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T310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限选 

授课对象 

（Audience） 
汉语言专业外国留学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汉语 

*开课院系 

（School） 
人文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张强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国际投资学》是为汉语言专业外国留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它着重阐述国际投

资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概括了国际投资的内涵、方法、形式和

手段，是汉语言专业金融方向和商务方向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学习，

使学生了解国际投资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国际投资

的主要经营业务的操作，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国际投资领域实

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对现实社会经济中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用，能使

用一些基本的投资技术分析工具。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s set up for the major of Chinese language undergraduate 

elective course, it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ethods, forms and means, is one of the basic cours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fessional financial direction and business direc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e main business to grasp the basic theo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operations, the students have the basic analytical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use the capital reality in social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the way can use some 

basic analysis tools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 培养汉语综合、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写作等汉语言听、

说、读、写技能。（A5.1） 

2. 掌握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A5.2） 

3. 掌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基础知识。（A5.3） 

4. 掌握汉语在金融领域的实际应用。（A5.4） 

5. 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B12） 

6.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C6） 

*教学内容、进度安排及

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国际投资概

述 
4 面授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外汇汇率 4 
面授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外汇平价关

系 
4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外汇汇率预

测 
2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国际资产定

价 
4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权益：市场与

工具 

4 面授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股权：概念与

技术 

2 面授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全球债券市

场 

2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国际分散化

投资 

2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金融衍生工

具 

2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国际投资风

险管理 

2 面授/讨论 习题/阅读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考核方式 
(Grading) 

期末考试（50%）；平时表现（50%）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指定教材： 

《 国际投资 》 布 鲁 诺 ·索 尔 尼 克 （ Bruno Solnik ）  丹 尼 斯 ·麦 克 利 维

（Dennis McLeavey） 张成思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教材： 



1.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张纪康，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海伦.德雷斯凯，国际管理.第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300-500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