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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持⼈致辞：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中⽂⼤学（深圳）思廷书院院长
陈永勤教授。香港中⽂⼤学（深圳）⾼等⾦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民教授，香港中⽂⼤学（深
圳）教育基⾦会秘书长、校友事务办公室李夏琳先⽣，中科智能⾦融科技研究院院长、
深圳⾼等⾦融研究院⾦融硕⼠项目业界导师王秀麓老师。今晚我们还邀请到了校友智囊
团，稍后他们将在圆桌论坛进⾏精彩的分享，欢迎⼤家的到来！ 

 
2. 朱校长视频： 
    得知今天的校友聚会，香港中⽂⼤学（深圳）的朱世平副校长特意录制视频为⼤家
送上温暖的祝福，请看⼤屏幕。 

感谢朱校长，太感动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校长对校友们的浓浓关爱，接下来让
我们有请今天场地的东道主深圳⾼等⾦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民教授致辞。 

 
3. 刘民教授致辞： 

各位老师，陈院长，王老师，各位校友，很多都挺熟悉的，非常⾼兴参加圣诞校友
聚会。欢迎⼤家，希望⼤家以后常来。我们深圳⾼等⾦融研究院过去⼀年，取得了⼀些
非常重要的成就，基本上过去⼀年，我们已经基本上有⼤概 500 位学⽣，同时在坐的⼤
概有 700 位。我们现在有什么项目呢？⾦融，经济，会计，数据科学，还有管理学硕⼠，
然后还有理学硕⼠，今年啊，这个点上正在开⼀个市场硕⼠。到时候你们有小伙伴弟弟
妹妹有兴趣愿意来深圳发展的可以把这个项目推荐给他们。作为优秀的⼀个项目，我想
对校友们说我们深⾼⾦能提供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校友互动要玩起来，要 high 起来，
把圈⼦建起来，建起圈⼦的最好⽅法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友互动。那如果假设有⼀些
比较精品类的校友活动，有些学习，再学习⼀些项目，其实⼤家有机会来参与的话，就多
了⼀个相互认识相互学习的⼀些机会。我正好在管深⾼⾦⾼层管理项目，我们⼀年里推
出了好⼏个⾼层管理项目，今天隆重推荐给我们的校友们。有三个海外项目，第⼀个是
和斯坦福⼤学合作的斯坦福⼈⼯智能领导⼒项目，它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明年七⼋月
份的时候在斯坦福呆⼀周，如果我们校友活动里面有做⼀期关于市场创业的，欢迎⼤家
参与。⼈⼯智能是在创业圈里最重要的主题，⽆论你做哪⼀个创业项目，多多少少都和
⼈⼯智能有关系。如果你们机构在⼈⼯智能⽅面有兴趣的话，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
位教授非常有名，我们会做⼀个 5G 教室，现在⽹络教育发展到 5G 实时教学，我们会
和东京、印度、孟买、上海，四个地⽅和斯坦福⼤学⼀起教⼈⼯智能，那⼏个点可能在
⼈⼯智能上面是不同的场景，很多时候在创业圈不知道要用⼈⼯智能哪个场景。通过和
印度、日本的同学沟通，你⼤概会明白，原来在另⼀个国家，要用另外⼀种⽂化场景。这
个项目是非常有意义的，价格有点贵，20 万左右，在深⾼⾦上三个月，⼤概有 4 个周
末，不是每天上课，其他时间还会在⽹上学习，然后会去斯坦福⼤学呆⼀周。我觉得这
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我也跟我们学校产学研究主管汇报过，李校长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打造⼀个创业⽣态圈。 第⼆个项目是⾼级法律硕⼠项目，是和亚利桑那⼤学合作的⾦



融管理区域，香港中⽂⼤学在法律⽅面的校友比较少，这个项目专门培养国际商法，⾦
融交界的地⽅，未来深圳肯定是外向型的经济，和国际各种业务产⽣关系。会认识很多
律师，很好的机会去学习。也是和纽约最⼤律师所合办的⼀年半左右的项目。今天来的
是年轻的校友，可能不完全适合你们，但这是理解国际 compliance 非常好的项目。最
后隆重推荐深⾼⾦打造的华尔街游，⼤家可能了解中国⾦融⾏业，但⼤家了解美国⾦融
⾏业吗？很多⼈可能没有机会去看⼀看。明年 3-5 月去华尔街⾛⾛看看，重点是在哈佛。
很多⼈去华尔街只是站在纽交所之外，我们会站在纽交所之内。我们还会去很多⼤机构、
⼀些比较困难的地⽅，基本上会去华尔街看七⼋家最有名但机构进⾏⼀定的交流，我相
信这是对很多在座的同学难得的机会。通过⼀起出游，不仅能学习，还能交友，其实是⼀
起结伴成长，非常好的项目，价格也较低廉，⼤概 5 万元。深⾼⾦及我们香港中⽂⼤学
的校友群体持续贡献⼀些精品项目，让⼤家继续学习，通过学习也进⼀步交流。预祝今
天晚上交流会成功，谢谢⼤家。 

接下来，让我们再以掌声邀请到香港中⽂⼤学（深圳）教育基⾦会秘书长、校友事
务办公室李夏琳先⽣致辞。 

 
4. 李夏琳先⽣致辞： 

这是我们校友事务办公室和教育基⾦会第⼀次举办⼀个这么⼤型的活动，我们之前
在北京在上海都有做⼀些小型的校友聚会，但是之前和段校长也沟通，就是说两个校区
的活动要多举办，尤其不仅只是香港中⽂⼤学沙田校区还有深圳校区，所以我那天和沙
田社区的 Daniel 他们处长在聊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也在做两个校区间的融合，比如说
像校友卡，我们现在在座的校友，不知道是不是都有申请我们的校友卡，拿校友卡可以
到我们龙岗的这个校区享受我们的⼀些设施。今天晚上尤其感谢刘院长用深⾼⾦的场地，
是不是以后可以开放⼀些定期的⾦融沙龙？徐校长⼀直强调，不管是龙岗的还是沙田的，
我们都是香港中⽂⼤学这个⼤家庭的，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融合的这样⼀个校友活
动，能够把⼤家串在⼀块。我们也在讨论，就是我们深圳毕业的校友也可以享用这个沙
田的⼀些设施，所以希望⼤家以后能够多多支持校友事务处的活动，谢谢⼤家！ 

希望两个校区携⼿发展越来越好，在各位老师的致辞之后，希望在座的每⼀位都可
以度过⼀个欢乐充实的圣诞派对，也预祝各位老师校友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接下来呢，
进⼊⾦融⾏业的分享环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深圳⾼等⾦融研究院、⾦融硕⼠项
目业界导师王秀麓老师。 

 
5. 王秀麓老师分享： 

尊敬的刘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今天来给⼤家分享⾦
融⾏业的职业发展前景还有职业⽣涯规划，谢谢⼤家。我在招商证券从业 25 年，当了
7 年⼤学老师，现在深圳确实更换⼯作很频繁，但是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从⼀来深圳就
在招商证券那时候叫招商银⾏证券业务部，之后⼀直在招商证券。现在也在深⾼⾦给⼤
家做硕⼠课程的业界导师，同时也是深圳⼤学的客座教授。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有这
么⼏个⽅面，因为今天的话题是⾦融⾏业的岗位前景和职业规划，实际上就是说，如何
能够成为⼀名优秀的⾦融从业⼈员。第⼀⽅面叫认清⾏业，第⼆⽅面是了解公司，第三
是清楚岗位，第四是认真准备应聘，第五精⼼规划，另外⼀个是职业化，最后是终身学
习。有同学说我就想做⾦融，没有什么认清不认清的，最后结果不知道同学是不是现在
都在⾦融岗位，跟实际上用还是两回事。但也有同学说不是我想要选哪个⾏业就能去的，



要看公司要不要。这个我觉得是两⽅面的，我推荐看⼀本书，孙正义的《⼈⽣哲学》。
孙正义是日本的首富，有⼀点我特别赞同，孙正义在毕业之后选择做什么⾏业的时候 用
了⼀年的时间，设立了⼀个公司，收集可能要从事⾏业的所有资料，⼀屋⼦资料全是收
集了各个⾏业的资料，最后分析的结果选择了计算机⾏业，最后是最早代理苹果⼿机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磨⼑不误砍柴功，这个过程坚定了在这里⾏业发展的信念，终于实现了
自⼰的想法。坚定目标，朝这个目标去发展，那你所有的能量都会聚集，首先选择⾏业
要认定你所需要的。我还要说⼀下⾦融体系，就是⾦融⾏业有哪些单位是供⼤家选择
的？实际上有这么⼏个层次。⼀个是⾦融监管，监管部门有⼈民银⾏，⾏业协会比如证
监会，证券业协会，银⾏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基⾦业等等，另⼀个层次是⾦融市场，银
⾏间的是交易所，深交所、上交所，另外还有期货交易所。还有清算所、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股权交易所等等，再⼀个是⾦融机构，⾦融机构有像银⾏，银⾏又分国有股份制
和商业银⾏，另外还有证券公司，又分综合类的，专业类的，另外还有保险公司信托公
司，还有⼀些保理公司、私募基⾦。有⼀个朋友的小孩回国内，找⼯作的时候，不知道
国内的⾦融⾏业的公司有哪⼏个，所以我就想还是给⼤家稍微梳理⼀下。我们国家⾦融
资产占整个市场跟国外的其他的国家相比占比是非常低的，就占 16%，这就是说明资产
管理或者是⾦融资产配置这块领域是未来的⼀个发展⽅向，这也是⾦融领域的财富管
理， 银⾏⼦公司的资产。证券公司本身没有资本的⼦公司，信托实际上也是做资产管
理的，这⼀块是各个⾦融公司实际上现在都在做的，也就说明了我们在选择⾦融⾏业，
实际上是⼀个朝阳⾏业。另外再看看证券公司的现状，深⾊是已经成熟的业务，浅黄⾊
的是现在刚做的，浅蓝⾊是没有做的业务，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也就是说，证券公司将
来还有很多可能做的业务。这张图如果放在国外的公司实际上是都可以做的。国内券商
的很多业务，实际上都是国外学来的，学得快发展的也快，但是还有可能业务现在受监
管的限制，但是在国外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盈利的重点项目。股票的销售交易在国内
实际上很少有券商做，很少⼀块业务，固定收益也算交易的⼀小部分。但是在国外，已
经是基本上占 1/3 的利润项目，所以这⼀块的发展空间也是非常⼤的，并且这⼀块业务
是最能反映⼀个证券公司的⽔平，因为很多产品都要自⼰设计好之后再卖出去，实际上
最赚钱。所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融⾏业，我最熟悉的证券⾏业，实际上是朝阳⾏
业，是非常好的⾏业，也是⼤家学⾦融专业的学⽣的重点选的⾏业。⾏业选好后就是选
择公司。你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定要把这个⾏业里的公司排名列出来，比如说全球排
名前 10 的资产管理公司，列出来后就知道这些公司在整个这个⾏业当中的地位和那⼀
部分是占优势的。要有侧重。选择怎么选？首先了解公司⾏业地位，另外⼀定了解企业
⽂化，不⼀定适合你，有的比较稳健，有的比较激进。另外部门设置，了解哪些部门是
你想去的，因为你报证券公司或者是从业的时候，要报那个公司的哪⼀个岗位，另外了
解公司对员⼯职业⽣涯的发展规划情况，和对员⼯的培训情况。再⼀个了解薪⽔情况，
比如信息技术的系统的投⼊，证监会要求信息技术投⼊占公司⼀定比例，投⼊多的重视
程度⾼，也是你选择的参考，薪酬⾼也是。公司确定好之后再看岗位，你要对每⼀个岗
位都要特别了解。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交易所上市的。首先要了解公司每⼀个部门做什
么，然后再决定是否愿意做，决定好就可以投简历了。每个部门要了解⼯作性质和具体
的职责范围，你觉得适合就⾏。分前台中台后台部门，业务部门职能部门。业务部门是
创收部门，各公司都差不多，和业绩挂钩，证券公司占⼤头，职能部门固定比例⾼⼀点。
都有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这些叫中台部门，薪酬⼀般⾼于平均⽔平，专业性强，
对于正各公司来说，他们把控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待遇会比较好。后台是平均薪



酬。前台很多都在平均以下，因为它⼀块固定，⼀块跟业绩挂钩，东⽅不亮西⽅亮。你
在了解岗位之后就便于选择了。之后就要准备应聘，我在⼀个公司从业了 25 年，实际
上对于每个⼈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跳的快的，级别晋升快的，要有⼏次跳槽。在⼀家公
司未必成长特别快，有研究在什么时间跳槽是最优的，在学⽣阶段要多多实习，我建议
专⼀⼀点。要了解⾏业了解公司了解岗位，稍微确定有⼏个⽅向去实习，否则哪⼀个都
不专，将来从业的时候就太杂，目标不明确。要多咨询⼀下。准备简历照片要正式好看。
实习过程中⼀定要问有价值的问题或回答很智慧。像花旗等国外银⾏在实习时会告诉录
用规则，实习要有目标，最后演讲也占比。国外每天实习都要问有价值问题，才能让他
们录用你。证券好多都学国外的，他们的 MD 制度很成熟，因为⼀开始客户经理太多，不
分级，不知道之间的区别。刚⼊职 3-5 年是经理，本科以上，个别博⼠是⾼级经理，经
理也分级。每⼀个分三级，每⼀年在升级的时候还不是每个⼈都升级，基本上是
50%，20-30 年，在国外 20 年到董事总经理不算慢，比如说美林，美国原来最⼤的投资
银⾏，证券公司也算是综合类的，他的⾼级投资顾问基本上要 50 岁左右，⾄少⼯作 25
年以上。日本的野村证券，在日本基本上是⼀家独⼤，占有率占 10%，也要 20 年以上。另
外还分业务级和指导级。职业规划要先设定目标，到底先往业务还是往职能发展。业务
部门⼀般来说跳的相对比较快。要适应环境，不能改变别⼈就改变自⼰。另外，跳槽⼀
定要慎重，⼀旦选择最好两三年之内不要跳。⼤部分⼤公司招聘分两个途径，校招和社
招，校招基本上不看⼯作经验，主要看专业实用度和经历、个⼈能⼒，⽽社招基本上都
要 2~3 年的⼯作经验，不相关的都没有用。所以⼀定要慎重。最后⾼效能⼯作，态度
积极、努⼒⼯作。给⼤家推荐⼀般书《⾼效能⼈⼠的七个习惯》。赢在职业化。要知道
公司是什么要求，看自⼰的能⼒是⼀个什么样的，看两个匹配度，努⼒⼯作最后满⾜公
司的要求，这样才能够成为⼀名合格的从业⼈员。专业，形象专业化，⼯作态度专业化。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讲太多了，最后推荐⼏本书，陆奇的职业⽣涯，努⼒⼯作。锻
炼绝对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涯选择目标很重要。建议⼤家研究⼀下。欢迎⼤家多多交
流，不对的地⽅请多多指教，最后祝⼤家学习⼯作⽣活愉快，万事如意，谢谢⼤家！ 

 
6. 圆桌会谈： 
主持⼈：我们再次有请王秀麓老师参与，本次圆桌会谈将由⾼等研究院职业发展中⼼的
李苗老师主持，掌声有请。 
 
李苗：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能为年轻的朋友们分享经验，也正好跟⼤家先介绍⼀下我们。
在座的有本科⽣、研究⽣，有现在正在找⼯作的，也有刚刚步⼊职场⼀两年的，不管是
我们深圳校区的还是香港校区的都会有⼀些。另外呢，这些学⽣有⼀些是⾦融⾏业的，
有⼀些是理⼯科的同学，比如说洪总啊，李总可能是背景相似，就是这种理⼯科背景，
以后可能想转型去做⾦融的。所以⼤家的诉求也是各种各样，我们也是综合了⼀些⼤家
的提问，让各位帮我们做⼀些答疑，我们看到这个小校友们提到的⼀些问题啊，能看出
来⼤家都是非常忧国忧民，这些问题都特别的宏观。这个从经济形势，中美的贸易战，
经济下⾏的压⼒，这些问题可能更合适让⼤学教授来回答，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这些问
题比较宏观，今天也想请⼏位嘉宾，都结合自⼰所在的⾏业，包括你们自⼰本身的⼀些
企业的情况给⼤家分析分析，就是在未来的⼏年，这个⾦融⾏业会有哪些趋势。这个问
题可能让⼤家更喜闻乐见是不是，自由的分享？ 
 



洪小华：中美的合作是个主旋律，但将来可能分歧会⼤过合作，但是我们能看出中美贸
易能够达成，给中国了更多了⼀些发展时间，就会更好，⾦融各⽅面。如果说⼀直这样，
达成不理想，那么我们可能会过⼀些苦日⼦，但我们相信中国正因为这⼀次中美贸易之
路，我们的精神国⼒得到了很⼤的凝聚，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民族⼀定会起来的，所以我
觉得中美贸易即使达成，也会磕磕碰碰，达不成也会有很⼤的合作。最近来说，我想已
经到了这⼀步了，国家⼀定会在我们强势的领域里会做点什么。比如⾏业基⾦，或者⼀
些上市公司、⼀些企业，你要去分⼯合作了，就是世界级技术的突破了，我们现在已经
在规划在做了，能够出现更多的华为。第⼆个就是说，有⼀些领域——当然我们不能面
面俱到——就像乐族⼀样，这⼗⼏⼆⼗⼏年都在做⼀些备胎计划也好，在这⼀些领域，
因为我本科是微电⼦的，超⼤规模计算技术，这个⾏业是中国非常薄弱的，可能跟他们
差了⼀两百分，这⼀块⼀定是会发达的，这种是属于国家意志的东西，所以我们进⼊⾏
业，就会出现⼀些机会。还有就是⼈⼯智能在⾦融⾏业的应用，还有目前的普惠，股权
投资，因为再做这⼀块的企业成本是很⼤的，所以李克强总理前⼀阵也希望储蓄往股权
这⼀块去，包括各⽅面的推⾏，也希望更多的企业，中小企业能得到更多的融资。这里
就比如，香港在⽣物科技的放开，让很多医药得到了很快的融资。谢谢⼤家。 
 
李学斌：面对中美贸易战的⽭盾，能重视⼏个还是需要很⼤的平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的平台，也是很多国家说机会都在亚洲，但是我们在亚洲到处看，都在寻求和中国
之间的合作，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盾，这不只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盾，每⼀个国家
都会相信为了自⼰的未来去把握住主权。但是因为资源以前在美国在欧洲，我们都从美
国欧洲去学习，现在中国在⼀个很好的形势上面，我们有经验也有平台也有资源，很多
亚洲国家在政治⽅面有⽭盾，但是在职业上面都不断地向中国去找机会去找合作，我最
近第⼀次去印度，我发现银⾏家也好、互联⽹企业也好，所有基本的模型，甚⾄他们的
投资也是寻求那些有中国经验的⼈去做。那么我们中国⼈是不是就要真的要觉得中国模
型就是‘我们⾛向世界，世界⾛向我们’了呢？我希望⼤家需要放开⼀点眼光，就是说，
以前我们能做到是因为我们在法规上面很多东西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激起了我们做很多
的创新。现在中国也建立了自⼰的很多的规矩，很多东西成型了，变⼤了，也不那么好
做了。我们有些⼈出去是为了寻找更加新的机会，尤其是科技上面，很多东西要是在⼀
个地⽅做不到的话，他⼀定会在别的地⽅去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
⼀些问题会在中国以外的地⽅去解决，现在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比较⼤的资源，在⼈家愿
意合作的时候，把握这些合作的机会，未来还会有⽭盾发⽣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家为
什么要这么做，在我们不关注的地⽅做了起来，这样就能长期的⾛下去。 
 
张潇：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资本寒冬，我作为⼀个国企的打⼯仔，感觉感受很深，就是这
⼀年比⼀年差，创业的同志们，⼤家觉得日⼦更难过。18 年的时候⼤家说，觉得今年
是这⼀辈⼦最难过的⼀年，19 年的时候⼤家说今年是最难过的⼀年。但是明年会更难
过。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会不会决策更保守⼀些；⼆是我们转做其他的⼀些，比如说
现⾦管理业务，然后更加侧重⼀些，比如说做公司理财，还有⼀些贸易融资或者是现⾦
管理类的业务，我这个公司是这样⼦。然后对于我们个⼈来说，我们也要寻找⼀些事业
发展蓝海，就比如说，你可以从事传统的，你想从事⾦融可以从事传统的⼀些⾦融的领
域，但是也有⼀些新兴的⾦融的领域去了解⼀下、去尝试⼀下。我 19 年的时候⼤家分
享的还是同样⼀句话，我觉得今年真的是这辈⼦过的最难的⼀年，但是明年可能更难，



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应该是寻找⼀个蓝海，国家政府支持⼀些⾼新技术发展产业，也比
如说，国家在继续支持的，包括国家实⾏的过程。然后从企业的层面看，⼤家也都在寻
求⼀些创新，寻求⼀些改进，然后寻找我们这个⾏业或者公司可以发展到的新的层面。
就说我之前在⼯商银⾏⼯作 5 年，从国内外派到香港，我有两个⼯作经验。作为⼀个比
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国企，银⾏也是⼀直在寻找新的机会，比如说我之前做公司融资，然
后不良贷款越来越多，因为经济不好，企业很困难， 银⾏就会更侧重于其他⽅面业务
的发展。 
 
李云洁：各位小伙伴，⼤家晚上好，我在香港那边也是，然后毕业之后就在那边，看了
下，就说如果⼤家不是⼀个⾦融背景，可以通过考证去学习相关知识。其实就像今天我
们老师也在讲到，你⼤概想做⼀个什么样的⼯作，在什么样的公司做⼀个什么样的岗位。
如果是做⼀些分析师，他可能会考 CFA 是比较好的选择。或者你觉得 CPA 更加实用。
但是⼀旦选定了、确定之后⼀定要坚持下去，不然就没意义了。⽽且还有可能要想想自
⼰的特点适合什么样的考试。那就举我自⼰的例⼦吧，不算⼀个特别学霸的⼈，然后我
是 14 年毕业的。HKCPA 和 CPA，然后我做了⼀些研究，因为我们考⼀个 CPA 再可以
转⼀个，CPA 就可以免掉。那就是对于我这种，对于我这种并不是那么擅长国内考试
的⼈很有利，因为我那时候都是 60 分飘过来。我觉得那个 HKCPA 呢，它相对来说就
是⼀年有两次，然后又可以学英⽂，那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建议⼤家再考虑下，
决定之前要先分析⼀下。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旦选定了之后，就要⼀定要坚持。好，
谢谢， 
 
王秀麓：终身学习确实很重要，因为证券⾏业有很多的岗位，并不是⼤家在学习的时候
都学到了。比如说有学⾦融的，很少有说学风控专业的，都是⼴义的。很多东西都是⼯
作之后再学习。另外⼀个呢，比如说那个严冬、经济形势下⾏，这个在整个资本市场，
实际上，都是⼤家感觉到的，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
有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叫日⼦难过年年过，东⽅不亮西⽅亮，实际上今年从年初就说这
个各公司过紧日⼦，都在缩减成本。这⼀年下来之后，实际上最后可能到算账的时候是
很好的，算是前⼏位的⼏个年头，不说排第⼀第⼆也有可能是第三第四。所以呢，我觉
得⼤家如果坚定了信念，做证券市场也好，⾦融市场也好，努⼒去往这个⽅向，你就不
要说，市场不好我也转型吧，我原来想做⾦融，我现在就不做了，做其他⾏业吧。那当
然自⼰如果有坚定的目标也没问题，就不要⼈家这么说你也这么认为，这样就不太好了，
谢谢⼤家。 
 
李苗：谢谢王秀麓老师的分享。然后我们两位学姐都是部门里的中流砥柱啊，你们也听
听他们的职场现形记。 
 
张潇：初⼊职场的话，对于个⼈来说，首先我做事情、⼯作感觉跟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不
能直接的互相利用，日常⼯作中，好像也就是财务分析或者相关的知识有了解，或者是
⼤家在券商做固定收益投资，或者⼆级市场，就是对⼀些⾦融产品、⾦融市场，可能在
学习过程中有些初步的了解。但是⼯作还是⼯作，⽽且新毕业的同学在进⼊⼯作环境中
⼀般做的主要都是营销岗，就是前台，然后营销最重要的⼀个重点应该是就是个⼈品牌
的打造，就是首先我公司品牌没有背书，最重要的还是树立⼀个个⼈的品牌形象。另外



就是日常⼯作中接触到的东西要努⼒学，有可能需要我们在⼯作之余利用自⼰私⼈的时
间然后去学习，然后另外要多跟前辈请教，多跟领导同事交流。然后，另外很重要的⼀
点就是认真，不管做事情还是对客户都是，这个品质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李云洁：我觉得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本身你学的书本上的知识和⼯作存在差异这是⼀件
很正常的事，因为你在学校里面说的可能是⼀些理论。我觉得，也是要比较谦虚的向你
的前辈们请教。有⼀个好的老师还是很重要的，那你多请教的话，当然是让你的同事或
者是你的前辈觉得你是⼀个很努⼒然后很上进的⼈，他们自然就会产⽣对你的好印象，
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了。 
 
李苗：那刚才其实也有同学问到底是从实业还是从⾦融业作为职场起步，对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洪总和李总特别适合回答，因为两位都是做过实业，现在在⾦融业打拼，所
以也想请两位分享⼀些事情。 
 
洪小华：如果自⼰创业的话，前期会比较辛苦，但后来⼀旦融到资了或者上市了，⼀下
⼦就起来了。拿⾦融来说的话，起步没那么辛苦，但现在⼤家都往⾦融⽅向⾛，可以说
竞争很激烈。刚才两位师妹的话我也要说⼀下，因为我早期自⼰创业的时候做的是交易
软件，那时候是电话里，所以感觉上⾦融领域信任很重要，不管是公司对你的信任，还
有客户对你的信任。还有⼀个是敬畏市场。就是说市场有时候是不可预知的，还有就是
期货要千万小⼼。曾经在台北有⼀个期货分析员，他分析说肯定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最后那个跳下去了，他自⼰亏了⼀百多万，公司整个亏多少还不知道。还有
这样的例⼦很多，我们在香港也遇到过，股票⼀配三⼗，那时候时间还没到，都有多少
倍了，⼀到时间，就落下来了。所以说敬畏市场很重要。谢谢⼤家。 
 
李学斌：我相信以上这些对于九成九的⼈都是对的，接下来我要说另外这⼀个百分点，
因为这是我自⼰的经历。我从前做实业，做⽣产线不成了。不成的话是什么问题？我就
发现我的拍档在⾦融⽅面做的⽅法太过不合规了，然后我就去学，学的时候就发现实业
里面很多⼈其实不合规，他们为什么还存在？这是⼀个很重点的问题，完全合规的⼈反
过来说是非常少数的。后来我再接触到互联⽹⾦融区块链那些⼈，那些⼈随便和你说，
我今天赚了⼗倍，明天赚了⼀千倍，这些话是不是实话呢，我当时非常的怀疑，经过两
年之后我发现绝⼤多数⼈都是流氓，但是他们创造了⼀个完全新的⾏业，我告诉⼤家不
是所有⼈的性格都可以在⼤层面里面得到发挥的，可能有的⼈就是需要去出风头。你要
是从这个⼯程院或其他院里面，因为你的专业，你会对这个⾏业有理解，你就可以做出
完全不同于⼀般⾦融业保守，其实不是保守，你的保守就是⼈家的，我们相信未来的⾦
融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要相信，有些⼈开始耍流氓会获得成功的，但不会过得
了⼏年，你要放胆去做，但是越来越要懂得守规矩，因为⼤家赚钱不是只是看着往上面
去，有⼀天你跳下去，你觉得是为什么，主要是⼼态不对。⼼态对的时候，你慢慢就会
收住你的钱，耍流氓的⼿段那些做成功的⼈，你看谁会玩就是甩开规矩去做，但是你会
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守规矩。 
 
李苗：那另外我也想替在座本科的学⽣问⼀问，是不是继续深造的这个问题，考虑到底
是辞职以后去读⼀个研究⽣更好呢？还是在职的时候去深造，可能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更



有利，所以我也想请⼏位校友给些建议。 
 
王秀麓：就是你就试试，如果你脱产，但是到目前，自⼰也⼯作好⼏年了。通过这样⼀
个适应环境的阶段，因为你两年的时间，去了⼀个新的环境，又要去适应。⼯作经验其
实在你未来就业里面很重要。如果你在国内⼯作的话，那我建议你先直接就读完研究⽣，
你再去⼯作，如果你现在⼯作，那你要评估确实是不适合你，如果你要是选择的⼯作还
是非常好的话，你说你是辞职再去划算啊？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是本科，你要想在国内⼯
作，你说我先⼯作再去读研究⽣，这个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国内的孩⼦⼤部分都是读
完之后⼯作的，所以你周边可能都是研究⽣在⼯作，然后你是本科，你自⼰⼼理上又觉
得不是让你看⼀看，所以我是建议你如果现在是本科就先读完再⼯作。 
 
李苗：那再次感谢⼏位嘉宾的精彩分享，那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校友智囊团的线上答疑，
请⼤家稍后也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其实到最后呢，我也想跟⼤家用这个九阳真经里
面的⼏句话，咱们共勉⼀下，这个里面写到就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岗；他横由他
横，明月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真⽓⾜。”那不管现在的经济形势如何，是
不是经济下⾏，那只要⼤家苦练内功，咱们保持终身学习，对现在咱们有耐⼼对未来有
信⼼，我相信⼤家⼀定能驰骋江湖！最后掌声也送给⼏位嘉宾，谢谢⼤家的分享。 
 
7. 感谢状颁奖环节： 
主持⼈：谢谢学姐学长，然后嘉宾以及老师的分享，继续留在台上，下面是我们感谢状
的⼀个颁发仪式。请陈永勤院长，为各位颁发感谢状。有请香港中⽂⼤学（深圳）教育
基⾦会秘书长、校友事务办公室李夏琳先⽣为⼤家赠送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