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 

 
课程名称 SEC339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  Security valuation and investment analysis  

课程性质 金融学院专业选修课 其他学院选修或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 

学分课时 4学分， 64课时（16周） 

任课教师 严渝军 副教授 

所属院系 金融学院投资系 

电话：64495049,E-mail：00563@UIBE.EDU.CN 

授课对象 金融学院三年级以上本科生 

考试方式 平时成绩：课堂作业、模拟实践。 

期中考试：估值报告 

期末考试：开卷考试，笔试。 

考试成绩 平时作业占 40%，期中成绩占 10%，期末占 50%， 

考勤要求 学生缺勤不得多于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计作平时成绩。 

学术诚信 

 

出勤要求 

 

本课程对于学生的学术诚信的要求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学习违纪处分实施细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考场纪律》的规定。 
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课堂学习规范》，要求学生关闭一切电子设备；不能

无故缺席上课；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认真复习课堂上讲授内容，独立

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预习新课。学生缺勤不得多于总课时的四分之一。教师可以根据

考勤情况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参加考试、是否扣分。 

一、课程简介 

 

 

 

 

 

 

 

二、教学目标 

 
 
 
 
 
 
 

三、学习资料 

 

 

 

 

 

 

 

 

 

 

 

四、学习效果 

及达成途径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其主要是对证券估值与投

资分析中的证券估值理论、经典图形理论、技术分析指标、交易管理等理论体系和实际运

用进行专业讲授。 

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基本因素分析：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与公司

分析等；第二部分证券估值理论：证券投资对象的红利贴现模型、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

价格乘数估价模型等；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各方

面都有更深的理解，基本掌握其相关的理论和技能，从而具备对证券投资过程中的问题分

析从专业技术角度给予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本课程的定位是：培养学生投资逻辑思维、激发学生模拟交易兴趣，掌握技术分析的

正确方法来，培养解决金融市场投资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向金融投资领域从事市场分

析、资产管理和投资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对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有正确的认识和较深刻的理解，对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趋势分析体系有较系统的掌

握。培养学生运用技术分析方法解决金融投资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交易能力。

提高学生在金融市场投资分析的专业素养，为进入业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1.教材 

指定教材：《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严渝军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 

参考教材：《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参考资料 

阅读书目： 

《权益证券定价方法》李鑫等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 系列教材）； 

《投资学》 兹维·迪伯   机械工业出版社；《证券投资原理》 威廉.夏普等著 西南

财大出版社 

杂志：《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研究》、《证券市场导报》、《金融

与保险》、《中国金融》等；  

报纸：《经济日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 

网站：网易财经、东方财富、和讯等 

数据库：万德、彭博、锐思等 



 

 

 

 

 

 

 

 

 

 

 

五、教学进度计划表 

 

1.学习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达成的学习效果如下： 

（1）熟知企业价值的基本概念；理解公司估值的历史演变及意义。 

（2）掌握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尤其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3）掌握行业分析的主要方法，熟悉行业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4）理解公司成长性分析主要内容，掌握公司财务分析方法。 

（5）理解公司估值分析主要内容？ 掌握 DDM模型估值分析、三阶段红利贴现模型。 

（6）掌握何为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 ），公司自由现金流估值分析主要内容。 

 （7）了解价格/收益乘数估价模型，掌握运用价格/收益乘数模型进行估值分析。 

（8）熟知剩余收益乘数估价模型，了解剩余收益乘数估值分析主要内容及运用。 

（9）了解非上市公司估值范围，了解非上市公司估值主要内容。 

2.达成学习效果的途径 

上课跟着老师思路走，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阅读教师指定资料；按时完成期中作

业；认真准备期末考试。 

本课程教学周为 16周，具体安排如下： 

周

次 

课

时 
教学方式 内容提要 

 

阅读材料 
作业考试 

1 2 实验室讲授 
第一章证券估值与投

资分析概述 

 

教材：第 1章 复习 PPT 

2 2 
 

实验室讲授 
第二章 宏观经济分析 

 

教材：第 2章 

上机操作：查询国家统计

局网站进行分析 

3 
 

2 

 

实验室讲授 
第三章    行业分析 

 

教材：第 3章 

上机操作：对沪深两市各

行业进行分析 

4 
 

2 

 

实验室讲授 
第三章    行业分析 

 

教材：第 3章 
作业：写出行业分析报告 

5 
 

2 

 

实验室讲授 
第四章    公司分析 

 

教材：第 4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上市公

司，进行公司基本面分析 

6 
 

2 

 

实验室讲授 
第四章    公司分析 

 

教材：第 4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上市公

司，进行公司财务分析 

7 
 

2 

 

实验室讲授 
第五章 红利贴现模型 

 

教材：第 5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股票进

行两阶段估值分析 

8 
 

2 

 

实验室讲授 
第五章 红利贴现模型 

 

教材：第 5章 

期中上机考试：任选一股

票进行三阶段估值分析 

9 
 

2 

 

实验室讲授 

第六章 自由现金流 

模型 

参考教材： 

第 4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股票进

行自由现金流分析 

 

10 

 

2 

 

验室讲授 

 

第六章   自由现金流   

       模型 

 

参考教材： 

第 4章 

 

上机：选一股票进行自由

现金流估值分析 

11 
 

2 

 

实验室讲授 

第六章   自由现金流   

     模型 

参考教材： 

第 4章 
案例分析 

12 
 

2 

 

实验室讲授 
第七章 价格乘数模型 

 

教材：第 6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股票进

行 PE分析 

13 
 

2 

 

实验室讲授 
第七章 价格乘数模型 

 

教材：第 6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股票进

行 PB\PS分析 

14 
 

2 

 

实验室讲授 
第八章 剩余收益模型 

参考教材： 

第 5章 

上机操作：任选一股票进

行剩余收益分析 

15 
 

2 

 

实验室讲授 
第八章 剩余收益模型 

参考教材： 

第 5章 

上机：任选一股票进行剩

余收益估值分析 



16 

 

2 

 

实验室讲授 
第九章 非上市公司 

估值 

 

参考教材： 

第 7章 

上机操作 

总结 

 

六、教学内容  

 

第一章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概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这门学科的发展及研究的主要内容。使

学生充分掌握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概述 

一、 什么是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 

二、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意义 

三、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信息来源 

四、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步骤 

五、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中易出现的失误 

第二节 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 基本因素分析法 

二、 红利贴现模型估值分析法 

三、 自由现金流模型分析法 

四、 价格乘数模型分析法 

五、 剩余价值模型分析法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基本概念，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方法。 

 教学时数 
 

共 4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交易》第一章；《股权资产估值》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红利贴现模型估值分析法、自由现金流模型分析法、价格乘数模型分析法、剩余价

值模型分析法 

3.领会： 

（1）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有那些？ 

（2）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内容 

4.简单运用： 

（1）解释一下什么是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 

（2）简述证券估值与投资分析的主要步骤？ 



 

第二章 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及分析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与方法 

第二节 评价宏观经济形势的相关变量 

第三节 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第四节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教学时数 共 6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 第二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宏观经济指标、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政策 

3.领会： 

（1）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有那些？ 

（2）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4.简单运用： 

（1）什么是证券市场的市场行为？ 

（2）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 

 

第三章 行业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证券投资的行业分析的主要内容，掌握证券投资的行业分

析方法，学会制作行业分析报告。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行业的定义 

第二节 行业分析的意义 

第三节 行业的分类方法 

第四节 行业投资分析方法 

第五节 行业投资的选择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行业分类、行业结构、行业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教学时数 共 6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 第三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行业分类、行业结构、行业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领会： 

（1）行业分析的主要方法有那些？ 

（2）行业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4.简单运用： 

（1）什么是行业结构？ 

（2）影响行业发展因素是什么？ 

 

第四章 公司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证券投资的公司分析的主要内容，掌握证券投资的掌握公



司财务分析，并了解其他重要因素分析。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公司基本素质分析 

第二节 公司财务分析 

第三节 其他重要因素分析 

第四节  会计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公司基本素质分析、公司财务分析方法。  

教学时数 共 6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 第四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公司基本素质、公司成长性分析、公司财务分析 

3.领会： 

（1）公司成长性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2）公司财务分析方法有哪些？ 

4.简单运用： 

（1）如何进行公司成长性分析？ 

（2）如何进行公司财务分析？ 

 

第五章 红利贴现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红利贴现模型的一般形式。充分掌握零增长模型、戈登模

型、不定增长和不变增长模型、超常增长与稳定增长模型、H模型、三阶段红利贴现模型

的应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贴现现金流估价方法的基本原理 

一、贴现现金流估价方法 

二、股权估价与公司估价 

三、红利贴现模型的一般形式 

四、贴现现金流估价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第二节 多元增长模型 

一、 二阶段红利贴现模型——不定增长和不变增长模型 

二、二阶段红利贴现模型——超常增长与稳定增长模型 

三、二阶段红利贴现模型——对增长估价的 H模型 

四、三阶段红利贴现模型 

五、使用红利贴现模型存在的问题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红利贴现模型的一般形式、不定增长和不变增长模型、超常增长与稳定增长

模型、H模型、三阶段红利贴现模型。 

教学时数 共 10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 第五章 ；《股权资产估值》第三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贴现现金流估价方法、股权估价与公司估价、红利贴现模型、多元增长模型 

3.领会： 

（1）公司估值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2）如何进行投资估值分析？ 

4.简单运用： 

（1）何为 H模型？ 

（2）请问三阶段红利贴现模型如何进行投资估值分析？ 



 

第六章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理论基础，充分理解掌握自由现金

流贴现模型（FCF ）、股权自由现金流、公司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应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理论基础 

一、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 ） 

二、股权自由现金流 

三、公司自由现金流 

四、FCFE、FCFF的比较 

五、现金流和资产寿命 

六、从财务报表计算自由现金流 

七、预测自由现金流 

八、适用场合 

第二节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应用 

一、单阶段 FCFE模型 

二、两阶段 FCFE模型 

三、三阶段 FCFE贴现模型 

四、股权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与红利贴现模型的比较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 ）、股权自由现金流、公司自由现金流、自由现

金流贴现模型的应用。 

教学时数 共 10学时 

参考资料 《股权资产估值》  第四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股权自由现金流、公司自由现金流、FCFE与 FCFF比较、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应用 

3.领会： 

（1）何为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 ）？ 

（2）公司自由现金流估值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4.简单运用： 

（1）如何进行 FCFE估值分析？ 

（2）请问两阶段 FCFE模型如何进行投资估值分析？ 

 

第七章 价格乘数估价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价格乘数的概念与种类。充分理解掌握价格/收益乘数估价

模型、价格/帐面价值乘数估价模型的应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价格乘数的概念与种类 

一、价格乘数的概念 

二、价格/收益乘数 P/E 

三、价格/帐面值乘数（P/BV） 

四、价格/销售额乘数（PS） 

第二节 价格/收益乘数估价模型 

一、 市盈率估价模型的一般形式 

二、稳定增长公司的市盈率估价模型 



三、高增长公司的市盈率估价模型 

四、P/E模型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 

五、市盈率的比较 

六、市盈率的变化形式 

第三节   价格/帐面价值乘数估价模型 

一、估计和运用 PBV比率的一般问题 

二、PBV比率估价模型的一般形式 

三、稳定增长企业的 BPV比率 

四、高速增长企业的 BPV比率 

五、PBV 比率的变化形式 

第四节  价格/销售收入比率估价法 

一、P/S的计算 

二、模型的优点 

三、模型的局限性 

四、稳定经营公司的 PS比率 

五、稳定经营公司的 PS比率 

六、高速增长公司股票的 PS比率 

七、 PS比率的决定因素 

八、价格/销售收入比率（PS）和净利润率（PM） 

九、价格/销售收入比率（PS）和净利润率（PM） 

第五节  价格/现金流乘数估价模型 

一、每股现金流量 

二、其它 

三、优点 

四、局限性 

第六节  公司价值/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比率估价模型 

一、模型 

二、优点 

三、局限性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价格/收益乘数估价模型、价格/帐面价值乘数估价模型、价格/销售收入比率

估价法、价格/现金流乘数估价模型。 

教学时数 共 10学时 

参考资料 《证券投资分析与管理》 第六章 ；《股权资产估值》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价格/收益乘数 P/E、三、价格/帐面值乘数（P/BV）、价格/销售额乘数（PS） 

3.领会： 

（1）何为价格/收益乘数估价模型？ 

（2）价格/收益乘数估值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4.简单运用： 

（1）如何进行价格/收益乘数估值分析？ 

（2）请问价格/销售收入比率估价法如何进行投资估值分析？ 

 

第八章 剩余价值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剩余收益的理论基础，让学生了解掌握剩余收益模型理论

及应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剩余收益 

第二节 剩余收益模型 

第三节 剩余收益估值法与其它方法的关系 

第四节 会计问题和国际问题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剩余收益模型的基本理论、K线图及组合分析应用。 

教学时数 共 6学时 

参考资料 《股权资产估值》  第五章。   

思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剩余收益、剩余收益模型 

3.领会： 

（1）何为剩余收益乘数估价模型？ 

（2）剩余收益乘数估值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4.简单运用： 

（1）如何进行剩余收益乘数估值分析？ 

（2）请问剩余收益估值法与其它方法的关系？ 

 

第九章 非上市公司估值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解技术分析的要素。 

让学生了解掌握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K线图及组合分析应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非上市公司估值范围 

第二节 价值的定义 

第三节 非上市公司估值方法 

重点内容 要点是掌握非上市公司估值方法及分析应用。 

教学时数 共 6学时 

参考资料 《股权资产估值》  第七章。   

考题 1、阅读：  

《股权资产估值》（美）平托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6月 

2、识记： 

非上市公司估值范围、非上市公司估值方法 

3.领会： 

（1）非上市公司估值范围有哪些？ 

（2）非上市公司估值包括哪些内容？  

4.简单运用： 

（1）如何进行非上市公司估值分析？ 

（2）请问非上市公司估值方法是什么？ 

 

 

 

撰写人：严渝军  2016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