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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财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16218402
课程名称：个人理财理论与实务

英文名称：The Theory and Practicing of Personal Finance Planning
课程类别：通识课

学 时：32
学 分：2
适用对象：全校所有专业

考核方式：考查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基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金融市场发展日趋完善、金融财富

积累越来越多、对综合性理财需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门跨多学科的

新型课程。该课程在个人理财规划原理的基础上，以金融或家庭现有财务资源和

未来可支配的财务资源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范的程序以及各种理财工具

进行财务规划、生活规划与人生规划，以持续稳定地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尽可能

规避人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达到财务自由、实现生活目标与人生理想。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理财基本原理,包括个人理财的概念、

重要性，个人理财与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资金时间价值理念及其计算；家庭财

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第二部分个人理财的主要投资工具，包括银行理财、债券

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保险、外汇投资、信托投资、房地产投资、黄金投

资等投资工具，基本涵盖了个人或家庭理财所需的投资工具；第三部分制作客户

满意的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从而帮助客户过上幸福卓越的生活，实现美好人生

梦想。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China's sustained hig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re maturing, the accumulation of personal wealth, more and more
demand for integrate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inter-and multidisciplinary courses. The course in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plan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personal or famil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future financial resources available, based on the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and standardized procedures,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ools for financial planning, life planning and life planning to continue to
enjoy high-quality and stable life, they may encounter in lif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void the risks to financial freedom and achieving life goals and ideals of life.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mainly there are two major parts: Part I: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finance,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fin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cycle stage; the
concept of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its calculation; the famil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nalysis; article Part II: the main instruments of personal finance,
including bank financing, bond investment, stock investment, fund investment,
insurance, foreign exchange investment, trust investmen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gold
investment, covering individuals or family all the necessary instrument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Part III: Making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planning proposal which
should satisfy customers, it will help customers live a happy life of excellence and
realize the dream of a better life.

三、课程性质与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通识课。通过本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个人理财工具的基本概念、

类别、收益与风险的特点以及投资技巧与策略，能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及风险偏

好与承受能力熟练运用理财工具制定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实施理财方案达

到既定的理财目标。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个人理财概论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个人理财的概念与认识上的误区；

2. 理解个人理财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

3. 掌握与个人理财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特征；

4. 掌握宏观上财富管理之道。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个人理财的概念

1. 主要内容

个人理财的界定、个人理财的目标。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个人理财的概念与目标、特点。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何理解个人理财？对其认识的误区有哪些？

第二节 个人理财规划的目的和重要性

1. 主要内容

个人理财规划的目的、个人理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个人理财的重要性。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个人理财的目标有哪些？

第三节 个人理财规划与生命周期

1. 主要内容

与理财相关的生命周期及其特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理财规划的优先

次序。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财务规划周期；理财目标；理财规划优先顺序。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生命周期理财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四节 财富管理之道

1. 主要内容

树立正确的理财理念与价值观、掌握宏观经济分析、明确理财规划内

容、把握生命周期理财理论、遵循理财规划原则、灵活运用理财工具、寻

求专业理财团队、成为金牌理财规划师。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财富管理之道。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何进行财富管理？

（三）思考与实践

1. 理财等于投资吗？你是如何理解的？

2. 个人理财的意义何在？

3. 如何理解个人理财的最终目标？

4. 联系你的家庭实际情况，分析当前应主要做哪些方面的规划？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及视频、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视频内容：理财其实是一种习惯；课堂讨论内容：生命周期与理财

规划的优先次序）

第二章 个人理财财务基础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资金时间价值的内涵；

2. 掌握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

3. 熟悉家庭财务分析概念和流程；

4. 了解对财务家庭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的时间价值及其计算

1. 主要内容



（1）单利的计算

（2）复利的计算

（3）年金的计算

单笔资金的复利计算、年金的计算、分期付款的计算。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单利；复利、年金。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单利与复利的关系；各种年金计算的应用。

第二节 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1. 主要内容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分析、收入支出表的编制与分析。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列举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的项目构成。

第三节 分析客户的财务状况

1. 主要内容

资产负债表分析、收入支出表分析、财务比率分析。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结合比率；投资与净资产比率；清偿比率；负债比率；负债收入比率；

流动性比率。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列举各种财务比率分析指标。

（三）思考与实践

1. 假设收益率或市场利率为 6%。

（1）一笔资金投资问题：现在有一笔资金（10万）存入银行或投资

某金融产品，若干年（5年）后可得多少钱？或者：若干年（15年）后需

要一笔资金（20万）养老或教育费用，那么现在应准备多少钱？

（2）定期定额投资问题：每月投资 1000，10年后可得多少钱？或者：

10年后需要 50万资金，现在起每月应投资多少钱？

（3）分期付款问题：现在从银行获得一笔 50 万 10年期贷款，贷款

利率 6%，则等额本息每月应还银行多少钱？

或者：退休后余生 20年，每月需要 3000元生活费，则应在退休时准

备多少钱？

（4）投资决策问题：现有一套房二手售价 30 万，如出租预计 10 年

内可净得租金前三年 2万/年，中间四年 2.5万/年，后三年 3万/年 10年后

再转让可净得 20万，应否投资该房？(售价含税费)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练习相结合。

（课堂讨论内容：授课中所举案例的财务报表编制及分析）

第三章 银行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储蓄规划与现金规划的意义；

2. 理解并掌握各类储蓄与现金规划工具的特点；

3. 会用储蓄规划策略进行储蓄与管理；

4. 掌握现金规划的原则、程序；

5. 熟练制定现金规划报告。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储蓄规划的概念和工具

1. 主要内容

（1）储蓄规划的概念

（2）储蓄规划工具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定活两便储蓄；通知存款；活期支票

储蓄；储蓄旅行支票；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教育储蓄；储蓄类个人理财

产品。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何选择储蓄类理财产品？

第二节 个人储蓄的运用策略

1. 主要内容

家庭收入支出结构分析、提高家庭储蓄的方式、储蓄规划程序和管理。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储蓄规划的原则；增加储蓄的途径；储蓄规划的程序与管理。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有哪些增加储蓄的途径？

第四节 现金规划

1. 主要内容

现金规划的含义及作用、现金规划的原则、制定现金规划方案。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现金规划；预算限制；紧急备用金；流动性比率；融资方式；短期投

资工具。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果家庭发生紧急情况而流动性资产不足如何解决？

（三）思考与实践

1. 如何提高家庭储蓄额？



2. 为你的家庭或你朋友的家庭设计一个储蓄策划方案并制定现金规

划方案。

3. 比较各种储蓄计划工具的特点。

4. 如何看待我国的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

5. 了解你居住地附近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有哪些种类。

6. 对比分析同等几类个人银行理财产品的特点。

7. 如何加强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管理?
8. 境内外资银行的结构性个人理财产品主要有哪些品种?
9. 通过对几种具体产品的分析，了解境内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外汇理

财服务的不同之处。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讲授。

第四章 债券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掌握债券的概念、要素、特征与分类；

2．了解熟悉债券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3．熟悉债券投资的技巧与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债券的概念及特征

1. 主要内容

（1）债券的概念

（2）债券的基本要素

（3）债券的特征

（4）债券的种类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债券的票面价值、债券的偿还期限、债券的票面利率、债券发行人名

称、债券的收益性、债券的偿还性、债券的流动性、债券的安全性。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个人一般投资的债券种类有哪些，通过哪些途径进行投资。

第二节 债券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1. 主要内容

（1）影响债券收益率的因素

（2）债券投资的收益分析

（3）债券定价

（4）影响债券价格的主要因素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票面收益率、直接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债券定价公



式。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债券的走势。

第三节 债券投资的风险与策略

1. 主要内容

（1）债券投资的风险

（2）债券投资策略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

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提前赎回风险、突发事件风险、债券投资的组

合策略、消极的债券投资技术、积极的债券投资技术。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债券投资中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有哪些?
（三）思考与实践

1. 美国次债危机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2. 如何对债券进行估值？

3. 我国债券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的原因分析。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讲授。

第五章 股票投资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股票的概念、特征、分类与价格、股票价格指数；

2．学会分析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与估值方法；

3．掌握股票投资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
4. 掌握股票价值投资的几种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股票概述

1. 主要内容

（1）股票的概念

（2）债券的特点

（3）股票的种类

（4）股票的价值和价格

（5）股票价格指数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股票不可偿还性、参与性、收益性、流通性、价格波动性和风险性、

股份的可伸缩性、股票的票面价值、股票的账面价值、股票的内在价值、

股票的清算价值、股票发行价格、股票的流通价格、股票的除权价格。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比较债券和股票的特点及其风险特性。

第二节 股票投资分析

1. 主要内容

基本分析法、技术分析法。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证券投资分析方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比较不同分析方法的区别。

第三节 股票投资的操作程序

1. 主要内容

股票投资的操作程序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开户、委托、竞价成交、结算、交割、过户。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股票交易模拟操作。

第四节 股票投资的方法与策略

1. 主要内容

（1）几种基本的股票投资决策方法

（2）股票的投资价值分析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定额投资成本平均法、方程式投资法、“渔翁撒网”法与“反式渔翁

撒网”法、顺势投资法、“买平均高”和“买平均低”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比较不同投资方法的优缺点。

（三）思考与实践

1. 投票投资的理念是什么？

2. 怎样投资股票才能赚钱？

3. 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有何不同？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

第六章 基金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与分类；

2. 熟悉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风险与费用；

3. 掌握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策略；

4. 了解对基金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的办法。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础知识

1. 主要内容

（1）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

（2）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

（3）证券投资基金的种类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

合基金、契约型基金、公司型基金。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的区别？

第二节 基金的价格确定

1. 主要内容

（1）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确定

（2）封闭式基金的价格确定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申购价格、赎回价格。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影响基金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第三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和费用

1. 主要内容

（1）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

（2）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

（3）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股息、红利、债券利息、买卖证券差价、申购费、赎回费、红利再投

资费、转换费、其他非交易费用、管理费、托管费、服务费。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和顺序。

第四节 基金理财的技巧与绩效评估

1. 主要内容

（1）基金投资的策略与技巧

（2）基金绩效评估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评价基金公司的参考指标。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封闭式基金的投资技巧有哪些?
（三）思考与实践



1. 按风险由小到大有哪些基金？

2.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进行投资？

3. 基金定投与一次投资有何优劣？

4. 按照一次性投资和定投两种策略各选择两支基金关注其未来三个

月的收益。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

第七章 保险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风险与保险的关系；

2．熟悉并掌握保险基础知识与保险理财的工具；

3．掌握并能运用保险理财程序进行保险规划。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保险基础知识

1. 主要内容

（1）风险与保险的关系

（2）保险在投资理财中的作用

（3）保险的原则

（4）保险的关键要素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损失补偿原则、损失补偿

原则的派生原则。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保险原则的应用实践。

第二节 保险产品的种类

1. 主要内容

（1）相关基本概念

（2）财产保险

（3）人身保险

（4）社会保险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原保险、再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人寿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年金保

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三种创新型的保险产品各自的风险有何不同。

第三节 保险理财规划程序



1. 主要内容

制定保险规划的原则、保险规划的主要步骤、保险规划的风险。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确定保险金额、确定保险期限。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试分析你的家庭保险规划是否充分。

（三）思考与实践

1. 原保险与再保险的概念。

2. 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概念。

3.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种类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4. 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一阶段，分析你现在需要哪些保险（组合)？
5. 人寿保险的需求分析过程是什么样的?试结合自己家庭的情况分析

自己需要多少人寿保险。

6. 人身保险有哪些种类？各自的特点和功能是什么？

7. 选取三种不同的保险单，把它们组合起来给自己做保险规划，分析

一下如果每种保单只买一份的话，你可以得到怎样的保障？

8. 选择保险代理人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9. 保险理赔纳一股过程是怎样的?
10. 哪些风险是可保风险？

11. 风险管理有哪些途径？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

（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应该如何买保险？）

第八章 外汇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理解外汇的概念与汇率表示方法；

2. 外汇市场的层次与特点；

3. 外汇交易的方式与外汇投资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外汇与汇率

1. 主要内容

（1）外汇的概念、范围与特点

（2）汇率及其表示方式

（3）汇率的种类

（4）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外汇、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美元标价法、买入汇率、卖出汇率、



现钞汇率。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人民币汇率走势？

第二节 外汇市场概述

1. 主要内容

（1）外汇市场及其要素、功能与特征

（2）外汇市场的层次与分类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有形市场、无形市场、零售市场、银行间市场。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外汇市场的特点有哪些。

第三节 外汇投资方式与策略

1. 主要内容

（1）现汇交易

（2）远期外汇交易

（3）外汇期权交易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实盘交易、保证金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结构性存款。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个人外汇交易的策略。

（三）思考与实践

1. 外汇投资理财的作用有哪些？

2. 外汇市场有何特征？

3. 外汇投资方式风险大小有何区别

4. 如何进行外汇投资？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 PPT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讲授与讨论。

第九章 信托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信托的含义、特点、作用等基础知识；

2. 熟悉信托的功能与作用；

3. 掌握信托业务分类；

4. 掌握信托理财的技巧与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托概述

1. 主要内容

（1）信托的起源与内涵



（2）信托的运行机制

（3）信托分类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信托行为、信托关系、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报酬、自益信托与

他益信托、生前信托与遗嘱信托、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固定信托与自由

裁量信托、资金信托与财产信托。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信托与代理的区别是什么？

第二节 信托的功能与作用

1. 主要内容

（1）信托的功能

（2）信托的作用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投资领域多元化。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信托财产能隔离哪些风险?
第三节 信托理财策略

1. 主要内容

（1）如何挑选信托产品

（2）运用信托的注意事项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信托文件、关注底层资产风险、关注到期权益变现方式、关注回购方

风险。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信托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方式。

（三）思考与实践

1.国内信托与国外信托的区别是什么？

2.如何运用信托工具进行风险隔离？

3.我国信托业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 PPT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讲授与讨论。

第十章 房地产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房地产投资规划的特点；

2. 理解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与影响机制；

3. 掌握房地产估价的方法；

4. 掌握房地产投资的流程；



5. 掌握租房、购房或换房的决策方法；

6. 掌握并能运用房地产投资规划的风险管理技术。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房地产投资规划基础

1. 主要内容

房地产规划的概念、房地产的特性和种类、房地产投资流程。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房地产规划的特性与流程。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房地产规划有何特殊性？

第二节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1. 主要内容

一般因素、区域因素、个别因素、影响建筑物价格的因素。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第三节 房地产的估价方法

1. 主要内容

房地产的估价方法。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成本法评估；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收益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何对二手房进行估价？

第四节 购房规划

个人买房支付能力评价、个人住房贷款的计息方法、预售商品房的购

买。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购房规划的思路与贷款的计算。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购房规划的思路有哪些？应当如何选择使用之？

第五节 房地产规划风险管理

1. 主要内容

房地产规划风险类型、房地产规划风险控制策略。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经营风险；自然风险；流动风险；财物风险；风险控制策略；投资组

合；转嫁风险；“期权”交易。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谈谈房地产规划风险控制策略适用和情况。

（三）思考与实践

1. 就你所熟悉的一宗房地产进行描述。

2. 就你所使用的住房进行估价策划和价值评定。

3. 某家庭现有存款 20万，家庭月收 5000元，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年利

率 6.08%。如查该家庭准备用存款的 18万元支付住房消费，其中 3万元用

于支付各项税费及装修费用，15万用于首付款，那么该家庭购买住房时的

总房价大约是多少？

4. 为什么要做房产规划？

5. 如何做一个合理的房产规划？

6. 在买房和换房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哪些费用？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课堂教授与课堂讨论。

（应该租房还是买房？）。

第十一章 黄金投资理财

（一）目的与要求

1. 了解黄金的属性及其特征；

2. 掌握黄金投资的几种方式及其优劣；

3. 掌握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黄金概述

1. 主要内容

（1）黄金的属性

（2）黄金的功能与作用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黄金的特点、黄金的标价方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为什么黄金具有避险功能?
第二节 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

1. 主要内容

（1）黄金市场供求状况

（2）各国央行货币政策

（3）黄金、美金与黑金的联动关系

（4）通货膨胀对黄金价格的影响

（5）全球经济的影响

（6）地缘政治的影响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黄金的供求、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汇率。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分析当前黄金价格走势。

第三节 黄金市场与黄金投资

1. 主要内容

（1）黄金市场发展现状

（2）黄金投资方式及其各自优劣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实物黄金、纸黄金、黄金交易、黄金股票、黄金基金、国际黄金、黄

金期货、其他黄金理财产品。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中国 A股市场有哪些黄金股票?
（三）思考与实践

1. 你对黄金有何看法？

2. 比较不同黄金投资方式的优劣。

3. 如何预测黄金价格未来走势？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运用 PPT课件及视频进行案例讲授与讨论。

第十二章 资产配置策略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作用、特点、写作过程及操作要求；

2. 掌握根据理财规划流程进行相对简单的综合理财规划；

3. 熟悉撰写相对规范的理财规划建议书；

4. 掌握核心资产配置的过程与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概述

1. 主要内容

（1）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概念

（2）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作用

（3）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写作过程

（4）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写作过程

（5）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写作的操作要求

（6）综合理财规划建议书的组成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操作的专业化、分析的量化性、目标的指向性。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能够读懂一份理财规划建议书。



第二节 金融理财规划的流程

1. 主要内容

（1）建立客户关系

（2）收集客户信息

（3）分析并诊断客户财务状况

（4）制定并提交理财规划方案

（5）实施理财规划方案

（6）持续提供理财规划服务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财务报表分析与诊断、制定理财规划方案。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对给出的案例进行金融理财规划。

第三节 家庭资产配置过程与策略

1. 主要内容

（1）资产配置的过程

（2）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

（3）核心资产配置的方法

（4）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资产组合、有效边界、风险属性法、需求组合法、目标时间法、内部

报酬率法、双重配置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如何确定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

（三）思考与实践

根据自己家庭财务状况，确定理财目标，并制定一份家庭核心资产配

置计划。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案例教学，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讨论案例中专项规划方案如何优化？）

五、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教学环节

教学时数

课程内容

讲

课

习

题

课

讨

论

课

实验
其他教

学环节

小

计

第一章 2 2



第二章 2 1 1 4

第三章 3 1 4

第四章 2 2

第五章 3 1 4

第六章 2 2

第七章 2 2

第八章 2 2

第九章 2 2

第十章 1 1 2

第十一章 2 2

第十二章 2 2

考试 2 2

合计 25 1 4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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