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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鲁衡军，重庆大学 97 年本科毕业(材料专业)，工作 10 年，行业从材料到机
械，从机械到 IT，从 IT 到金融。
联系方法： lhjzy@sina.com http://petercn.51.net
声明：欢迎转载本文，但转载请务必全文转载，请不要擅自修改或增删部分内容，否
则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应许多网友的热情要求，把自己在 ＣＩＩＡ（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复习考试中的一些情况，
包括个人心得和体会写一下，或许对大伙能有所帮助，因时间仓促，拙笔成文，总结不好之
处还请多包涵。
序语：本文是《证券从业资格复习考试总结》的后续篇，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考完 ５ 科证券从业
资格考试，即着手准备 ＣＩＩＡ 的考试。我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开始看书，到 ３ 月 ８ 日通过卷一
考试（其中 ２００８ 春节耽搁几日），下半年从 ５ 月底到 ９ 月 ２０ 日通过卷二（期间奥运会耽搁 ２
周），都是一次性考试通过。整个复习准备时间大约为卷一不到 ２ 个月，卷二不到 ３ 个半月。
每周基本上有 ２０ 多个小时看考试指定书和相关书籍，全力备考。
卷一考试成绩：９８ 分 （总分 １６４．２１，通过分 ８２）
卷二考试成绩：９４ 分 （总分 １５６．８８，通过分 ７９）

相当于百分制 ５９．７％
相当于百分制 ５９．９％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实际上关于复习方法，每位朋友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对别人的总结可以进
行参照，但一味全盘照抄恐更事倍功半，谨记。希望大家都能顺利通过这个考试，愿共勉！

一、ＣＩＩＡ（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考试总体评析
总体来说，“ＣＩＩＡ 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水平性质的考试”是我对 ＣＩＩＡ 考试的总体评价。
首先从通过分数上讲，做对一半就算过，这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考试中的确是不多见的，
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考试的的确确是有一定难度。每次考完从 ＣＩＩＡ 考场出来，我自
言自语的第一话就是“有难度”。每次的考试题目均不能顺利完成所有题目，总会有一些新
的知识点或考点是你所不熟悉、不熟知的，而恰恰就这几个点基本就可能卡死了一道大题的
整个解答求解。按照天相培训老师说的 ＣＩＩＡ 考试难度应该在金融硕士水平左右（从天相网站
下载的免费 ｍｐ３ 录音，这些录音是 ０６ 年 ３ 月国内第一次考试过后，天相公司宣传推广会上
的录音，其中汤云飞老师关于 ＣＩＩＡ 考试介绍的录音可以听一下）。我认为，如果没专门复习
过，就是金融硕士、博士直接拉过来做题，也基本上是得个大鸭蛋，如果数理和金融工程较
强的本科生用心复习也定能考过。况且任何难度都是相对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当您通过考试后，也会觉得不过如此。有网友曾经发帖比较过 ＣＩＩＡ 与 ＣＦＡ 的方方面面，曾
提到财务报表部分 ＣＩＩＡ 没 ＣＦＡ 细和难，衍生品和投资组合二者难度相当甚至超过，我没怎
么做过 ＣＦＡ 三级试题，但我认为 ＣＩＩＡ 在衍生品和投资组合试题方面是颇有些难度的。
对于 ＣＩＩＡ 这种类型的考试，国内的考生多数不适应，通过率也不如国外考生。其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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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国内的其它金融经济类的考试多是一些填空、选择、判断之类的客观题，正如同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那种，所以从题型就限制了考点较单一，加上国内金融经济类学生多是按
文科大类培养，学生时代学的多是理论图表＋文字叙述，泛泛而谈没问题，一个个都是专家，
但一旦涉及精确定量计算，文科大类学生的计算能力差的弊病暴露无遗（除非一些金融工程
或数理专业的）。但恰恰 ＣＩＩＡ 这种考试考的就是综合案例大题，涉及考点多、和实际联系多，
而且大多数都必须计算解答得分（个人估计，需计算解答得分的比例基本占比 ７０％以上）。
另外关于考试的通过率，我们能从每次公布的官方公告中得知，基本国内的卷一和卷二
都在 ３０－４０％上下的样子。咋一看好像比注会 ＣＰＡ、司法考试的通过率高的多，其实这是不具
有可比性的。因为报名费用很高，所以参加 ＣＩＩＡ 考试的考生基本都是仔细复习准备了的，
基本没有缺考的；而 ＣＰＡ 和司法考试报名费用低，缺考率是相当高的。我有一个朋友去考
ＣＰＡ，考场 ３０ 个位子，结果只去了 ３ 个人参加考试，两个老师陪着 ３ 个学生，而他也只是睡
了一觉就回来了。所以不能笼统比较一下，就说 ＣＩＩＡ 通过率高，如果把 ＣＩＩＡ 考试费降到
１００ 元，绝对报考人数过万，通过率也会很低。
关于 ＣＩＩＡ 和 ＣＦＡ 的比较，以及 ＣＩＩＡ 的认可度等问题，本文不作评述，因为笔者目前
没参加过 ＣＦＡ 考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就不妄加判断。诸位可以参考其他网友写的
ＣＩＩＡ 和 ＣＦＡ 的比较的帖子（对比和总结的还不错）和其它一些帖子（网上都能搜到），自己做
出判断，谢谢！

二、ＣＩＩＡ（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考试复习
１、复习时间。
首先这个问题要因人而定，如果你的基础比较扎实，可能需要复习时间会相对较少。天
相公司的辅导老师讲的（同上，从天相网站下的免费 ｍｐ３ 录音）整个复习时间至少 ２４０ 小时，
按每天 ４ 小时计，需 ６０ 天整即 ２ 个月，但我想依照大多数人的水平，６０ 天搞定两卷还是有
相当难度的，因为我们复习目标是必须通过，也不想蒙，而且这种考试蒙也是蒙不过去的。
卷一整体评价是“面广”。卷一主要含经济学、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公司理财和股票
部分。财务会计部分占比较大（４０％以上），公司理财也主要与财会相关，股票也主要是从财
务报表中出题，如果你财务会计知识扎实，或已经通过了 ＣＰＡ，那么恭喜你，卷一基本上搞
定了。只要把股票的一部分定价和经济学 ＩＳ—ＬＭ 仔细复习就可以了，这样可能还不需要 １
个月。一般说来，如果没什么扎实基础知识的话，我想至少 ２ 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还是要的。
卷二整体评价是“点深”。卷二主要是债券、期货、期权和投资组合，我认为整体难度
要比卷一大些，卷二部分公式实在太多，计算量也大，知识点也是很多的。但卷二部分基本
都是投资学的核心知识。如果你《投资学》学的好，可能会省不少气力，如果你连 Ｂ－Ｓ 定价
公式都没听说过，那么需要恶补的知识还是比较多的。一般而言，我认为对底子比较薄的朋
友来说卷二的复习至少应在 ３ 个月左右。
是否一次报考两卷，还是一卷一卷的考，完全依个人的基础和复习情况。如果分开考，
建议还是先卷一，后卷二，尽管两卷在知识点上并没什么紧密联系。但从学科体系上讲这样
的顺序是合理的，这种从易到难的过程，还是比较适合人类对抽象理论的认知理解过程。
２、指定教材复习和参考其它书。
“体系还不错，知识超浓缩，翻译实在烂，印刷错误多”是我对这套教材整体评价。就
这套指定教材总体上讲，书本的印刷纸张质量相当好，知识体系还是完善的，知识点也还是
挺多的，甚至有一些知识点在其它市面上见到的书里不常见，或根本就找不到，而且还可能

作者：鲁衡军，河北冀州
联系方式：lhjzy@sina.com

第2页
http://petercn.51.net

考试复习总结系列

CIIA 复习考试总结

很难理解（见下文说明）。这套教材知识浓缩的比较厉害，需要精读，有很多的地方并没有展
开讲，所以有时理解起来颇有些费力，因而需要参考其它相关书籍，当然有的地方就废话太
多。我没能找到原版的英文书，不知其原汁原味如何，反正翻译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可能
当初 ０５ 年急于 ０６ 年推出考试，很多翻译地方语句都不通顺。而且做校正的也没把好关，译
误、印刷错误比比皆是。即使是时间的确紧张，但天相公司对教材如此之不负责也可能是基
于其垄断地位所造成。我们更无从考证是那些学者是否亲自翻译的还是找个学生随便翻译了
一下，如果天相一定强调是那些学者亲自翻译的，我们不得不对这些所谓学者做学问的态度
表示遗憾。
特此指出，
《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一册的很多会计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了，这几年
年国际会计准则变动相当大，所以最好参照注册会计师的最新版来学习（国内已经向国际靠
拢，欧洲向美国靠拢，不用担心国内外会计准则的不同之处），因为当初这套书是瑞士财务
分析师委员会于 ２００２ 年的版本，估计也可能快出新的版本了。其它几册教材倒是没什么时
效的问题。
前边说过光看指定书的确有时知识不全面，这时应该参考一些相关书籍，如果在大学
图书馆就比较好，可随时参阅相关较为专业的书籍。
３、每册书复习注意事项
由于卷一部分考试过去半年了，忘了不少，所以总结上不如卷二详细些，但这并不说
明卷一简单或卷一知识点少。常见的考点散见于每次的考题当中，各位可以自己总结，不再
赘述。另我发现每次考试总会考出一些新花样，比如可能是从来没考过的考点，也可能考的
很灵活，不像从前见过的样子，这对考生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因而建议在全面精读教材的
基础上，通过做题总结，提高对各知识点的深度认识。下文的总结限于篇幅，无法长篇大论
（除非像开辅导班那样，耗相当时间精力写出一套完整的复习教义，而现在只是浅谈辄止），
所以很多知识点没谈到，但并不妨碍这些考点的重要性。
１、《经济学》
这里考的经济学部分是我们传统称谓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部分，其级别应该在
中级，因为我也看过一些高级的宏观经济学的书，基本上求导、积分、差分、最优化过程等
等都是家常便饭，而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只不过是要求有一些定量计算，要求对 ＩＳ—ＬＭ 模
型能够比较熟练的应用。ＧＤＰ 和 ＧＮＰ 一些经济变量的分解，通货膨胀，费雪平价公式，ＩＳ
和 ＬＭ 模型推导，总需求曲线的推导。其中从工资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总供给曲线
在其它教科书上比较少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曲线的影响。经济增长，国际收支体系，
汇率是一大重点，尤其是汇率的几大理论，ＰＰＰ，利率平价公式，汇率决定论比较复杂，不
好出考题，开放体系中的 ＩＳ—ＬＭ，马歇尔－勒纳条件，货币政策等。
２、《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这是卷一的核心和重点，因为几乎所有题目（除了经济学）都可以从财务报表中引
申出来。自己以前较欠缺财务会计知识，加大了这部分学习比重，但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考题还是
超出了我的心里防线，此次考试加大了会计报表比例，第 ４ 题和第 ５ 题都是财务报表和财务
会计的，我除了开始的一两小问做出来了，其它基本上都不会做，考场上也没时间慢慢来研
究，坚固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因为财务会计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科体系，短时间
内能完全搞透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出题完全可以出的非常灵活，根本无法准备，每次试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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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没见过的会计准则，现炒现卖的解决题目中的问题。教材中的某些部
分知识也过时了，如合并财务报表部分，记得我曾因为某个题目到处求教一些考 ＣＰＡ 的朋友，
他们都说，这题目的会计处理规则都变了，完全按照答案提供的解答他们也想不通。
一些常见的考点：完工百分比，成本流转变动（ＬＩＦＯ、ＦＩＦＯ、ＷＡＣＣ），固定资产重
估引起的变动，混合债券引发的权益变动，租赁中的会计处理，递延税的计算，股票回购的
处理，兼并收购中商誉的计算，合并报表（规则已变，不再是比例法、完全法、权益法），外
币折算的两种方法，会计政策调整对损益表和负债表的影响，ＥＰＳ 或摊薄计算，ＲＯＡ、ＲＯＥ、
ＲＯＥＢＴ，盈亏平衡分析，营运周期运作图等等。
３、《公司理财及股票估值与分析》
本册分了两部分，公司财务和股票。公司财务部分很多书也叫公司理财，主要涉
及现金流折现，计算 ＩＲＲ，资本结构和股息政策。而股票部分主要是未来自由现金流的计算
和股票估值的几个公式，或许是比较熟悉的缘故，我认为股票部分比较简单。常见的考点有：
投资预算（投资回收期、净现值 ＮＰＶ、内部收益率 ＩＲＲ），贴现现金流（ＮＩＮＶ、ＮＯＣＦ，ＴＣＦ），资
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债权资本成本，ＷＡＣＣ），项目评估与选择（互斥型和多选型），净营运
资本，现金余额，经营周期。ＭＭ 理论命题是个主要考点，破产模型，代理成本，股息不相
关定理，委托效应，信号效应，国外项目 ＷＡＣＣ 的计算，租赁净现值的计算。
股票部分一开始的选董事所需最低股份数的公式就不易理解，找了很多书也没找
到一本有如此公式的，我也是思考甚久才想通了的，具体如何解释见另外文章。股票部分几
个估值模型需复习好，主要就是自由现金流模型折现，注意其中 ＥＰＳ，Ｋ，ｇ，ｒ 等一些参数的
意义，尤其是 ｒ，代表再投资收益率，也即留存收益回报率，ｇ 可持续增长率，等等都须从
一些题目中好好体会总结。
４、《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
本册主要就是债券，看上去好像书不厚，内容也不算多，应该不算难，我复习的
也蛮好，考前也自信满满，觉得固定收益这道大题应该十拿九稳的，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考试，
第一题计算浮动利率债券的久期，上来就懵了，搞了半个钟头，总觉得拿不准，况且如果这
个久期计算错了，后边几小问基本都错了，于是，一咬牙，崩溃了，整个大题放弃了。可见
任何看上去容易的地方，也都可能出极难的题目。所以复习还是应该更全面、更深入些。
本册的重点在第 ２ 章和第 ８ 章，但别看其它章节小，有的就是一页纸，但也经常
考来考去。举一例，如 ７８ 页的知识点，某债券含有某种选择权，还有期权调整利差都是常
考的知识点。而且要能举一反三，这种债券可能是可赎回，也可能是可返售，也可能是其它
权利，如果某种因素波动大了或小了都会引起这部分权利价值的波动，从而债券的总价值波
动。这些都要能轻车熟路的做出来。一些常见的考点如即期利率、远期利率、到期收益率、
持有期收益率（上边几个经常计算填表），久期，凸性，合成结构产品，利率期限说，债券估
值，认股权证，可转债，可返售，可赎回，债券组合的积极管理和消极管理，变动组合久期，
计算特定组合久期比例，免疫，哑铃组合和子弹组合，利率期货，都应能熟练掌握。

５、《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
衍生品一册主要包括期货、期权和互换。其中的期权部分是个难点，尤其结合投
资组合知识后。期货部分的长期利率期货也是个重点（０８ 年 ９ 月考了）。如果仅仅是期货和
期权单独考题，相信倒也难不倒大家。只是这部分往往融合了其它的知识体现在具体的案例
里面，所以未必就能很轻松的做出来。互换在 ０８ 年 ３ 月已经作为大题考过了，短时间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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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可能性不大。期货部分：理论定价，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商品期货；期货套期保值策
略，套保期货合约数目，都是常考的。期权部分：利用几种期权进行组合（买入期权、卖出
期权）（多头、空头），期权平价公式，定价不合理时如何套利，Ｂ－Ｓ 定价模型和二叉树定价，
期权的几个敏感性系数，德尔塔，伽马，西塔，柔，维伽等，波动率问题，奇异期权，期权
合成等都是常考知识点，有的甚至年年考，次次考。第四章没怎么出过题目。
６、《投资组合管理》
投资组合一册书最厚，知识点也最多，因为它也是前边所学各种具体投资工具的混
合应用。第一章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ＭＴＰ，在很多投资学的教科书上都有。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大家可能对以前学过的零碎的、模糊的投资组合理论有了较以前更系统的、更完善的的认识，
比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指数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 ＡＰＴ，我从前看到后两个模型就困惑，不
只他们到底干什么用，很多教材只对其作了介绍，但如何应用多数没有涉及，看了指定教材
后，算是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常考知识点：持有期收益率，市场有效性问题，投资组合
的收益与风险计算（每次必考），三大定价模型，方差的分解，阿尔法法判断股票定价等等。
另一大部分就是 １６８ 页至 ２０５ 页的衍生产品在投资组合管理中的应用， 这部分要
字字精读，反复思考琢磨，做完题后回过头来再看。每次考试这里的部分都是重头戏，占分
比重较大，一些知识点也是次次必考。常考知识点：期权策略，静态投资组合保险，动态投
资组合保险，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 ＣＰＰＩ（０７ 年 ９ 月第二大题），期货套期，股指期货，套
期不完美的分解，外汇期货，利率期货，投资组合贝塔调整、久期调整，期货进行资产配置
等等。
第三大块就是第五章，绩效度量与评价，基本每次都会出题目的，尽管可能份量不
大，但绝对有分。三种收益的计算（ＩＲＲ、ＴＷＲ、ＭＷＲ），风险调整的四个指标，指数基准（这次
０８ 年 ９ 月就考了道琼斯指数），货币归因分析（０７ 年 ３ 月第二题）都是常考的。
还有其它的部分，如投资理财分析（０７ 年 ３ 月第 ３ 题），战略、战术资产配置，股
票组合管理中的积极管理和消极管理（０７ 年 ９ 月第 ２ 题 ｄ），房地产组合，另类投资（０６ 年 ９
月第 ４ 题 ｅ），新兴市场（０８ 年 ３ 月第 ４ 题）都是可能的考点。
４、试题及历年试题分析。
考 ＣＩＩＡ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相关的模拟试题，除了书上印的一些往年真题，和注册后在
网上提供的 ０６ 年以来的真题。我搜遍了网上，也找不到相关 ＣＩＩＡ 模拟题之类的资料。反观
ＣＦＡ 考题，一搜一大把，ＣＦＡ 模拟题也到处都是，奇怪的是 ＣＩＩＡ 就是没有。我想这主要是一
方面 ＣＩＩＡ 刚刚开始推广，另一方面，天相公司的垄断是根本原因。天相公司在其网站上提
供模拟试题，但要钱，而且价格不菲（好像说每次使用时还只能在一台电脑上装，而且每次
用都得联网验证，我没银子，所以也没买过，后来在一些 ＣＩＩＡ 群里，有考友说淘宝网上有
卖的，是真是假，我也无从辨别，因为我没买过）。究其原因，独家垄断，其它公司插不进
来，且因考的人少，其它公司也不想搞这一块，因此 ＣＩＩＡ 在中国的推广不力是和天相的垄
断是直接关联的。因此网上也就见不到 ＣＩＩＡ 相关模拟试题。看看 ＣＦＡ，有好几家做指定培
训的，互相竞争拉客，所以到处是免费试题和免费模拟题。
既然只有历年真题，那么只好从这里下手了。以我的经验，如果仅仅看过一遍书，然后
就做书后的题目或真题，基本上是一道也做不出来，因为教材讲的都很浅或很简单，但每个
考题都是很深入的，因而以表层的记忆性知识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计算推理分析类型的题
目。建议对往年真题都仔细细细做上两遍以上，就像考试那样正规。而且每次做完题，对完
答案后都要思索为什么自己没做对，问题出在哪，是自己没复习到这个知识点，还是教材浅
了没像考题出得这么深，还是自己对某句话的理解错误致使整题崩溃，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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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才会有所提高。
５、教材勘误
这部分内容较多，以下是部分样例，完整部分，请见附件 ｐｄｆ 文档或到我的个人网站
下载（ｈｔｔｐ：／／ｐｅｔｅｒｃｎ．５１．ｎｅ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ｈｔｍ），也可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鲁衡
军”查找。
《经济学》
１、Ｐ２，中间行，“即个人购买的消费者商品和服务…”，
应更正为：“即个人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
２、Ｐ１３，中间行，“所以使用经济的同时要保持审慎性和判断力”，
应更正为：“所以使用经济模型的同时要保持审慎性和判断力”
３、Ｐ１６，倒数第 ４、５ 行，正确表述为：
“如果政府支出与税收的差额为正，称为预算赤字（ＢＤ）。
如果两者的差额为负，称为预算盈余（－ＢＤ）”。
４、Ｐ２７，第 ５ 行，ｉ 在此行为小写，这里出来一个大写。
“如果我们把 ＩＳ 表示为 ｉ 的函数，ｒ 的提高将被解释…”
更正为：“如果我们把 ＩＳ 表示为 ｉ 的函数，ｒ 的降低将被解释…”
．．．．．．．．．．．
．．．．．．．．．．．
．．．．．．．．．．．
３１、Ｐ１５６，中间行，“流人”
更正为“流入”
３２、Ｐ１５８，第 ２ 行，“由于消费者不能不化运输成本…”，
更正为：“由于消费者不能不花运输成本…”
３３、Ｐ１６９，最上边的图形，图中 Ｃ 和 Ｅ 位置反了，横坐标的 Ｙ’’和 Ｙ’’’位置反了。
《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１、Ｐ２３，中间行，“所以那些非现金交易往往只能被认为是合法的”，
应更正为：“所以那些非现金交易往往只能被认为是非法的”
“现金交易中都包括了那些项目”，
更正为：“现金交易中都包括了哪些项目”
２、Ｐ２８，第 １ 行，“库存的辩护”，
更正为：“库存的变化”
３、Ｐ３７，中间行，“负债方或资产放将有另一笔分录列入”，
更正：“负债方或资产方将有另一笔分录列入”
．．．．．．．．．．．
．．．．．．．．．．．
．．．．．．．．．．．
４３、Ｐ２１１，２００３ 年 ３ 月问题 ２，此题的 ａ３），计算②值得仔细推敲，我认为有多处不正确。
４４、Ｐ２１２，第 ６ 行，“净利润＋不数股东权誉”，
更正为：“净利润＋少数股东权益”
《公司财务及股票估值与分析》
１、Ｐ１５，味之素 １９９９ 年损益表，“利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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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为：“利息费用 －１８４”
２、 Ｐ１８，上边表格最后一个数字“４２７，７５０”，
更正为：“４２７，８２０”
．．．．．．．．．．．
．．．．．．．．．．．
．．．．．．．．．．．
６２、Ｐ２８０，中间行，“２００２ 年初的市场价格为 ２４．６ 美元”，
更正为：“２００２ 年初的市场价格为 ２４．３ 美元”
６３、Ｐ２８１，倒数第 ３ 行，“因为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将从这些债务重分担损失”，
更正为：“因为收购公司的股东将从这些债务中分担损失”
《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
１、Ｐ２，倒数第二行，“…某存续期为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８％票面利率…”
更正：“…某存续期为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８．５％票面利率…”
２、Ｐ３，中间行，“ｍ 和 ｄ 分别表示至下一付息日的月数和天数”
更正：“ｍ 和 ｄ 分别表示至上一付息日的月数和天数”
．．．．．．．．．．．
．．．．．．．．．．．
．．．．．．．．．．．
４７、Ｐ２１０，中间行，“其市场价格等于 ９，４０８，修正久期是 １．９。”
更正为：“其市场价格等于 ９，４０８，修正久期是 １．９４。”
４８、Ｐ２１０，“９，４２８—４，７２８＝４，６８０”改正为“９，４０８—４，７２８＝４，６８０”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
１、Ｐ５，中间部分，表格最底下的净收益一行，全错了位，向左错了一列。因为期货价格一
列净收益应该是空的。
２、Ｐ５，倒数第 ５ 行，“保证金帐户降为 ３４０ 美元”，应更正为“保证金帐户降了 １３４０ 美元”
３、Ｐ８，倒数第 ７ 行，“期货价格可能不同与远期价格”，应更正为“期货价格可能不同于远
期价格”
．．．．．．．．．．．
．．．．．．．．．．．
．．．．．．．．．．．
６４ 、 Ｐ２０１ ， 中 间 行 的 计 算 公 式 ，“ ＝０．０５６４＊０．４７６１／８．７＝１７．５％ ” 应 更 正 为
“＝０．０５＊６４＊０．４７６１／８．７＝１７．５％”
６５、Ｐ２０８，中间行，“三种证券的价格分别为 Ａ＝９６．１１，Ｂ＝９４．４５ 和 Ｃ＝９２．５９”，
应更正为：“三种证券的价格分别为 Ａ＝９５．８， Ｂ＝９６．０６ 和 Ｃ＝９２．１２”
《投资组合管理》
１、Ｐ１０，第 ２ 行和第 ３ 行的推导式子有问题，因不方便显示，这里就不输入了，
第 ２ 行的＋和—符号弄错了，第 ３ 行的 Ｐ０，却写成了 Ｐ１。
第 ４ 行，“将例子中的数字带入”应更正为：“将例子中的数字代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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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Ｐ４３９，表格的列表头，
“市场选择证券”
“选择”，把前边一列的“证券”挪到后边一列
去。
１０２、Ｐ４４０，第 ５ 行，“有许多市场现在还是有效的”更正为“有许多市场现在还是无效的”
再次说明，完整部分，请见附件 ｐｄｆ 文档“ＣＩＩＡ 教材勘误．ｐｄｆ”。
６、ＣＩＩＡ 复习专题讲解
我在复习过程中，在教材上遇到过一些疑问或是难点，还发现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就能
理解的，得思考多时甚至数日，当时也无人予以解答或与我讨论，只得终日苦苦自我求索，
相信大伙在复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过同我一样的困惑，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不妨把这几
个问题都仔细的做一下解释。当初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推导过程我都写在了我教材上的空白
处，但鉴于这些问题的表述需要用一些特殊格式，如 ＭａｔｈＴｙｐｅ 之类的插件，有的在文本文
件中不便描述，特此已另外撰文 ｗｏｒｄ 文档进行讲解。下边仅把我认为需要思考的点罗列一
下，详细的解释（股票投票权公式推导已经给出）请见附件 ｐｄｆ 文档，特此说明这些点可能并
不是考试的重点或根本不是考点，但为能全面深入理解教材，进行一下深度思索还是有必要
的。
这些专题多是关于卷二的，并非卷一的困惑少，而是卷一今年 ３ 月份考过后已经过了
半年多了，对其中一些知识点当时有很多的思考，如今懒得再去回忆了，尽管有些在书上的
空白处做了很多标注。所以这些讲解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您的深度思考。完整专题
讲 解 部 分 ， 请 见 附 件 ｐｄｆ 文 档 “ ＣＩＩＡ 专 题 详 解 ．ｐｄｆ ”， 或 到 我 的 个 人 网 站 下 载
（ｈｔｔｐ：／／ｐｅｔｅｒｃｎ．５１．ｎｅ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ｈｔｍ），也可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鲁衡军”
查找。
１、关于汇率的标法
直接法和间接法在本套教材中引用的十分混乱，尤其在现货、期货等衍生品种用的
不同，如何区分它们，详见后续文章的解释。
２、本币、外币，基本货币，参考货币的翻译问题。
在翻译上，上边几个概念也非常之混乱，搞不清到底应该是什么，我将对他们进行
解释。
３、股票投票权公式推导
关于《公司财务及股票估值与分析》Ｐ１９３ 的投票权股份数公式，很多人想不通，
我将特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假设某公司共发行 １００ 股股票，有 ４ 个董事席位，那么就总共有投票权 ４００ 份。按
照累积制，小股东可以把投票权集中起来去争一个董事，而不管另外 ３ 个。
假设所有小股东有 ｘ 份股票，累计使用，又 ４ｘ 份投票权，大股东则有 ４（１－ｘ）份投
票权。
大股东必须把自己的投票权均匀的用在 ４ 个席位上，否则如果用的不平均的话，那
么投票权少的那个董事席位就很可能会被小股东超过，从而失去对那个席位的控制权。因此，
大股东必须对每个席位平均使用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即每个席位投票权 ４（１－ｘ）／４。
至此，小股东们要至少保住一个席位，须
４ｘ ＞ ４（１－ｘ）／４ 即有 ５ｘ ＞１００ 从而 ｘ ＞２０
所以 ｘ ＝２１ 股。这也是通过书上公式所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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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把上边的求解过程中的数字用书上相应的字母表示，就可推得书上的公
式。
Ｓｍｉｎ 表示选举董事所需最低股份数（即例子中的 ｘ）；
Ｔ 表示出席股份总数（即例子中的发行股份数 １００）
Ｎ 表示董事会席位数（即例子中的 ４）
ＮＳｍｉｎ＞ Ｎ（Ｔ － Ｓｍｉｎ） ／ Ｎ
即 Ｓｍｉｎ ＞ Ｔ／Ｎ＋１
即 Ｓｍｉｎ ＝［ Ｔ／Ｎ＋１］ ＋１
同样可推理 Ｐ１９４ 的确定股份数的前提下，可成功选举出的董事人数。
若有 Ｓ 股，则能选出 Ｓ／｛［Ｔ／Ｎ＋１］＋１｝，去掉分母为求等号多余 １ 股，分子应为 Ｓ－１，
因此可选出为［Ｓ－１］／｛Ｔ／［Ｎ＋１］｝，即 ｎ ＝ （Ｓ－１）（Ｎ＋１）／Ｔ
４、转换因子公式推导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Ｐ１２ 的转换因子有误，我将解释正确的公式以及每部分的
含义。
５、付息后债券久期增加原因分析。
《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Ｐ６１，久期付息后的增加在教材上的解释似乎有些问
题，我将仔细解释原因为何。
６、连续收益率可加问题
《投资组合管理》Ｐ２３，Ｐ２７３，Ｐ２７４，文中多处提到收益率可加性的好处，自己一
开始就是没理解，后来才明白好处为何。
７、期货套期不完美分解详解
《投资组合管理》Ｐ１９４ 的例题对不完美套期进行了举例，Ｐ４１３ 也有一个类似题目
对套期不完美进行分解，但该题干中条件（Ｐ３８０）后一个时期的 ＤＡＸ 指数和 ＤＡＸ 期货都是
５，６３５，为什么会如此巧合，假如我更改一下条件，假定这时现货是 ５，６３５，期货价格是 ５，６４０，
你还能进行不完美套期分解么？如你的分解结果精确无误，那么就不用看我的分解了，如果
搞不定，请看我的求解过程。
８、基差变动对多头或空头套保者影响的讨论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Ｐ７７，中间行“因此，多头的套期保值者担心基差下降，
而空头的套期保值者担心基差上升”。我认为这段话值得思考，这里教材按照基差定义为
Ｆ－Ｓ，有些书是 Ｓ－Ｆ，还有基差是有正负号的量还是没有正负号的量，请见解释。

三、考场注意事项及其它。
１、考场环境。
因为报考总人数不是很多，不用安排很多的考场，北京和上海那边的考场我不清楚，
但在深圳的 ０８ 年这两次考试都是在广播电视大学的 Ａ２０２（地王大厦北边）。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上午的考试还算正常，但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的考试就比较糟糕，隔壁的教室在考试的时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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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老师的麦克风声音还挺大，上课下课学生闹哄哄的，多多少少对考试有影响，建议证
券业协会找教室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安排隔壁教室上课什么的。
２、考试必须品配齐
计算器、准考证、身份证、修正液、黑／蓝笔，笔要多带 ２ 只，把他们都放到一个透
明的袋子里去（有卖的考试袋），既表明没带作弊东西，又省了不少事。可带小毛巾或手帕能
吸汗，缓解紧张心情，如遇到监考只给一张草稿纸的情况下还可以将小手帕垫在试卷上，以
免弄湿试卷，写出来的字散一大片，影响卷面。考场上发草稿纸，先给一张，多要也会给的，
不过是电大的稿纸，质量一般。自己准备计算器，最好用指定的或是天相公司提供的那种
ＨＰ１２ｃ 的，因为它可以用于计算内部收益率和现金流的净现值或债券的定价，比较方便，其
他牌子的计算器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只是若没现金流折现功能一项的话，计算内部收益率等
比较繁琐而已。现在戴手表的人少了，因为都有手机，没有手表也没关系，考场到时会带一
个钟表放到讲台（３ 月考试）或把前边电视打开显示一个钟表的时间（９ 月考试）。考试共发 ３
个小册子，试题册、答题册，公式手册。
３、做题顺序
因为考试试题题目就是 ４－５ 道大题，所以没什么顺序好选，能做的基本上都得做。
四道大题并没有难易顺序之分，难度可能是随机的，可能最后一道大题比较容易，也可能第
一道大题容易，这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层次体系和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我们只是
说如果万一第一道大题都下不了手，也别慌，后边几道大题可能有容易的，因此也不能懵了，
把大把时间都耗在这一道大题上，如果耗了 ２０ 分钟这个小问仍旧没头绪，且后边的几小问
没这一步的话无法做下去，基本可以暂先舍弃这道大题了。这种做对一半就通过的考试，不
求你把每道大题都完美的做了，舍弃一两道大题仍可能通过，况且舍弃的这道大题也不是一
点都不会做，起码能做出 １－２ 问的。先把后边会做的做了，能拿到的分，一分也不能丢（０８
年 ３ 月会计题目我基本上放弃了，因为后边的没时间仔细推敲来做了，也不太会，但开始小
问是求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这肯定会，坚决拿下），问答类型的题目，多多少少要写上几
笔。具体到每道大题中，出题的难度顺序基本上是从易到难的，即开始的 １－２ 小问，多多少
少会做，可能会在中间某一问上卡壳。这就需要在考场上灵活机动处理，不能碰到难题死磕。
舍得舍得，有舍才会有得。
４、网上考试资源
令人遗憾的是网上关于 ＣＩＩＡ 考试的论坛或资料什么的都很少。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
站提供了一些官方的 ＣＩＩＡ 基本介绍（也有 ２－３ 年光景没更新过了）、通过的光荣榜之类的东
西，网上其它论坛之类所说的 ＣＩＩＡ 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转载的。协会的报名网站只是一个报
名入口，注册后能得到 ０６ 年 ３ 月以来的历次考题，除了报名、交钱、打印准考证外也无它
用。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ｉｉａ．ｃｏｍ 是证券业协会授权天相公司做的网站，由于天相独家垄断，协会也
推广不力，网站里面有个论坛，比较冷清，没什么人气，网站上也没什么免费资源，除了给
天相打广告就还是打广告，说是提供各种培训、考试资料、计算器之类。计算器价格尚算公
道，而其它培训费、讲义之类都费用高昂，按其广告中说的一门培训费 ３５００ 元，６ 门就是
２１０００ 元，我等布衣，皆不可得，敬而远之，低头苦读。英文的国际分析师协会网站也没提
供什么有用的东西，不过是一两个月出版一份 ＰＤＦ 的文件，介绍下最近动态。其它的国内网
站很多论坛都没有单独的 ＣＩＩＡ 版，而 ＣＦＡ、证券从业资格、ＣＰＡ 专版多如牛毛，仅有的几个
公司办的论坛专版还都是冷冷清清，罕见人迹，版主多都像祥林嫂般的自言自语，自弹自唱，
无人捧场。可见，ＣＩＩＡ 的认可度还很成问题，ＣＩＩＡ 的推广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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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信心和毅力
对于任何有难度的任务或目标，我们都要立定雄心壮志，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来鼓舞自己。通过合理科学的安排复习时间，保持高效的复习效率，
找到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排除杂念，踏实复习；从战略上，我们藐视任何考试，从战术上
我们重视复习每一个知识考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定下目标和复习计划，然后就是
付出您辛勤的努力和汗水。按李嘉诚先生所说：做一件事情，本用 ７０％力量去做就可以完成
的，但我一定要用自己 １２０％的力量去做好它。有了这样的决心、勇气和行动，难道世上还
有通不过的考试么？
ＣＩＩＡ，抑或 ＣＰＡ，ＣＦＡ 之类水平性质的考试虽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
不可通过的，因为它们毕竟不是考我们的才华，也不是测试我们的智商，而是考一个人的财
力和毅力。财力是外因，毅力是内因，我们抛开外因因素，所有这类考试，只要经过相应的
准备和训练，一般智商的人都是能够通过的。都说 ＣＰＡ 难考，但全国通过 ＣＰＡ５ 门考试的已
达 １４ 万之众，再加上通过一门或数门的全国怕是有上百万之多，能说难考么？２００８ 年夏天
同我一起看书的朋友黄少华，他这次 ９ 月就一次性通过了注册会计师 ５ 门考试。如果您考了
没通过，只能说明您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还不够，除此之外别无它因。
自古以来，
“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２００８ 年的初春之际，中国南方大闹
冰雪灾害，一向温暖如春的南国鹏城也格外寒冷，而我每日都早早从住所赶到深圳大学，在
深圳大学图书馆一楼开放自习室（对社会人员开放）里抱卷狂读，执笔不辍。当时在自习室里
环顾四周，身单影孤，能容纳 ２５０ 人的自习室空荡荡的，大年农历二十九下午就只剩 ３ 人，
后来，就只剩我一人孤军奋战，大年初三，身上春节鞭炮的碎屑还未掸净，我就又跑去自习
室看书，不过 １０ 来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考试，底子
超薄的我复习不到 ２ 个月便顺利通过卷一。２００８ 年 ７、８ 月间，深圳酷热难熬，我以及一些
朋友都挥汗如雨般看书学习；朋友中有的考 ＣＰＡ（包括上边提到的一次过 ５ 科的朋友），有
的考司法考试，而我备考 ＣＩＩＡ 卷二，因自我感觉自己的底子太薄、智商也一般，所以就应
该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如果诸位都能有如此付出，甚至不用到如此之程度，我想凭借各位的
高起点、高智商，通过 ＣＩＩＡ 还不是信手拈来，如同探囊取物？在此，特预祝大家通过自己
积极努力，每位都能顺利通过考试，达到理想的彼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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