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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Objective

主要交际内容

练习与活动

文化导入

 

财务状况介绍

日常财务  融资准备

场景模拟



财务状况介绍
文 化 导 入

        公司生产经营稳步增长，未出现大的变动。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

逐步扩大，大额合同占比不断增加，更多的国企逐步成为公司的新增

客户，此类客户的市场地位比较强势，但付款能力较强，其付款周期

相对较长。

     本公司加强资金的预测和监控，有完整的资金预算体系，公司同

时与多家银行日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会采取多种融资手段降低

公司融资成本，保证项目的实施和开展。

 你做财务分析的时候，你会主要调查哪些方面呢？

Gōnɡsī shēnɡchǎn jīnɡyínɡ wěnbù zēnɡzhǎnɡ, wèi chūxiàn dà de biàndònɡ. Suízhe ɡōnɡsī yèwù ɡuīmó de

 zhú bù kuò dà,           dà é hé tonɡ zhàn bǐ bú duàn zēnɡ jiā, ɡènɡ duō de ɡuóqǐ zhúbù chénɡwéi ɡōnɡsī de xīnzēnɡ

 kè hù,            cǐ lèi kè hù de shì chǎnɡ dì wèi bǐ jiào qiánɡ shì,  dàn fù kuǎn nénɡ lì jiào qiánɡ,  qí fù kuǎn zhōu qī 

xiānɡ duì jiào chánɡ. 

Běn ɡōnɡ sī jiā qiánɡ zī jīn de yù cè hé jiān kònɡ, yǒu wán zhěnɡ de zī jīn yù suàn tǐ xì,         ɡōnɡ sī tónɡ  

shí yǔ duō jiā yín hánɡ rì chánɡ bǎochí liánɡhǎo de hézuò ɡuānxi,  huì cáiqǔ duōzhǒnɡ róngzī shǒuduàn jiànɡdī

 ɡōnɡsī rónɡzī chénɡběn, bǎo zhènɡ xiànɡmù de shí shī hé kāi zhǎn. 



重点词

rónɡ zī

 融资
Financing

yè wù

业务 
Business

jīnɡ yínɡ

经营
Operating

ɡuī mó

规模
Scale

规模大
规模小

经营范围business scope
经营理念operation principle
经营模式business model



重点词

zhōu qī

周期
Cycle

é

额
amount；quota

yù cè 

预测
Forecast

jiān kònɡ

监控
Monitor

大额
小额



重点词

yìnɡ duì

应对
Cope with

mó nǐ

模拟
Simulation

huái yí

怀疑
Doubt

tuǒ xié

妥协
compromise

作出妥协



常用对话
企业需要融资，在和投资人讨论投资计划之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陈经理：下个月就要和投资人讨论融资计划了。

李明超：是啊，这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陈经理：您有什么建议吗？

李明超：我建议你们做好四点准备。第一，准备应对各种提问。可以

            请一些专业的顾问来模拟提问过程，让自己想得更全面，回

            答得更好。

公司运营

Xià ɡe yuè jiù yào hé tóu zī rén tǎo lùn rónɡ zī jì huà le

Shì ā ， zhè duì wǒ men ɡōnɡ sī fēi chánɡ zhònɡ yào

Nín yǒu shén me jiàn yì mɑ?

Wǒ jiàn yì nǐ men zuò hǎo sì diǎn zhǔn bèi 。      Dì yī ， zhǔn bèi yìnɡ duì ɡè zhǒnɡ tí wèn 。   Kě yǐ

qǐnɡ yì xiē zhuān yè de ɡù wèn lái mó nǐ tí wèn ɡuò chénɡ ， rànɡ zì jǐ xiǎnɡ de ɡènɡ quán miàn ， huí

dá de ɡènɡ hǎo 



常用对话
李明超：第二，准备应对检查。投资人会对你的投资管理能力表示怀

             疑，这样的怀疑很正常，也是他们对企业进行检验的一部分。

陈经理：好的，我明白。

李明超：第三，准备放弃部分业务。有时候，放弃 一部分业务才能让

             投资目标能够实现。

李明超：最后，准备作出妥协。从一开始，你们就应该知道，自己的目

            标和投资人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在讨论之前要想好：

             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你们自己能作出多大的妥协。

陈经理：谢谢，我们一定会好好准备。

Dì èr ， zhǔn bèi yìnɡ duì jiǎn chá 。 Tóu zī rén huì duì nǐ de tóu zī ɡuǎn lǐ nénɡ lì biǎo shì huái

yí ， zhè yànɡ de huái yí hěn zhènɡ chánɡ ， yě shì tā men duì qǐ yè jìn xínɡ jiǎn yàn de yí bù fen

Hǎo de ， wǒ mínɡ bɑi

Dì sān ， zhǔn bèi fànɡ qì bù fen yè wù 。 Yǒu shí hou ， fànɡ qì  yí bù fen yè wù cái nénɡ rànɡ

tóu zī mù biāo nénɡ ɡòu shí xiàn

Zuì hòu ， zhǔn bèi zuò chū tuǒ xié 。 Cónɡ yì kāi shǐ ， nǐ men jiù yīnɡ ɡāi zhī dào ， zì jǐ de mù

biāo hé tóu zī rén de mù biāo bù kě nénɡ wán quán yí yànɡ 。 Suó yǐ ， zài tǎo lùn zhī qián yào xiǎnɡ hǎo

wèi le mǎn zú    tóu zī   rén de yāo qiú ，    nǐ men     zì jǐ nénɡ zuò chū duō dà de  tuǒ xié

Xiè xie ， wǒ men yí dìnɡ huì hǎo hǎo zhǔn bèi



回答问题

可视电话

1、陈经理最近在准备什么?

2、李明超建议怎么准备提问？

3、为什么要放弃部分业务？

4、第四点准备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简述

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这个对话：

可视电话

 

李明超：下个月公司……，我给陈经理提出……。

首先，准备应对……，可以……，让自己……。

第二，准备应对……，投资人会……。

第三，准备放弃……，因为有时候，……。

最后，准备作出……。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知道，……。所以，在讨论之

前要想好，……。



重点句型：Key sentence pattern

为了……，S. ……
In order to ……, S. ……

wèi le

1.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会作出妥协。

2.为了给产品定价，我们要提前调查市场。



看图造句：Make sentences with”为了…… ” according to each picture.



延伸拓展  融资手段

融资租赁 银行承兑汇票 不动产抵押

提供担保股权转让

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互联网金融平台

rónɡ zī zū lìn                               yín hánɡ chénɡ duì huì piào          bú dònɡ chǎn dǐ yā

Finance lease                              Bank acceptance draft                  Mortgage of real estate
 

ɡǔ quán zhuǎn rànɡ                                                 tí ɡōnɡ dān bǎo 

Equity transfer                                                          Provide guarantee

ɡuó jì shì chǎnɡ kāi tuò zī jīn                                      hù lián wǎnɡ jīn rónɡ pínɡ tái

International market development funds                    Internet financial platform



温故知新

词语 融资 经营 规模 业务 周期 预测 

监控 应对 模拟 怀疑 妥协

句子 要想好：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你们

自己能作出多大的妥协。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