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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一级考试大纲

科目：《金融通识》
一、考查目标

章节 学习目标

第一章 1.了解商品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虚拟

货币等货币形式的内涵和运行特征；

2.熟悉货币形式演化的规律；

3.了解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价值贮藏等货币

职能；

4.熟悉货币职能发挥的约束条件；

5.了解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信用货币制

度的运行特征；

6.了解我国的人民币制度。

第二章 1.了解信用的要素构成与特征；

2.了解信用的运行逻辑；

3.了解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和工商

企业的直接信用等信用形式；

4.熟悉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运行特征；

5.了解信用工具的种类；

6.熟悉信用工具的属性；

7.了解利息与利率的涵义、种类；

8.掌握资金的时间价值的计算。

第三章 1.了解金融市场的涵义、构成要素、功能和类型；

2.了解货币市场的特点、功能和构成；

3.了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运行规则；

4.了解投资基金；

5.了解金融远期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金融期权市场和金

融互换市场的运行规则；

6.熟悉金融衍生工具的功能。

第四章 1.了解证券投资的特征；

2.掌握证券投资的收益的计算；

3.掌握证券投资的风险的计算；

4.了解股票的发行与流通；

5.熟悉股票的价格与价值；

6.掌握股票估值；

7.了解债券评级；

8.掌握债券估值；

9.了解基金的发行与流通；

10.掌握基金估值；

11.了解量化投资的涵义；

12.熟悉量化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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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熟悉量化投资方法。

第五章 1.了解金融中介的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了解金融中介的基

本功能和类型；

2.了解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表外业务和其他

业务；

3.熟悉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4.了解保险的涵义、功能和种类；

5.熟悉保险经营。

第六章 1.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及其普及完善；

2.熟悉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3. 解中央银行的类型；

4.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内涵，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

的原因。

第七章 1.熟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熟悉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2.熟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3.熟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4.了解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5.熟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6.熟悉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7.熟悉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8.掌握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评价。

第八章 1. 了解金融风险的含义和分类；

2. 掌握金融风险的度量方法；

3.熟悉金融风险的管理策略；

4.了解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

5.熟悉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和互联网金融监管

的体系。

第九章 1.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2.熟悉国际收支失衡与调节；

3.了解外国货币与外汇，了解汇率及其标价方法；

4.熟悉汇率的决定与变动；

5.了解汇率风险；

6.了解各种汇率制度及其优缺点；

7.了解外汇管制及其影响；

8.了解国际储备及其构成；

9.熟悉国际储备的管理；

10.了解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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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查要点

主要内容 考查要点

货币的五种形式

及其理解

商品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定义

和其优缺点

货币的四种职能 价值标准，交易媒介，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的含义及其区别

货币的四种制度 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信用货币制度的主要特

点及演变的原因

信用的六种基本

形式

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工商企业的直接信

用和地方政府信用的含义特点及其优点和局限性

信用工具的种类 短期信用工具，中长期信用工具，永久性信用工具的包含的不

同种类及其定义。

信用工具的四种

属性及其关系

偿还期，流动性，本金的安全性，收益率

利率的种类 单利和复利的计算，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固定利率和

浮动利率的区别

资金的时间价值 终值和现值的计算

金融市场的构成

要素

参与主体，交易对象，交易价格

金融市场的三个

功能

聚集并配置资金；风险配置，信息揭示

货币市场的特点 交易对象是短期融资工具；是批发市场

货币市场的构成 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国库券市场，回购协议市场，大额

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货币市场基金

股票的发行市场 发行方式和承销方式以及发行价格的不同

股票流通市场的

功能

提供变现机会，创造有利融资环境，公司经营业绩的判断

债券的发行市场 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发行条件

金融衍生工具市

场

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的概念，特点及其之间的区别

证券投资的五个

特征

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时间性，社会性

股票投资收益的

计算

股利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持有期回收率，拆股后持有期收

益率

债券投资收益的

计算

附息债券收益率的计算：票面收益率，当期收益率，持有期收

益率，到期收益率。

贴现债券收益率的计算：到期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

投资组合收益的

计算

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是各种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

各种金融资产的价值占投资组合价值的比重

证券投资风险的

种类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股票的价格 发行价格，市场价格，理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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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价值 票面价值，账面价值，清算价值,市场价值

股票估值 股利贴现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

市盈率模型

债券估值模型 零息债券的定价模型，息票债券的定价模型

量化投资的特点 历史依赖性，纪律性，系统性，及时性和准确性，精细的风险

控制

量化投资策略 量化选股，量化择时，股指期货套利，商品期货套利，统计套

利，期权套利,算法交易

量化投资方法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小波分析、支持向量机和分形理论

金融中介的四个

功能

作为信用中介，通过跨期和跨域转移的方式优化配置资源,创

造信用货币，扩张信用，信息生产和风险管理，提供广泛的金

融服务

金融机构的类型 存款性金融机构，契约性金融机构其他经营性金融机构，政策

性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的资金

来源

资本，存款，借款

银行资本的四大

功能

保护性功能，经营性功能，风险管理功能，宏观审慎管理功能

商业银行的存款

类型

交易性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

商业银行的借款

类型

向中央银行借款，银行间同业拆借，回购协议，欧洲货币市场

借款，其他借款方式

商业银行的资金

运用

流动资产，贷款业务，投资业务

商业银行的表外

业务和其他业务

结算业务，担保类业务，信托业务，租赁业务，保管箱业务，

信息咨询和代客理财业务。

商业银行的经营

性原则

流动性，安全性，营利性

保险的职能 经济补偿职能，防灾防损职能，融资职能，社会管理职能

保险经营的特点 保险经营资产具有负债性

保险经营活动具有特殊性

保险经营具有分散性和广泛性

保险经营的原则 风险大量原则,风险选择原则,风险分散原则

中央银行的三大

职能

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是实施宏观经

济调控，全面协调金融运行和管理的银行

中央银行集中与

垄断货币发行权

的必要性在于

统一货币发行与流通是货币正常有序流通和币值稳定的保证；

统一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调节

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的需要；统一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

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作为政府的银

行，中央银行执

行的职责

代理国库；代理政府债券的发行，以缓解政府暂时性收支不平

衡；对国家给予信贷支持；为国家持有和经营管理国际储备；

作为政府的金融代理人代办各种金融事务；充当政府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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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顾问和参谋

作为银行的银

行，中央银行执

行的职责

集中存款准备；充当全国金融机构的票据清算中心；最终的贷

款人

中央银行的组织

形式

单一中央银行制；复合中央银行制准中央银行制度；跨国中央

银行制

中央银行保持独

立性的原因

避免经济发生政治周期性波动；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了适

应中央银行特殊业务地位的需要

中央银行独立性

的内容

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制度，维持货币币值的稳定；独立地制定

或执行货币金融政策；独立管理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

货币政策的最终

目标

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平衡国际收支，

货币政策中介目

标和操作目标的

选择标准

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

中介目标变量及

其优缺点

数量型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贷款规模；价格型中介目标：

长期利率，汇率

货币政策操作目

标

短期利率，基础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的

中介目标

货币供应量，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信贷规模

一般性货币政策

工具及其优缺点

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

选择性货币政策

工具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消费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借贷便

利类货币政策工具

其他货币政策工

具

直接信用控制：信用分配，利率最高限额，流动性比率。间接

信用控制：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中央银行沟通

非常规货币政策

工具及其优缺点

量化宽松；扭转操作与完全货币交易；负利率

货币政策的传导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用操作目标，第二阶段影响中介目标，第三阶段影

响最终目标

影响货币政策有

效性的因素

货币政策的时滞；经济主体合理预期的抵消作用；货币流通速

度的影响；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金融风险的特征 客观性，潜在性，可度量性，双重性，可控性

按照金融风险性

质分类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金融风险的度量

方法

灵敏度方法，波动性方法，VaR 方法，压力测试

金融风险的管理

策略

风险预防，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抑制，风险

补偿

金融监管的必要

性原因

市场失灵和其他特殊原因

市场失灵的三个

表现

金融体系中的外部负效应;金融市场中的垄断;金融市场中的

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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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监管的内容 银行准入监管，银行日常监管，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危机处理

和退出管理

证券监管的内容 证券发行监管，证券交易监管，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收购

监管，证券商监管

国际收支的概念 三个特征：流量概念，国际经济交易 ，居民与非居民之间

国际收支平衡表

的三个基本账户

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错误与遗漏账户

国际收支失衡的

五种类型

偶然性失衡，周期性失衡，货币性失衡，收入性失衡，结构性

失衡

国际收支失衡的

调节机制

自动调节机制和政策调节机制

外币资产作为外

汇具备的三个性

质

可偿性，可兑换性，被普遍接受和使用

外汇的作用 转移国际间购买力，促进国际间货币流通发展；促进国际经济

交易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调节国际间资金的供求失衡；衡

量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地位和支付能力

汇率的两种标价

方法

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

不同货币制度下

的汇率决定基础

铸币平价，黄金平价，购买力平价

影响汇率变动的

因素

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的差异 ，利率的差异，汇率预期，

外汇干预 ，宏观经济政策 ，政治因素 ，外汇投机行为

2009 年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划分

的汇率制度

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传统钉住，稳定安

排，爬行钉住，类似爬行制，平行钉住汇率制度，浮动制度，

自由浮动，其他管理安排

国际储备的四种

类型

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

提款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 了解其背景，特征，优缺点，崩溃的原因

牙买加体系 了解其背景，特征，优点，所起的作用

三、试卷内容本科目建议重点知识结构占比

重点内容 占比

货币形式与职能，以及货币制度的类型 6%

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类型 6%

股票债券收益率的计算和估值 6%

量化投资策略及其方法 6%

金融中介的功能及其类型 6%

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以及表外业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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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职能 6%

一般性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优缺点 6%

汇率制度的分类及其内容 6%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及其平价 6%

建议上述 10 个主要内容占比不低于 6%，合计不低于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