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标准代码：530034

（2021 年 2.0 版）

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制定

2021年 12月 发布



目 次

前言................................................................................................................1

1 范围..........................................................................................................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2

3 术语和定义..............................................................................................3

4 适用院校专业..........................................................................................4

5 面向职业岗位（群）..............................................................................5

6 职业技能要求..........................................................................................6

参考文献 ....................................................................................................15



1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商业会计学

会、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

限公司、北京国风共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

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景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湖南世纪财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商业

会计学会、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湖南

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广西财经学院、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现代职业学院、云南财经

职业学院、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秋云、刘志娟、桂兹军、文仕秋、肖骥、杜毅刚、郭

立华、谢志华、杨宏伟、吴健安、刘放兵、刘洋、沈北平、谭文、罗先进、何万

能、陈东升、汪清明、杨智慧、邹德军、朱开悉、龚光明、舒文存、李春友、李

平、樊晓平、田梦飞、袁美、孙光、涂君。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

经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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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

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35295-2017 大数据术语

GB/T 35589-2017 大数据技术参考模型

GB/T 37721-2019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722-2019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973-2019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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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业财税融合 Industry ，finance and taxation integration

对生产经营活动作业环境的内外兼顾、全局统筹，以合理合法有效配置市场

资源为手段，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业务、财务和税务有机融合为原

则，通过财务前置，风险管控，确保企业健康有序持续经营的一种管理方法。

3.2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不具有预定义模型或未以预定义方式组织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 2.1.25]

3.3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

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GB/T 35295-2017,定义 2.2.13]

3.4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数据操作的系统执行。

[GB/T5271.1-2000，定义 01.01.06]

3.5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

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3.6 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

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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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投融资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要素确定企业投融资目标，保证目标的正确落

实并使企业使命最终得以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

3.8 投融资分析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alysis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技术性分析来评估其财务可行性和风险程度，为企业或

项目的投融资决策提供科学、严谨的依据。

3.9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 Big data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alysis of industry,finance and taxation integration

是以投融资业务活动为主线，兼顾企业内外环境，统筹全局，运用各种方法，

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投融资项目所需数据，最终实现投融资数据存储与管理、计

算处理、查询与分析、可视化展现及投融资决策。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会计电算化和金融事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院：会计、会计信息管理、财务管理、投资与理财、互联网金融、

证券与期货、资产评估与管理、金融管理、国际金融、经济信息管理、市场管理

与服务、物流金融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和工商企业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会计学、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审计学、财务会计教育、

财政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商务、投资学、物业管理、物流管

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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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事务、金融事务、纳税事务、统计事务、跨境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物流

服务与管理、房地产营销专业。

高等职业学院：大数据与会计、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

与审计、财税大数据应用、财富管理、金融科技应用、证券实务、资产评估与管

理、金融服务与管理、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工商企

业管理、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商务管理、中小企业

创业与经营、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物流

管理、政府采购管理、信用管理、农村金融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会计学、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审计学、财务会计教育、

财政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商务、投资学、物业管理、物流管

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税收学、数字经济、经济与金融、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财务会计教育、市场营销教育、人力资源管理、跨境电子商务、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审计、

财税大数据应用、金融管理、金融科技应用、保险、信用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企业数字化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企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数据采集与分析、投融资数

据测算、投融资分析、投融资风险管控、投融资战略制定、投融资预算管理和投

融资决策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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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

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初级）：主要面向企业、银行和非银行

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数据采集和投融资数据测算等岗位，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基

本金融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业财税融合，从事投资数据测算和融资数据测

算等工作。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中级）：主要面向企业、银行和非银行

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数据采集与分析、投融资分析和投融资风险管控等岗位，能利

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结构化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展示，业财税

融合，从事投资分析、投资风险管理、融资分析和融资风险管理等工作。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高级）：主要面向企业、银行和非银行

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数据采集与分析、投融资战略制定、投融资预算管理和投融资

决策等岗位，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展示，业财税融合，从事投融资战略管理、投融资预算管理、

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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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大数据技

术 基 础 应

用

1.1 Python 基

础编程

1.1.1能正确运用 Python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

1.1.2能正确运用 Python语言编写选择和循环结构

应用程序。

1.1.3能正确完成 Python编程常见错误信息排查与

纠错。

1.1.4能正确运用 Python语言编写符合业务需求的

简单 Python程序。

1.2 大数据抓

取

1.2.1能正确运用 Tushare金融大数据中心接口包采

集股票、国债利率和贷款基础利率等数据。

1.2.2能正确运用 Tushare金融大数据中心接口包采

集行业发展状况和市场行情数据。

1.2.3能正确运用 Tushare金融大数据接口包采集投

资、融资业务所需的相关数据。

1.3 大数据清

洗与存储

1.3.1能正确对数据进行一致性检查。

1.3.2能正确处理数据的无效值和缺失值。

1.3.3能正确检测和消除重复记录。

1.3.4能正确将采集的数据存储到 Excel文件。

2.投资数据

测算

2.1 投资现金

流量测算

2.1.1能正确计算企业或项目投资的建设期和经营

期。

2.1.2能正确计算现金流出量，包括原始投资额、垫

支营运资本。

2.1.3能正确计算营业现金毛流量，包括税后营业收

入和税后付现营业费用。

2.1.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计算终结期回收额，

包括回收垫支的营运资本、回收长期资产的净残值

或变现价值。

2.1.5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总流入量和总流出量，

计算净现金流量。

2.2 主要投资

指标测算

2.2.1能合理运用税收政策，正确测算股权资本成本

和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2.2.2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运用一般模式测算资

本成本或运用加权资本成本法测算项目资本成本。

2.2.3能根据投资项目现金流量和资本成本，正确计

算投资净现值。

2.2.4能根据经营期各年净现金流量现值与建设期

原始投资现值，正确计算净现值率。

2.2.5能根据查表法、试算法和内插法，正确计算投

资项目内部收益率。

2.3 其他投资

指标测算

2.3.1能根据累计净现金流量，正确计算静态投资回

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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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2能根据累计净现金流量，正确计算企业或项目

动态投资回收期。

2.3.3能根据年均息税前利润和项目总投资额，正确

计算总投资收益率。

3.融资数据

测算

3.1 资金需要

量测算

3.1.1能熟练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资金市场相关信

息数据。

3.1.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市场占有率，准确测算

销售量和销售额，并测算销售增长额。

3.1.3能根据预计期销售额和基期销售额，准确测算

销售增长额。

3.1.4能根据销售量和收入数据，正确运用销售百分

比法、高低点法、回归直线法测算总资金需要量。

3.1.5能根据需增加的资金和企业内部可筹集资金，

准确测算外部资金需要量。

3.2 资金成本

测算

3.2.1能从金融大数据中心准确采集国债利率、贷款

基准利率、市场利率、债券利率和沪深 50股票收

益率等数据资料。

3.2.2能根据采集的贷款基准利率，准确计算银行借

款资金成本。

3.2.3能根据采集的债券利率，准确计算债券成本。

3.2.4能根据采集的国债利率、市场利率、债券利率

和沪深 50股票收益率，准确计算企业发行普通股

和优先股成本。

3.3 杠杆系数

测算

3.3.1能根据销售收入和变动成本，正确计算边际贡

献和边际贡献率。

3.3.2能根据边际贡献和固定经营成本，正确计算息

税前利润。

3.3.3能利用企业内部数据计算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和产销量变动率，正确计算经营杠杆系数。

3.3.4能利用企业内部数据采集的普通股每股利润

变动率和息税前利润变动率，正确计算财务杠杆系

数。

3.3.5能根据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系数，正确计算总

杠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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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数据采集

与存储

1.1.1能正确运用 Tushare金融大数据中心采集债券

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和汇率等数据。

1.1.2能对支持 Python数据接口的数据平台采集实

时数据。

1.1.3能正确运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可投资领域的

相关数据和信息。

1.1.4能正确将结构化数据存储到MySQL关系型数据

库。

1.1.5能正确将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到MongoDB非关系

型数据库。

1.2数据分析

1.2.1能正确运用 Numpy库进行数据计算。

1.2.2能正确运用 Lambda库进行数据分析。

1.2.3能正确运用 Pandas库进行数据分析。

1.2.4能正确运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数据计算和分析。

1.3 数据可视

化基础应用

1.3.1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折线图。

1.3.2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柱状图。

1.3.3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饼状图。

1.3.4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雷达图。

1.3.5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散点图。

1.3.6能正确使用Matplotlib库生成符合业务需求的

图形化分析报表。

2.投资分析

2.1 投资风险

分析

2.1.1能熟练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可投资领域的政

策、税收等方面的信息数据。

2.1.2能根据采集的信息数据，结合企业内外部环

境，科学分析政策风险、税务风险、行业风险、技

术和环保风险等。

2.1.3能根据风险与报酬对等原则，合理评估企业或项

目风险等级。

2.2 投资方案

分析

2.2.1能结合税收政策，运用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

法测算投资企业或项目的实体价值，科学分析企业

或项目的投资方案。

2.2.2能运用净现值法、回收期法和内含报酬率法，

科学分析独立投资方案。

2.2.3能运用共同年限法和等额年金法等判断标准，

科学分析多个互斥投资方案。

2.2.4能结合税收政策，分别运用独立方案和互斥方

案的判断标准，综合分析企业或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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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 投资可行

性分析

2.3.1能根据税收政策、现有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

和管理资源等企业内部信息，科学分析投资项目的

可行性。

2.3.2能根据税收政策、企业或项目经营效益等数据

和相关信息，定量分析企业或项目的投资收益。

2.3.3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企业风险承受度和管控能力，科学分析企业或项目

投资的可行性。

2.3.4能根据税收政策、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综

合分析投资企业或项目，撰写企业或项目投资可行

性分析报告。

3.投资风险

管理

3.1 投资风险

目标确定

3.1.1能根据税收政策和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科学

确定投资成本目标和效益目标。

3.1.2能根据税收政策和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合理

确定投资效益目标。

3.1.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科学确定投资安全警

戒线目标。

3.1.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科学确定投资工

作进度目标。

3.2 投资风险

管控制度制定

3.2.1能根据企业战略目标，科学确定投资管理原

则。

3.2.2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合理设置投资管

理机构和风控机构。

3.2.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确定各部门职责

分工与工作流程。

3.2.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制定投资风险管

控制度。

3.3 投资风险

防控

3.3.1能科学诊断与评估企业风险现状，及时准确找

出可能产生投资风险的关键环节。

3.3.2能根据投资风险的关键环节，科学制定投资风

险的管理目标。

3.3.3能根据投资风险管理目标，应用分散、备份等

方法科学制定风险规避和风险转移等预案。

3.3.4能在风险发生后，及时制定风险应对优化方

案。

4.融资分析
4.1 资本结构

分析

4.1.1能采用资产负债率和相关信息，准确分析企业

或项目的资产负债水平。

4.1.2能采用产权比率、长期资本负债率和相关信

息，准确分析企业或项目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水平。

4.1.3能采用股东权益比率和相关信息，准确分析企

业或项目的自有资金和总资产的水平。

4.1.4能采用资本成本比较法和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https://baike.so.com/doc/5732641-5945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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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法，科学确定企业或项目最佳资本结构。

4.2 融资方案

撰写

4.2.1能从金融大数据中心采集和计算债券市场利率、

股利增长率等数据，正确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生成融

资需要的图形分析报表。

4.2.2能根据各债务融资贷款产品的优缺点、科学制

定债务融资方案。

4.2.3能根据内部融资、优先股、普通股等股权融资

方式的优缺点，科学制定股权融资方案。

4.2.4能根据行业和同类项目的市场利率和必要收

益率等指标确定融资渠道，撰写规范的融资方案。

4.2.5能运用现金流量折现和股利折现等模型，准确

分析比较不同融资方案。

4.3 还款计划

制定

4.3.1能根据信贷投放、政府补助、企业或项目内部

现金流和经营等相关数据，科学分析企业或项目的

还款能力。

4.3.2能根据企业经营预算、资金回笼变动和各类融

资成本等数据，分析企业或项目的还款时间和金

额，科学制定还款计划。

4.3.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的相关情况，科学选定还款

方式。

5.融资风险

管理

5.1 融资风险

识别

5.1.1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正确识别融资方

式风险。

5.1.2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式，正确识别融资成

本风险。

5.1.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和税收政策，正确

识别融资政策风险和融资税务风险。

5.2 融资风险

管控制度制定

5.2.1能根据企业战略目标，科学确定融资风险管理

原则。

5.2.2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合理设置融资管

理机构和风控机构。

5.2.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确定各部门职责

分工与工作流程。

5.2.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制定融资风险管

控制度。

5.3 融资风险

应对

5.3.1能进行企业现状分析与评估，找出可能存在融

资风险的关键环节。

5.3.2能根据融资风险管控目标，划定风险控制线，建

立预警机制。

5.3.3能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别，制定融资风险处理预

案。

5.3.4能在风险发生后，及时制定风险应对优化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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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业财税融合大数据投融资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大数据技

术高级应用

1.1 结构化与

非结构化数据

采集

1.1.1能运用 beautifulsoup4、bs4、lxml与 requests完
成网页数据的爬取和指定格式的存储。

1.1.2能运用 GoPUP库完成指数数据、宏观经济数据、

新经济数据、微博 KOL数据、信息数据、生活数据、

疫情数据等的获取并按指定格式存储。

1.1.3能运用 Tushare Pro获取股票、基金、期货、债

券、外汇、行业大数据、数字货币行情等数据，并按

指定格式存储。

1.2数据分析

1.2.1能利用 NumPy或者 Pandas计算最小值、均值、

中位数、最大值、四分位数、极差、标准差、方差、

协方差和变异系数等数值型数据的完整情况。

1.2.2能使用 Pandas的 Groupby函数进行分组聚合分

组统计，能使用 Pandas的 agg、aggregate、apply和
transform函数进行聚合数据分解。

1.2.3能使用 Pandas的 povit_table函数创建透视表并

分析。

1.2.4能使用 Pandas的 crosstab函数创建交叉表并分

析。

1.2.5能根据给定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1.3 数据可视

化应用

1.3.1能运用Matplotlib库生成散点、折线、直方、柱

状图、饼图与箱式图。

1.3.2能运用Matplotlib库，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正确选

择对应图形，如直方图用于分析数据分布，柱状图用

于分析高峰期。

1.3.3 能使用 jieba对文本数据进行分词，使用百度

stopwords剔除无用词，使用 wordcould画词云图并进

行分析。

2.投融资战

略管理

2.1 投融资战

略制定与分析

2.1.1能根据采集的行业、企业的数据和信息，利用

SWOT、PEST和五力模型等方法，科学制定战略目

标和规划。

2.1.2能根据采集的数据，分析与同行业的差异性，

科学制定企业或项目的投融资战略总体方案。

2.1.3能根据行业的增长率、股票收益率、债券市场

利率和财务报告等数据和相关信息，科学分析和评估

企业或项目风险收益。

2.2 投融资战

略方案优化与

2.2.1能根据战略分析报告、战略目标及风险评估等

相关信息，科学制定企业或项目的投融资战略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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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选择 2.2.2能分析竞争对手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优化

投融资战略方案。

2.2.3能根据投融资战略、企业风险和企业战略生态

管理等分析报告，正确选择适合企业或项目的投融资

战略方案。

2.3 投融资战

略方案分解与

实施

2.3.1能根据战略方案，科学分解销售量、成本和利

润三维度的目标。

2.3.2能根据分解的战略目标，分析实际情况与目标

的差距，监督战略规划实施。

2.3.3能制定与投融资战略方案匹配的管理制度体系。

2.3.4能根据实施情况评价战略方案的执行效果及分

析，对企业投融资战略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3.投融资预

算管理

3.1 预算编制

与分解

3.1.1能根据采集的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信息，

结合全面预算编制方法，正确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预

算编制方法。

3.1.2能根据选定的预算编制方法，科学制定企业的

股权投资预算、债券投资预算、长期资本支出预算、

股权融资预算、债权融资预算、银行贷款预算和财务

费用预算等投融资预算报表体系。

3.1.3能根据企业战略发展和投融资需求，分解企业

各部门预算。

3.2 预算执行

与调整

3.2.1能根据现金流量的预算管理，合理调节资金收

付平衡，控制资金风险。

3.2.2能根据投融资的执行数据与目标数据，提供预

算执行进度、执行差异及影响等财务信息。

3.2.3能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发现问题，找

出原因，科学提出改进经营管理的有效措施。

3.2.4能根据市场环境、经营条件和政策法规等重大

变化及时调整预算并执行。

3.3 预算分析

与考核

3.3.1能从定量与定性两个层面开展预算执行分析。

3.3.2能分析预算的执行偏差原因，科学提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

3.3.3能根据预算执行分析报告，科学制定合理的考

核制度。

3.3.4能根据预算调整情况，适时调整绩效考核办法

并进行绩效考核。

4.投资决策
4.1 投资方案

选择

4.1.1能根据采集的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信息，

撰写项目投资建议书和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4.1.2能根据净现值、现值指数、内含报酬率、回收

期和会计报酬率等指标做出独立方案的最优选择。

4.1.3能根据净现值、共同年限法和等额年金法等指

标做出互斥方案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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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资方案

实施

4.2.1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制定方案实施管

理办法。

4.2.2能根据企业或项目投资方案实施情况，进行动

态调整。

4.2.3能正确识别投资方案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4.2.4能根据识别出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4.3 投资方案

评价

4.3.1能制定企业或项目的投资方案实施效果的评价

指标体系。

4.3.2能根据投资方案的评价报告，分析投资方案优

缺点，撰写评价报告。

4.3.3能根据投资方案评价报告，评价投资方案成本效益

和可靠性。

4.3.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的投资实施情况和效果，制

定或完善企业或项目的投资管理流程。

5.融资决策

5.1 融资方案

选择

5.1.1能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最

佳融资时机。

5.1.2能根据融资需求和条件，正确选择融资顺序和

融资模式。

5.1.3能根据融资方案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定量层面

进行融资决策并正确选择最佳融资方案。

5.1.4能根据融资方案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定性层面

进行融资决策并正确选择最佳融资方案。

5.2 融资方案

实施

5.2.1能根据最佳融资方案，建立方案实施管理制度

体系。

5.2.2能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提出最优资金配置方案，

编制风险等级评估表。

5.2.3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方案实施情况，进行动

态调整。

5.2.4能正确识别融资方案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5.2.5能根据识别出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5.3 融资方案

评价

5.3.1能制定企业或项目的融资方案实施效果评价标

准。

5.3.2能评价融资方案实施效果，科学撰写评价报告。

5.3.3能根据融资方案评价报告，分析融资方案优缺

点，评价融资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5.3.4能根据企业或项目融资实施情况和评价效果，

制定或完善企业或项目的融资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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