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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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90-98 号美和工业大厦 15 樓 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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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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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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职位分布分析 

  

 

 

注： 

1. 本文共计包含 4 个区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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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源以及猎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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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 

投资总经理 

 医药商业板块头部平台,地位高 

 投资并购负责人，发展好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客户是知名医药产业商业流通板块头部产业集团，市场化、扁平化

的管理带来了充分的竞争优势。 

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中，投资并购在集团的业务发展与行业竞争格局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Job Description 

✓ 负责公司投资发展规划的编制； 

✓ 负责组织编制公司股权投资相关制度、流程和规范，以及对下

属公司的宣导、培训和监督实施； 

✓ 负责组织股权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调研，完成立项、审计、国有

产权登记等相关流程； 

✓ 组织本部职能部门对股权投资项目开展内部评审，指导下属公

司修订完善项目建议书； 

✓ 负责建立投资项目台账，设计完善股权投资评估模型，拟定投

资决策评价标准，形成明确的投资管理机制；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本科以上学历，财务、投资、管理类相关专业。 

✓ 10 年以上相关行业投资并购管理工作经验，其中高级投资管理

岗位经验不低于 5 年，熟悉医药行业且有优秀并购经验者优先。 

✓ 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项目挖掘能力，较强的商务谈判、沟通能

力；较强的项目管理与团队建设能力；掌握涉及投资、并购、财

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责任心强、敢于承担，抗压能力强;有良

好的职业操守。 

联系: Joanna Zeng 

职位编号: 4041751 

+86 10 5969 055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医药行业绝对富有竞争的平台优势 

✓ 广阔的业务空间 

✓ 投资并购与投后管理一体化 

✓ 战略投资一把手 

✓ 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8%8D%AF%E4%B8%9A%E6%8A%95%E8%B5%84%E6%80%BB%E7%BB%8F%E7%90%86/ref/4041751


CVA Institute-建立估值行业标注 培养金融投资人才 
 

5 

 

 

 

  

投资执行部 

投资经理 

 Top tier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Top tier 团队成员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中国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公司已累计投资超过 100 家

企业，其中 30 多家已成功上市，旗下九支基金得到了 200 多家

海内外一流投资人的大力支持，以近千亿元人民币的管理资产规

模成为中国领先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 

 

Job Description 

✓ 参与行业、企业的基础分析研究，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 协调尽职调查，做好投资项目的估值分析以及立项文件、投

资建议书的初稿撰写工作 

✓ 其他协助性的投资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3 年以上知名投资、投行、咨询公司工作经验 

✓ 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知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优先 

✓ 具有一定的投资项目执行和开发能力 

✓ 能够熟练建立各类财务估值模型对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和估

值，撰写相关研究报告 

✓ 富有执行力与责任心、善于与人交往 

✓ 具备快速学习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善于在压力下工作 

联系: Floria Jiao 

职位编号: 4062170 

+86 10 5969 060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市场化薪资水平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6%89%A7%E8%A1%8C%E9%83%A8%E6%8A%95%E8%B5%84%E7%BB%8F%E7%90%86-top-tier%E7%A7%81%E5%8B%9F%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5%85%AC%E5%8F%B8/ref/40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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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财务经理 

 直接汇报给基金合伙人 

 能够接触投后管理、基金运营、基金财务等全面业务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某大型集团下大健康产业基金。 

 

Job Description 

负责基金中后台所有财务相关事宜，参与新基金的设立和搭建、和

LP 的对接、投后管理、基金运营、基金财务、税务筹划等各个方

面。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偏好候选人有四大审计 3-4 年工作经验，并有 1-2 年基金公司财务

经验。 

联系: Jancy Li 

职位编号: 4068176 

+86 10 5969 0521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直接汇报给基金创始合伙人； 

✓ 对业务的参与深度较深； 

✓ 市场化薪酬。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9F%BA%E9%87%91%E8%B4%A2%E5%8A%A1%E7%BB%8F%E7%90%86%EF%BC%8C%E5%A4%A7%E5%81%A5%E5%BA%B7%E6%8A%95%E8%B5%84%E5%9F%BA%E9%87%91/ref/40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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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 VP 

 知名车联网上市公司，5000 名员工，业务遍及美国荷兰等； 

 投资 VP 及投资经理职位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大型集团化股份制企业。是中国领先的数字地图内容、车联网及动

态交通信息服务、地理位置相关的商业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始终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地理信息产品和服务。

5000 名员工，业务遍及美国荷兰等。 

 

Job Description 

✓ 全面负责公司战略规划、战略投资工作，为公司重大战略决策

提供支持； 

✓ 负责建立和完善公司战略管理体系，组织公司战略和中长期发

展规划的落地实施； 

✓ 积极开拓金融市场关系，建立多元化的企业投融资渠道，与资

本市场保持密切的对接与联动； 

✓ 负责分析市场投融资风险，为公司核心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全面负责投融资项目的前期调研、组织，后期监控、分

析、评估等全流程管理； 

✓ 制定与公司战略发展相匹配的公司内部运营体系、组织架构与

机制流程，确保公司内部管理高效运转。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 

✓ 8 年以上战略、投融资相关工作经验； 

✓ 优秀的领导沟通、协调、调度、指挥组织能力，较强的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富创意、有见解，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捕捉和把握能力，具备卓越

的业务推进和资源整合能力。 

联系: Floria Jiao 

职位编号: 4064974 

+86 10 5969 060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8%98%E7%95%A5%E6%8A%95%E8%B5%84vp-%E8%BD%A6%E8%81%94%E7%BD%91%E4%B8%8A%E5%B8%82%E5%85%AC%E5%8F%B8/ref/406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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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总监 

 国内知名经营管理型投资公司 

 全球战略布局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国内知名经营管理型投资公司，香港上市公司 

 

Job Description 

✓ 日常项目工作：全面独立负责公司涉及的海内外投资并购（股

权投资、产品权益引进、合资公司设立等）法务相关事宜，包

括项目立项风险评估、交易结构设计、尽职调查、交易文件起

草修改谈判、交割后问题跟踪等投资并购全流程设计的所有法

务风控合规事宜； 

✓ 制度类及标准化工作：总结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经营，制

定和完善投资并购标准化工作内容和流程，包括项目流程梳

理、合同模板的制定及尽职调查相关表格的制定等； 

✓ 培训类工作：组织进行公司内部各相关部门进行投资并购中涉

及的法务事务培训。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具有海内外产业投融资并购 3-5 年经验（包括股权收购、VC 

投资、产品引进等）以及项目管理经验，独立负责并全程参与过

不低于 10 例上述投融资项目中的法务工作，包括交易结构设

计至后续投资整合阶段； 

✓ 集团总部及大型企业总部工作经验优先； 

✓ 医药行业优先； 

✓ 具备跨界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 法律功底扎实，具有诉讼和合同审核经验等，国内或国外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 

✓ 英文流利（可作为工作语言）。 

联系: Sally Han 

职位编号: 4031498 

+86 10 5969 0532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非常有利于自我成长的平台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B3%95%E5%8A%A1%E6%80%BB%E7%9B%91-%E6%B5%B7%E5%A4%96%E6%8A%95%E8%B5%84%E5%B9%B6%E8%B4%AD%E6%96%B9%E5%90%91/ref/403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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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投资经理 

 百亿基金规模，双币基金，有雄厚的实力支持跨境并购的投资机

会 

 团队成员均毕业于海外顶级院校，有丰富的外资投行跨境并购交

易经验 

 北京、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基金成立于 2015 年，美元基金规模为 10 亿美金，人民币基金为

100 亿人民币，有雄厚的实力。目前二期基金目标金额为 20-30 亿

美金。基金定位为专注于投资欧洲工业技术的跨国投资私募基金，

主要投资包括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及零部件、先进材料、医疗器械

和环保科技在内的 5 大领域的中小技术企业。目前在北京，香港，

上海，伦敦，慕尼黑均有办公室。 

 

Job Description 

✓ 寻找和筛选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资机会 

✓ 进行医疗行业研究，预测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 

✓ 参与尽职调查，草拟项目相关文件 

✓ 参与跨国会议讨论，交流目前行业动态及跟进投资业务 

✓ 进行财务模型的搭建，对交易进行财务分析及预测 

✓ 承担交易环节的相关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海内外知名院校本科以上学历 

✓ 有医疗领域跨境并购项目经验，希望候选人最好有外资投行工作

经历 

✓ 熟练搭建 DCF 与 LBO 模型，面试中需要独立搭建 LBO 模型 

✓ 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独立撰写英文报告，并胜任日常跨

国会议中的讨论与交流 

✓ 较强的学历能力与沟通能力，在工作中能自我驱动 

联系: Alyssa Cai 

职位编号: 4013614 

+86 10 5969 0530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有竞争力的薪酬，良好的激励机制 

✓ 舒适的办公环境，投资经理均可在国贸拥有独立办公室 

✓ 团队成员均毕业于顶级院校，外资投行出身，是专业化的跨境

并购团队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5%8C%BB%E7%96%97%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6%9F%90%E7%99%BE%E4%BA%BF%E8%A7%84%E6%A8%A1%E8%B7%A8%E5%A2%83%E5%B9%B6%E8%B4%AD%E5%9F%BA%E9%87%91/ref/4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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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高端制造/工业/能源方向-一线美元 VC 基金； 

 团队成员优秀，薪酬福利优厚。 

 北京、兼职 

 

About Our Client 

一线 VC 基金；中国区基金曾投资近 500 家企业，包括京东商城，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今日头条，摩拜单车； 

 

Job Description 

做为高端制造团队投资经理，主要协助团队 senior 成员进行财务分

析等投资全流程事项。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5-6 年工作经验，扎实的财务功底及 1-2 年投资经验； 

✓ 候选人画像：四大+知名投资公司；或知名 IBD+投资公司；或知

名投资公司背景。 

✓ 高端制造/工业/能源投资方向。 

联系: Floria Jiao 

职位编号: 4053798 

+86 10 5969 060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薪酬福利优厚。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9%AB%98%E7%AB%AF%E5%88%B6%E9%80%A0%E5%B7%A5%E4%B8%9A%E8%83%BD%E6%BA%90%E6%96%B9%E5%90%91-%E4%B8%80%E7%BA%BF%E7%BE%8E%E5%85%83vc/ref/405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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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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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投资总监 

 知名地产基金背景 

 商业地产物业业态丰富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投资地产开发集团，上海拥有多个城市综

合体项目 

 

Job Description 

✓ 协助主管按集团投资及发展计划，落实投资及发展项目，其

中包括:1) 参与项目的前期筛选与市场调研；2) 根据主管

要求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研究；3) 建立项目的财务模

型；4) 参与项目在市场, 规划, 设计, 资金, 人力资源等

方面的可行性研究；5) 参与项目在落实过程中的谈判、法

务和合资/合作单位（如有）等方面的工作; 

✓ 主管指派的其他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熟练运用投资分析/估值方法与工具； 

✓ 具较强分析力，做事有条理，善于思考，思维活跃； 

✓ 擅长信息收集、市场调研、数据分析与整合；有独立的市场

调查和分析研究能力； 

✓ 擅长以 MS Excel 建立财务模型 

✓ 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独立撰写房地产市场研究报

告及其他各类报告； 

✓ 富敏锐的市场触觉，能够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市场方向; 

✓ 勇于接受新挑战与职责。 

联系: Sharon Jiang 

职位编号: 4058320 

+86 21 6157 5024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秀的精英团队 

✓ 丰厚的薪资待遇 

✓ 宽广的职业发展平台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6%9C%BA%E6%9E%84-%E8%B4%A2%E5%8A%A1/ref/39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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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Director 

 负责投资部门的建立，以及新平台的整合和完善。 

 扩大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度以及市场知名度。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国内外知名的综合性集团，通过整合全球一

流资源，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精准、高效、零风险的采购价

值交互平台。平台致力于成为物联网时代专业采购服务的引领

者，为用户提供集约采购、模式转型、大数据等服务，搭建一

流模块资源共创共赢生态圈，创造更多价值。 

 

Job Description 

✓ 作为投资负责人，将根据集团战略方针，分析并设计适合

集团业务拓展的投资战略。 

✓ 建立投资团队，并且带领投资团队进行工业物联网相关的

投资。 

✓ 为企业未来的海外上市做准备。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优秀的学历背景，国内外知名学府硕士及以上学位。 

✓ 十年以上业务拓展以及投资并购经验，熟悉工业 4.0、物联

网等相关领域的投资，具备成功经验。 

✓ 沟通能力强，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擅长资源整合，发现

投资机会，以及优秀的执行能力。 

✓ 具备团队建设以及管理能力。 

✓ 具备创业者精神。 

 

联系: Jackie Wang 

职位编号: 406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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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职业发展

平台。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investment-director/ref/406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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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Investment 

Manager 

 企业战略方向明确 方法量化 工作环境透明 

 管理层指标清晰 奖励丰厚 执行到位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美国上市公司，优异的盈利能力，优质的平台，丰厚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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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五年以上独立实施投资项目经验，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

者外资投行或者 VC/PE 的工作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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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Will Qian 

职位编号: 4060043 

+8621 6062 3097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厚的内部福利，强大基础的优质平台 

✓ 现代化办公环境包含了健身房、按摩椅、桌球，等配套设施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senior-investment-manager/ref/406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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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 

 国内中型服装零售国内公司 

 财务团队搭建， 战略规划 

 上海、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是一家中国时装公司。自 1997 年创立以来,已经成为一家涵盖多

品牌的、从研发到零售的全业务链公司。公司以品牌为核心开展

业务, 包括设计、开发、生产、物流、特许经营及零售模块, 产品

涵盖女装、男装、婴童装, 业务覆盖至亚洲及欧洲的重要城市。 

 

Job Description 

✓ 确立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财务制度及内部流程审批制度 

✓ 确立集团公司间的经营架构、盈利模式及合理的纳税筹划 

✓ 确立集团公司管理会计版块的职能 

✓ 资金合理规划及制定长、短期融资规划 

✓ 根据公司资金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制定资金融资及保本投

资规划，以确保资金安全及通过合理规划降低公司财务成

本； 

……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财会专业毕业 

✓ 精通中国会计准则及法律法规、熟悉国际准则；熟悉集团公司

运作及制度规范 

✓ 8-10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 沟通协作能力强，思路清晰善于谈判 

联系: Amber Peng 

职位编号: 4039367 

+8621 6062 3063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全盘财务管理 

✓ 具有竞争力的薪资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8%B4%A2%E5%8A%A1%E6%80%BB%E7%9B%91/ref/4039367?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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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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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经理 

 快速稳定的发展平台 

 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港资上市企业，有自

己的设计、零售、出口和制造业务，目前在内地快速扩张 

 

Job Description 

✓ 提供业务营运业绩分析及处理数据分析； 

✓ 完成公司要求每月 P&L 报表分析 

✓ 对相关数据进行财务及业务分析，营运检讨，透过可行性分

析及市场调查等措施监控业务成效； 

✓ 通过 KPI 指标推动业营运作有效改进； 

✓ 负责执行业务分析及针对现况提出见解及建议，为管理层作

业务决定提供决策支持； 

✓ 管理店铺的资本支出及投资计划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快速稳定的发展环境 

✓ 福利好，年底 13 薪 

 

联系: Wonka Huang 

职位编号: 4014888 

+86 20 2338 5745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渥薪资福利。 

✓ 巨大发展空间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6%B8%AF%E8%B5%84%E4%BC%81%E4%B8%9A%E8%B4%A2%E5%8A%A1%E5%88%86%E6%9E%90%E7%BB%8F%E7%90%86/ref/4014888?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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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大型备案制股权投资基金 

 广阔职业发展平台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先后投资超过 100 家科创企业，目前管理基金超过 150 亿，处于

广东前十和全国领先行列。 

 

Job Description 

✓ 参与尽职调查 

✓ 撰写尽调报告 

✓ 协助投后管理 

✓ 增值服务等 

✓ 与项目投资等相关工作。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硕士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 有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科技，医药医疗行业工作背景； 

✓ 三年以上投资经验，有成功案例这优先。 

 

联系: Katherine Chen 

职位编号: 4067195 

+86 20 2338 573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广阔发展平台 

✓ 稳健发展空间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en/job-detail/%E6%8A%95%E8%B5%84%E6%80%BB%E7%9B%91-%E6%96%B0%E6%9D%90%E6%96%99/ref/4067195?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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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双百亿级别集团公司 

 丰富国内外投资项目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中国领先市场的房地产发展商之一;是一家以地产为主,多元业务

并行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Job Description 

✓ 主导组织、实施项目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立项、实施报

告与审批等投资流程相关工作; 

✓ 负责对外合作、联络及谈判,负责起草投资项目意向书、协议

书、经济合同等有关文件; 

✓ 负责公司与外部机构联合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并具体参与基金

后续运作,打造基金管理业务板块制定投后管理方案,跟踪项

目的投资决策和重大事项,进行日常监控以及相关对外沟通和

对内汇报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经济学、金融学或管理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

以上投资项目管理经验, 

✓ 能有效组织并独立负责投资项目相关的调研、评估、实施和

跟踪管理等流程操作;拥有独立带队完成股权投资项目等经

验; 

联系: Katherine Chen 

职位编号: 4066613 

+86 20 2338 573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广阔的职位发展空间 

✓ 优厚的薪酬条件。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7%89%A9%E4%B8%9A%E9%9B%86%E5%9B%A2%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6%8A%95%E8%B5%84%E7%BB%8F%E7%90%86/ref/406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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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快速发展行业背景 

 优厚薪酬条件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年度生物医药产业最活跃投资机构 

 

Job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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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 

✓ 5 年以上生物医药、医疗方向私募股权投资经验； 

✓ 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和谈判能力。 

联系: Katherine Chen 

职位编号: 4053017 

+86 20 2338 573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广阔发展平台 

✓ 专业投资团队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6%80%BB%E7%9B%91-%E5%A4%A7%E5%81%A5%E5%BA%B7%E6%9D%BF%E5%9D%97/ref/405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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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股权投资经理 

 资本雄厚，股东背景强大 

 高管团队尚在初创期，发展空间极大 

 广州、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我们的客户注册资本数百亿、有数十家上市公司作为股东的新

兴民营产融集团，招募高级股权投资经理（农业、教育方

向）。 

 

Job Description 

✓ 专注于农业项目或教育项目的开发与筛选； 

✓ 负责项目尽职调查与评估并跟踪项目公司发展动态； 

✓ 适时编制投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投资策略； 

✓ 负责所投项目的整体管理、推进以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

险控制； 

✓ 负责投后管理服务，确保项目增值并安全退出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重点大学本硕以上学历 

✓ 具有 5年以上农业方向或教育方向投资工作经验 

✓ 具有一定的农业或教育领域人脉、项目资源，大型企业集

团或上市公司投资部门的投资业务工作经验，有跨行业工

作经验者优先，资管、基金、投行行业优先。 

联系: Sharon Yang 

职位编号: 4047627 

+86 20 2338 571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优渥薪酬福利； 

✓ 巨大发展空间； 

✓ 快速晋升渠道。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9%AB%98%E7%BA%A7%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F%BC%88%E5%86%9C%E4%B8%9A%E3%80%81%E6%95%99%E8%82%B2%E6%96%B9%E5%90%91%EF%BC%89/ref/404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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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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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 

 顶级合伙人背景 

 优质长线投资环境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新成立百亿规模基金，合伙人是原大型券商执行委员会成员。 

 

Job Description 

✓ 完成一二级市场研究分析，对上市公司进行基本面研究； 

✓ 筛选优质标的并推动过会； 

✓ 投后管理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具备系统性的研究分析方法，有买/卖方研究经验，尤其擅长

基本面分析，投资风格稳健，长线持有，价值投资。 

联系: Zeke Yu 

职位编号: 4059086 

+86 755 3358 468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顶级团队工作环境 

✓ 大佬带教 

✓ 优质买方经验。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7%BB%8F%E7%90%86-%E4%BA%8C%E7%BA%A7%E5%B8%82%E5%9C%BA/ref/405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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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监 

 顶级合伙人背景 

 先进的回报机制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原达晨合伙人背景，人民币基金，投资风格稳健，逻辑清晰。 

 

Job Description 

✓ 主导智能制造、芯片、半导体等垂直细分领域的投资逻辑梳

理、行业研究分析、趋势跟踪、标的寻找、项目前景分析、

投资方案拟定和执行；协助公司管理团队梳理细分领域中长

期投资策略、投资规划； 

✓ 与团队共同完成投资项目的执行工作，包括前期洽谈、工作

计划制定与实施、项目的评估与考察、行业研究、估值、投

资方案的订以及建立项目投资档案； 

✓ 参与或主导投资交易，包括重要文件的起草、拟定投资方案

制定投资协议、项目投资谈判、 签约和投资实施与退出

等； 

✓ 负责已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对投资项目全过程进行风险

控，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协助设计项目投资退出方案。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我们寻找：拥有深厚产业背景老江湖、专家，且拥有至少 3

年以上中早期股权投资经验；年龄 30－40 岁左右。 

✓ 我们聚焦：智能制造、先进设备、工业机器人、物联网、芯

片、半导体，以上其中之一或复合产业背景均可。 

✓ 我们期待：您具备行业发展的洞察力，对所在产业和企业的

价值有着深刻理解；对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有着前瞻把

握；您拥有丰富的产业项目、产业人脉，并能够与产业内创

业公司、专家、投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具备极强的资源链

接能力与一定的资源累。 

 

联系: Zeke Yu 

职位编号: 4059511 

+86 755 3358 4689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先进的 carry 分配机制，三年后离开公司 carry 依旧可以拿到。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A%95%E8%B5%84%E6%80%BB%E7%9B%91/ref/405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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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投资岗位 

 公司为同类型行业顶级企业，处于快速发展的进程 

 人性化管理，工作环境上佳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高端制造行业一流企业 

 

Job Description 

✓ 寻找和筛选有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的项目机会和客户资源，

并在前期尽调的基础上，起草项目立项报告； 

✓ 进行项目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交易结构设计、交易谈

判、商定框架协议，制作投资方案及进行投资报审等工作； 

✓ 建立投资项目档案，接受交割条款约定的资产及其有关法律

权属文件； 

✓ 执行投资计划和所投项目投后管理，主动防范和化解可能产

生的各类风险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法律、金融专业； 

✓ 具有 8年以上金融行业资产管理工作从业经验，丰富的项目

管理经验； 

✓ 具有较强的市场敏感度和市场开拓能力； 

✓ 具有良好的项目运作能力； 

✓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能力； 

✓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团队合作意识、

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能够胜任加班、出差等岗位 

联系: Arthur Lv 

职位编号: 4050968 

+86 755 3358 4656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丰厚薪酬与广阔发展空间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E6%88%98%E7%95%A5%E8%A7%84%E5%88%92%E6%8A%95%E8%B5%84%E5%B2%97%E4%BD%8D/ref/405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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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投资经理 

 一流的薪资待遇 

 在成熟的大平台里稳定地职业发展道路 

 深圳、全职 

 

About Our Client 

股东分别为凯雷、KKR、老虎对冲基金的高管。该公司已经中国

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三方联合会商审议

通过，并已通过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深圳为

重点，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大消费、生物医药、TMT（科技、媒

体及电信）等国家政策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参

与深圳国企混改和国有资产证券化，配合国有企业完成产业并

购重组。 

 

Job Description 

✓ 跟随团队对项目进行研究和项目开发； 

✓ 跟着团队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并撰写相关尽调报

告和投资建议书； 

✓ 在 VP带领下进行项目实际投资，项目估值和商务谈判；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 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理工复合专业背景，985/211学

校毕业者优先； 

✓ 5年以上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经验，工科专业毕业并具有

产业工作经历，项目成功退出经验、业绩优秀者优先； 

✓ 具有较强的估值能力和市场判断能力，具备良好的人际沟

通能力、优秀的领导力和较强的抗压能力。。 

联系: Yvonne Yang 

职位编号: 4055365 

+86 755 3358 4645 

【点击了解详情】 

What's on Offer 

✓ 良好的锻炼平台与优秀的投资团队 

✓ 一流的薪酬回报 

 

https://www.michaelpage.com.cn/job-detail/senior-investment-manager/ref/405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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