
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税务服务领导人以及消费行业税务服务领导人。同时也是德勤华
北税企协商服务团队的领导人。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吴旭初，毕马威审计合伙人、北方区消费品市场领导合伙人。拥有 18 年的专业服务经
验。对中港两地的会计准则和企业法规，以及商业惯例及程序均有深入理解。
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李文才，信永中和(香港) 合伙人，拥有超过 32 年会计、审计、企业融资及商业策略
与发展的经验，曾协助多家香港公司、国有企业及中国当地公司在香港、新加坡及韩
国的交易所完成上市。
张纪东，信永中和合伙人，拥有 17 年管理咨询专业服务经验。张先生是国内最早一批
从事内部控制的核心专业人员之一，曾参国资委、中企联等风险管理或内控专家组、
课题组担任专家。他的工作主要包括 IPO 内控、可持续发展、ESG 等相关的鉴证及咨
询服务。
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高亚军，澳洲注册会计师，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合伙人，拥有会计及
审计行业从业 20 年，具有丰富的大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及 IPO 审计经验。
黄玮，天职香港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估值服务董事。黄玮博士是香港最富经验的评估师
之一。从事评估专业服务逾十五年，在融资˴ 上市重组和上市公司交易的评估领域累
积有丰富的经验。
黄昭揆，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哲慧企管专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负责指导服务团队
执行上市前之内部监控检讨服务、客户上市后之企业管治评估和检讨、风险咨询与评
估、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编制服务、与美国萨班斯法案相关之合规性审查服务
等，客户主要属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等地上市之企业。
李美怡，天职国际哲慧企管专才有限公司风险管理董事，从事审计和风险管理的工作
领域已有超过十九年的丰富经验，为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大型私营企业及跨国企业
提供服务。
律师事务所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高翔，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境内外证券发行、基金和私
募、兼并与收购、企业改制和重组、反垄断、外商投资、TMT、能源和自然资源及证券
合规与证券诉讼。
骆嘉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资本市场、兼并和收购以及外
商直接投资。在为客户提供与香港资本市场交易相关的法律意见，以及与香港联交所
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相关的其他企业合规事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天元律师事务所
曾雯雯，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领域为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境外上市企业常
见的数据合规重大风险管理。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和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证券业
从业资格，毕业于北大法学院、哈佛法学院。曾律师具有丰富的网络法实务经验及涉
外法律服务经验，为企业提供包括数据合规在内的多维度合规服务。
方达律师事务所
林彦华，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争议解决，包括诉讼仲裁及政府调
查等。林律师具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学位、香港大学普通法硕士及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法律硕士学位。林律师具有中国执业资格和美国纽约州职业资格。
瑛明律师事务所
张勤，瑛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律师执业至今已逾 26 年，执业领域主要包括证
券发行与上市、重组并购、私募股权投资。
七、时间及地点
期数

部分

报到时间

培训时间

结束时间

培训地点

第一部分 2021 年 11 月 25 日 11.26——11.28 11 月 28 日 17:00
第 1 期 第二部分 2021 年 12 月 02 日 12.03——12.05 12 月 05 日 17:00

北京

第三部分 2021 年 12 月 09 日 12.10——12.12 12 月 12 日 17:00
第一部分

2022 年 3-4 月

具体时间待定

第 2 期 第二部分

2022 年 3-4 月

具体时间待定

第三部分

2022 年 3-4 月

具体时间待定

第一部分

2022 年 5-6 月

具体时间待定

第 3 期 第二部分

2022 年 5-6 月

具体时间待定

第三部分

2022 年 5-6 月

具体时间待定

北京

待定

2 期以后的期数，根据学院 2022 年培训安排，确定具体培训时间，预计 3 月初确定。

提示：
1. 学院将根据 2021 年新冠疫情及党中央疫情防控的最新部署及时调整课表，确保
培训安全。
2. 结束时间以开课通知或课程安排表为准。
八、结业及考核
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即可获得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颁发的电子结业证书。
九、优惠政策
1.学员可以免费参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每年组织的各类高峰论坛活动；
2.学员可在培训期间，免费参加一次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公开课培训，学费全免，
食宿费用自理。所有培训的学时均可计入当年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具体政策参
考当地财政局；
3.培训期间所修网络学时可计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学分银行，该学分可用于北京
国家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分抵免和学费减免（详见《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学分银行管
理办法（试行）》）；
4.培训完成后，优秀学员可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推荐，经澳洲会计师公会评审批
准后，获得最优免考政策并豁免相应的考试费用（最高豁免 9,974 澳币），高效快速
获得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
十、收费标准
1.培训费：人民币 18000 元/人，费用均不含食宿。发票抬头为培训费。
2.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培训可提供食宿。就餐为自助餐，收费标准为 120
元/人天；住宿标准：普通单人间 220 元/天。（住宿费用含游泳、健身、净娱乐、宽
带上网等费用）。退房时间截止到每天下午 14 点，14 点到 18 点退房收取半天房费，
18 点后退房按照全天房费收取。
特别提示：如因报名人数不足开班人数要求，举办方有权取消该班，并在开班前
三天告知，对学员已缴纳的培训费用，予以全额退还，但不承担任何赔偿。对任何因
信赖该班可以如期举行而导致的任何直接、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损失、误
工费损失等，举办方均不承担法律责任。
十一、缴费方式

1.报到时直接出示培训费汇款凭证，或微信绑定银行卡、信用卡扫二维码现场缴
纳培训费。（现场不接受现金和支票等其他缴费方式）
开户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账 户：1100 1020 1000 5603 0985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天竺支行（201）
（特别提示：提前汇款仅限培训费，请您在开课前将培训费汇至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并将汇款凭证发给报名老师）
2.在线缴费：

3.项目联系人：孙老师，李老师
电话： 010-64505063,010-64505261
邮箱：suntq@mail.nai.edu.cn
4.报名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姜老师
邮箱：2929797860@qq.com
手机：15810757362
联系人：张老师
邮箱：bmzx@cdeledu.com
手机：13552457050 （同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