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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编写国泰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 V1.0 用户手册，目的是便于为国内外高校、高职院校，尤其

开设了财经、金融类专业的学校等目标用户群体提供金融综合实践课程学习工具、安装和操作指引。 

 

1.2. 背景 

1）产品名称：国泰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 V1.0/Virtual Asset Management Lab V1.0(Vamlab) 

2）产品定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 V1.0 以培养学生证券投资专业能力为核心，岗位素养为辅

助，以高仿真实时模拟交易平台为支撑，打造金融投资专业方向实用型人才的新金融实验教学模式

综合系统，总体包含 3个实验交易子系统，1个基金档案系统（底层数据库服务）及 1个全品种集

成平台，即股票投资实验系统、固定收益投资实验系统、金融衍生品投资实验系统以及基金档案系

统和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实验平台（全品种集成平台）。该软件以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为逻辑主轴，内容

涵盖公司组建和人员招聘、金融产品设计及营销、资金分配、证券市场投资/套利、述职答辩等模块

实训，学生以公司总经理、基金经理、基金助理三类岗位模拟公司经营进行岗位实践，进行资金分

配、投资实践、投研报告等操作实习，以培养综合运用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平台提供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产品模拟投资交易，有助于学习多品种投资组合构建策略及实现

跨市场套利。 

3）本项目由深圳市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大数据教育事业部-金融工程及证券线产

品部提出，异地合肥研发中心体系金融大数据机构群研发组研发，供各购买本产品的院校管理员、

教师和学生使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平台上运行。 

 

1.3. 定义 

术语 定义或说明 

市值 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资产总值（单位：人民币） 

总收益 资产市值-初始资产 

收益率 （资产市值-初始资产-1）×100% 

日收益率 
（最近交易日单位净值-最近交易日前一日单位净值）/最近交

易日前一日单位净值×100% 

日均收益率 日收益率的平均 

胜率 交易盈利次数/交易总次数×100% 

无风险利率 本系统使用 3个月的银行存款利率，默认值为 1.55% 

初始资产 系统分配得到的资金 

 

1.4. 参考资料 

本软件开发过程严格按照 CMMI4的标准来规范执行。 

《国泰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 V1.0_客户需求说明书》 

《国泰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 V1.0_需求规格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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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途 

2.1. 功能特点 

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英文 Vamlab）是一套适合学校开展学习金融专业综合应用实践活动的

软件，以资产管理为核心，以深圳市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有的交易系统软件为基础，模

拟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实训过程中以学生自主安排完成实训内容为主，教师进行外部监管，进行评

分权重、成绩管理、资源发布和任务发布等活动，系统自动根据设置统计成绩，进行绩效分析，便

于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学生自主学习，分组分角色自主进行博弈。系统主要包含超级管理员端、

系统管理员端、教师端和学生端（学生端又分总经理、基金经理和基金助理三个角色）。 

 

2.1.1.学生端-总经理 

1、角色权限：实训列表、首页、公司经营、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2、主模块：实训列表、首页、公司经营、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1）实训列表： 

教师端已发布的实训/历史实训。 

 

（2）首页： 

完成实训任务； 

发布、删除、查看公告； 

查看当前排名； 

监控实训进程。 

 

（3）公司经营： 

公司档案：提交公司档案，查看旗下基金和公司成员信息； 

资金管理：分配公司资金至基金账户并查看分配详情； 

内部评分：修改/提交评分； 

参考资料：查看、下载模板和案例； 

作品展示：查看、下载学生优秀作品。 

 

（4）我的汇报： 

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查看述职答辩安排和述职预约记录； 

奖惩记录：查看奖惩记录； 

成绩总览：查看公司/团队/个人成绩。 

（5）资产管理： 

交易监控：查看公司、基金交易监控和交易成绩； 

股票投资：查看股票投资主系统； 

衍生品投资：查看衍生品投资主系统； 

固定收益投资：查看固定收益投资主系统。 

 

（6）龙虎榜： 

排行榜：查看显示公司/基金排名； 

公司档案：查看公司档案； 

基金档案：查看基金档案（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和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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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学生端-基金经理 

1、角色权限：实训列表、首页、团队经营、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2、主模块：实训列表、首页、团队经营、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1）实训列表： 

教师端已发布的实训、历史实训。 

 

（2）首页： 

完成实训任务； 

查看公告； 

查看当前排名； 

查看实训进程。 

 

（3）团队经营： 

基金档案：提交基金档案，审核加入团队，查看荣誉榜； 

资金管理：分配基金资金至品种账户，资金划回，更改基金交易权限，查看资金分配记

录和权限更改记录； 

内部评分：修改、提交评分； 

参考资料：查看、下载模板和案例； 

作品展示：查看、下载学生优秀作品。 

 

（4）我的汇报： 

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查看述职答辩安排和述职预约记录； 

奖惩记录：查看奖惩记录； 

成绩总览：查看公司/团队/个人成绩。 

 

（5）资产管理： 

交易监控：查看基金交易监控和交易成绩； 

股票投资：查看股票投资主系统； 

衍生品投资：查看衍生品投资主系统； 

固定收益投资：查看固定收益投资主系统。 

 

（6）龙虎榜： 

排行榜：显示公司/基金排名； 

公司档案：查看公司档案； 

基金档案：查看基金档案（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和投资分析）。 

2.1.3.学生端-基金助理 

1、角色权限：实训列表、首页、我的基金、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2、主模块：实训列表、首页、我的基金、我的汇报、资产管理、龙虎榜 

（1）实训列表： 

教师端已发布的实训、历史实训。 

 

（2）首页： 

应聘； 

完成实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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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查看当前排名； 

查看实训进程。 

 

（3）我的基金： 

个人档案：编辑个人档案，申请加入团队，查看荣誉榜； 

内部评分：提交评分； 

参考资料：查看模板和案例； 

作品展示：查看、下载学生优秀作品。 

 

（4）我的汇报： 

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查看述职答辩概览； 

奖惩设置：查看奖惩记录； 

成绩总览：查看公司/团队/个人成绩。 

 

（5）资产管理： 

交易监控：查看基金交易监控和交易成绩； 

股票投资：查看股票投资主系统； 

衍生品投资：查看衍生品投资主系统； 

固定收益投资：查看固定收益投资主系统。 

 

（6）龙虎榜： 

排行榜：查看公司/基金排名； 

公司档案：查看公司档案； 

基金档案：查看基金档案（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和投资分析）。 

2.2. 性能特点 

主

要

质

量

属

性 

详细要求 

健壮性 该系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最多 1000 人。在并发量为 50 的情况下，最

佳响应时间为 3秒，最长响应时间为 5秒，系统的综合压力至少支持 10分

钟。 

可靠性 用户的每一个操作，不管成功与否，系统反应时间不能超过 5秒。 

安全性 所有用户共用一个服务器，各校及各个人的帐号、交易等相关数据相互

独立，某个用户的操作和数据变动不得影响其他用户的个体数据安全。 

兼容性 win7 为主，兼容 XP、win8、win10系统；自适应系统屏幕分辩率（1366

×768；1440×900； 1920×1080；1280×720；1280×768）；IE9、IE10、

IE11，最新版本的（360，QQ, 谷歌，搜狗，火狐） 

可扩展性 提供良好的数据类型扩展性和功能规模扩展性，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增长时，能够快速方便地引入新的数据类型和功能，保护原有的系统。 

可维护性 提供了完整的工作日志及错误日志记录，保证日常问题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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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 系统的简单易操作性，能够方便的使用该软件，非计算机专业人员，通

过阅读帮助和界面文字提示在 1-2天内掌握使用。 

数据的备份

和恢复 
基于 SQLServer数据库，可进行定时自动备份，数据还原方便。 

 

3. 运行环境 

3.1. 硬件环境 

Web服务端最低配置 

3.2. 软件环境 

Web服务端： windows server 2018，IIS7+、SQL server 2008 R2、NET Framework 4.5 

 

客户端：win7 为主，兼容 XP、win8、win10 系统；自适应系统屏幕分辩率（1366×768；1440

×900； 1920×1080；720×1280；1280×768 等等） 

 

4. 使用过程 

4.1. 安装与初始化 

详见《国泰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系统V1.0_运维及安装部署手册》 

4.2. 使用说明 

4.2.1.用户登录 

输入网址打开登录界面，学生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点击【登录】即可，无论是总经理、

基金经理、基金助理皆在同一页面登录，如图所示： 

硬

件

名

称 

配置要求 

处理器 CPU 英特尔至强 E5-2609v2 2.5GHz 

磁盘 500G 

内存 8G DDR3 EC 服务器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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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登录时勾选“记住密码”，7天内再次登录则不需要输入密码，密码框自动赋值。 

 

4.2.2.学生端-总经理 

由管理员创建学生账号，默认初始密码为 000000，教师分配总经理岗位后，总经理使用账号和

密码登录进入系统后，系统提示：初次登录，需要修改密码！默认实验列表。 

鼠标移入右上角学生，悬浮弹出个人中心、帮助中心和退出系统。 

 

 个人中心 

点击个人中心，即可打开总经理个人信息页面，包括修改基本资料和密码。 

 
显示“收起”和【保存】按钮，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提示修改成功！同时内容被收起，

“收起”变成“编辑”，点击“编辑”，内容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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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中心 

点击帮助中心，打开帮助中心页面，总经理可以查看学生端的帮助中心。 

 
 

 退出系统 

点击退出系统，弹出退出系统提示框，点击【确定】按钮，即可退出至系统登录界面。 

 

此外，若超过 20min 无任何操作，系统也会自动退出至登录首页。 

 

 实验列表 

显示教师已发布的实训和历史实训。（区别：已发布的实训，实训状态显示进行中，可以进入并

操作；历史实训，实训状态显示已结束，仅可以进入查看历史数据，不可操作。）实训列表中职位显

示总经理。 

 
 

点击实训人数，进入实训学生列表。点击【返回】，返回到实训列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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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实训名称”,查看实训规则介绍弹出框。 

 

 

 信箱 

进入首页后，点击右上角“信箱”图标，打开信箱页面。总经理只有收信箱，没有发信箱，可

删除接收的邮件。总经理接收的邮件是来自超管端、系统管理员端，消息内容为系统内置。点击标

题，显示邮件内容详情弹出框。 

 

 

总经理包含的功能模块有：首页、公司经营（公司档案、资金管理、内部评分、参考资料、作

品展示）、我的汇报（报告述职、奖惩设置、成绩总览）、资产管理（交易监控、股票投资、衍生品

投资、固定收益投资）和龙虎榜（排行榜、公司档案、基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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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首页  

点击“操作”图标，默认进入首页。 

 
 

 实训任务 

待汇报任务：当实训处于投资决策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

总经理需要提交资产配置报告，上传并提交资产配置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成 0；

当实训进入述职答辩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总经理需要提

交述职答辩报告，上传并提交述职答辩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成 0。 

 

待处理任务：当实训处于组建公司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公司档案页面，

总经理编辑并提交公司档案后，返回到首页，待处理任务个数变成 0；当实训进入投资决策阶段，

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点击进入资金管理页面，进行资金分配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

成 1，点击进入报告评分页面，完成投研报告评分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当实训进入述职

答辩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点击进入述职预约页面，完成预约后，返回首页，任务

个数变成 1，点击进入我的基金-内部评分-个人表现评分，完成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 

 

 公告 

显示教师发布的招聘公告、述职预约公告，总经理发布的公告。 

 

点击“+发布”，打开公告管理页面，总经理发布公告，显示总经理、基金经理和基金助理的公

告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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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排名 

 显示公司/基金当前市值、总收益率和万元波动图，下拉框默认显示基金当前市值。在实训未

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显示的是业绩参考基准的走势图。 

 

 

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后，当前排名显示如下： 

 

 

 实训进程 

查看五个阶段的实训进程和距离 XX阶段结束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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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公司经营 

1、公司档案 

 公司信息 

 

点击【编辑】按钮，公司名称、公司简介、总经理简介变成输入框，同时【编辑】按钮变成【保

存】按钮。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后，变成【编辑】按钮，点击【提交】按钮后，【编辑】按钮和

【提交】按钮均灰显不可点击。同时对应的教师端-创建公司列表“状态”变成“已提交”，当教师

点击“允许修改”后，这里的【编辑】和【提交】按钮均变成可点击。否则提交后，若无教师设置，

总经理将不可再修改公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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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宣传 

公司荣誉显示公司荣誉和公司魅力值。 

 

点击【上传公司 LOGO】按钮，上传成功后，公司 LOGO 图片显示在下方。 

 

点击【查看公司档案】，打开公司简介和旗下基金页面。 

 

总经理可查看公司图册，点击压缩包链接下载。由总经理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选

择分类-公司宣传报告，点击上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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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基金 

显示旗下基金列表，点击“查看”，查看基金投资策略。 

 

 

 公司成员 

显示公司成员信息，包括总经理个人信息和基金经理/助理个人信息列表。 

 

 

2、资金管理 

显示账户管理和账户记录两个页签，默认显示账户管理-按基金。 

 

 账户管理 

按基金： 

实训进入组建公司阶段，就可点击【资金分配】，显示资金分配弹出框，可查看公司剩余资产，

选择基金账户和币种，根据待分配资金金额，输入分配资金金额，确定后，账户管理-按基金列表中

显示分配记录。点击“+新增”，可选择一个账户、币种，输入分配金额。资金分配一次有多条记录

（即同一时间转入多个账户），则按顺序显示在账户记录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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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中的“基金账户名称”，弹出总经理分配给该基金账户资金详情。 

 

 

按品种： 

同“账户管理-按基金”资金分配，点击【资金分配】，分配至基金账户的记录显示在“账户管

理-按基金”列表中，同时显示在账户记录中。 

按品种的账户管理列表显示公司旗下基金经理给品种账户分配的资金。 

点击列表中的“品种账户名称”，弹出旗下基金经理给品种账户分配资金详情。 

 
 

 账户记录 

公司-资金记录：显示总经理分配公司资金至基金账户的资金分配记录，和基金-资金记录的

交易方向相反，但是交易记录条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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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金记录：显示总经理分配公司资金至基金账户的资金分配记录，和公司-资金记录的

交易方向相反，但交易记录条数相同。 

 
基金-权限更改记录：显示旗下基金经理更改基金交易权限记录。 

 
3、内部评分 

内部评分包含竞岗评分、报告评分、述职评分和个人表现评分，默认显示竞岗评分。 

 

 

 竞岗评分 

显示实训下所有学生的竞岗成绩及自己对其他学生的评分（能看到自己的竞岗成绩，我的评分

一栏显示为“-”），点击竞岗成绩不会弹出成绩详情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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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学生没有提交竞岗资料（简历和竞岗演讲 PPT），竞岗评分页面，“修改评分”图标灰显

不可点击，只有当其他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并提交资料后，提交后，提交和删除

灰显不可操作，即不可删除或重新上传资料。此时“修改评分”图标颜色变亮，可以点击进行评分。 

 

点击【提交评分】按钮后，竞岗评分列表中的状态变成已提交，且“修改评分”图标自动置灰，

即提交评分后不可修改评分。竞岗成绩系统根据竞岗计算公式自动计算，且实时显示竞岗成绩，可

以查看除自己之外的其他学生上传并提交的竞岗资料。 

 

 报告评分 

显示旗下基金经理名单，实训进入投资决策阶段，才可对基金经理的投研报告进行评分，提交

评分后不可再修改我的评分，报告成绩根据教师评分权重和总经理评分权重公式系统自动计算。 

 

 

 述职评分 

显示旗下基金经理名单，基金经理提交述职答辩报告后，才可对基金经理的述职报告进行评分，

提交评分后不可再修改我的评分，报告成绩根据教师评分权重和总经理评分权重公式系统自动计算。 

 
 

 个人表现评分 

只显示旗下基金经理的名单，因此评分后，个人表现成绩直接显示我的评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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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资料 

显示系统内置和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且系统内置的模板可以查看、下载，案例仅可查看；

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均可查看、下载。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时，可以参考如下的

参考资料。 

 
4、作品展示 

教师端-报告评分-竞岗评分/报告评分/述职评分页面勾选是否展示后，将学生优秀作品展示在

教师端-作品展示，且学生端-作品展示显示与教师端一致。区别在于学生端仅可查看优秀作品，教

师端可以查看、下载、移除。 

 

 

4.2.2.3 我的汇报  

1、报告述职 

 上传资料 

资料分类包括简历、竞岗演说报告、资产配置报告、述职演说报告、公司宣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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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分类后，点击【选择】按钮，打开文件路径后，点击【上传】，上传成功的资料显示在资料

列表中，点击操作中“提交”，提交状态变成“已提交”，此时“提交”和“删除”灰显，即提交后

不可再上传或删除资料；未提交可以删除后，再重新上传。上传的公司宣传报告仅可下载，其他资

料可查看/下载。 

 

 

 述职预约 

显示总经理和基金经理的答辩预约，点击【预约】，操作中显示【已预约】按钮置灰和【取消预

约】按钮可点击，点击【取消预约】后，操作中显示【预约】按钮，可点击。 

 
注：答辩日期前一日 24：00 后不可再预约。 

 

当前时间迟于答辩日期，点击【预约】按钮，弹出提示框如下： 

 

已预约的学生记录显示在述职答辩预约记录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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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惩设置    

显示奖惩记录信息。 

 
                                                                                                                                                                                                                                                                                                                                                                                                                                                                                                                                                                                                                                                                                                                                                                                                                                                                                                                                                                                                                                                                                                                                                                                                                                                                                                                                                                                                                                                                                                                                                                                                                                                                                                                                                                                                                                                                                                                                                                                                                      

3、成绩总览 

成绩总览包含公司成绩、团队成绩和个人成绩三个页签，默认公司成绩。教师公布成绩后，

成绩总览显示相应的成绩。 

 

 公司成绩&团队成绩 

 

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出温馨提示框如下： 

 

 

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出窗口显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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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3公司后，点击【图形对比】，弹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对比图。 

 

团队成绩同公司成绩。 

 

 个人成绩 

 

 

4.2.2.4资产管理 

1、交易监控 

 

 公司交易监控 

显示公司交易监控、基金交易监控和交易成绩三个页签，默认公司交易监控。公司下拉框仅

为本公司，无其他公司可选，显示公司实时市值、今日增加、今日增加%，昨日收盘市值、浮动

盈亏、历史最高市值、历史最低市值（实时更新）。图表显示公司当日市值、日收益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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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显示公司资产详情，点击某基金操作中“查看明细”，进入该基金交易监控页面。 

 

切换资产动态交易记录，查看交易记录。 

 
 

 基金交易监控 

选择基金后，显示基金实时市值、今日增加、今日增加%，昨日收盘市值、浮动盈亏、历史最高

市值、历史最低市值（实时更新）。图表显示基金当日市值、日收益率折线图。 

 

动态显示基金资产详情，点击某品种查看中“明细”，进入该品种的主系统页面。 

 
如点击金融衍生品投资的“明细”，进入如下页面： 



 用户及客服手册 V1 .0 

                                       22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成绩 

选择“基金列表/交易员列表/本公司”，显示对应的交易成绩列表。默认显示本公司旗下所有基

金的交易成绩。 

选择基金列表，显示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交易成绩。 

 

选择交易员列表，显示本公司旗下所有交易员的交易成绩。 

 

选择本公司，显示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和交易员的交易成绩。 

 

 

2、股票投资 

点击左侧导航栏“股票投资”或者从交易监控-基金资产详情，点击股票投资“明细”进入股票

投资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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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衍生品投资 

点击左侧导航栏“衍生品投资”或者从交易监控-基金资产详情，点击衍生品投资“明细”进入

衍生品投资主系统。 

 

 
 

4、固定收益投资 

点击左侧导航栏“固定收益投资”或者从交易监控-基金资产详情，点击固定收益投资“明细”

进入固定收益投资主系统，包括进入银行存款系统和进入债券模拟交易系统两个入口。 

 

 

 

4.2.2.5 龙虎榜  

1、排行榜 

包含公司排名、基金排名两个页签，默认显示公司排名。第一周无数据时，本周金牌总经理/

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后不显示名称，显示“尚未评选”，且个人简介栏隐藏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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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开始有数据，本周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后显示名称，右侧有相应的个

人简历。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历任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 

 

 

2、公司档案 

显示多个公司档案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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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进入该公司档案详情页面，包含公司简介和公司旗下基金列表。 

 

 

点击“查看”某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

投组分析页签，默认基金概览页面。 

 

 

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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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 

 
 

投组分析: 

 

 

各页面，点击【生成报告】按钮，可以下载相应的 PDF文档；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基

金档案列表。 

 

3、基金档案 

点击左侧导航栏“基金档案”，打开多条基金档案列表。 

 
点击查看某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同上从公司档案进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 

 



 用户及客服手册 V1 .0 

                                       27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3.学生端-基金经理 

由管理员创建学生账号，默认初始密码为 000000，教师分配基金经理岗位后，基金经理使用账

号和密码登录进入系统后，系统提示：初次登录，需要修改密码！默认实验列表。 

鼠标移入右上角学生，悬浮弹出个人中心、帮助中心和退出系统。 

 

 个人中心 

点击个人中心，即可打开基金经理个人信息页面，包括修改基本资料和密码。 

 

显示“收起”和【保存】按钮，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提示修改成功！同时内容被收起，

“收起”变成“编辑”，点击“编辑”，内容被打开。 

 
 

 帮助中心 

点击帮助中心，打开帮助中心页面，基金经理可以查看学生端的帮助中心。 

 
 

 退出系统 

点击退出系统，弹出退出系统提示框，点击【确定】按钮，即可退出至系统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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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超过 20min 无任何操作，系统也会自动退出至登录首页。 

 

 实验列表 

显示教师已发布的实训和历史实训。（区别：已发布的实训，实训状态显示进行中，可以进入并

操作；历史实训，实训状态显示已结束，仅可以进入查看历史数据，不可操作。）实训列表中职位显

示基金经理。 

 

 

点击实训人数，进入实训学生列表。点击【返回】，返回到实训列表首页。 

 
 

点击“实训名称”查看实训规则介绍弹出框。 

 

 信箱 

进入首页后，点击右上角“信箱”图标，打开信箱页面。基金经理只有收信箱，没有发信箱，

可删除接收的邮件。基金经理接收的邮件是来自超管端、系统管理员端，消息内容为系统内置。催

评分/催交报告系统消息的发件人显示为系统-实训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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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显示邮件内容详情弹出框。 

 

基金经理包含的功能模块有：首页、团队经营（基金档案、资金管理、内部评分、参考资料、

作品展示）、我的汇报（报告述职、奖惩设置、成绩总览）、资产管理（交易监控、股票投资、衍生

品投资、固定收益投资）和龙虎榜（排行榜、公司档案、基金档案）。 

 

4.2.3.1 首页  

点击“操作”图标，默认进入基金经理首页。 

 

 

 实训任务 

待汇报任务：当实训处于投资决策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

基金经理需要提交投研报告，上传并提交投研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成 0；当实

训进入述职答辩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基金经理需要提交

述职答辩报告，上传并提交述职答辩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成 0。 

 

待处理任务：当实训处于组建公司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点击进入基金档案页面，

基金经理编辑并提交基金档案后，返回到首页，待处理任务个数变成 1；点击进入团队宣传页面，

审核团队成员后，返回到首页，待处理任务个数变为 0；当实训进入投资决策阶段，待处理任务显

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资金管理页面，进行资金分配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当实训进

入公司经营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内部评分-报告评分，完成分析报告评分

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为 0；当实训进入述职答辩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点击进

入述职预约页面，完成预约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1，点击进入团队经营-内部评分-个人表

现评分，完成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 

 

 公告 

显示教师发布的招聘公告、述职预约公告，总经理发布的公告，提供其给所在公司旗下团队成

员查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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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排名 

 显示公司/基金当前市值、总收益率和万元波动图，下拉框默认显示基金当前市值，实训尚未

进入公司运营阶段，图表显示的是业绩参考基准折线图。 

 

实训进入公司运营阶段后，当前排名显示如下： 

 
 

 实训进程 

查看五个阶段的实训进程和距离 XX阶段结束剩余时间。 

 

4.2.3.2 团队经营 

1、基金档案 

 基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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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基金名称、基金投资策略变成可输入框，同时【编辑】按钮变成【保存】

按钮，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后，变成【编辑】按钮，点击【提交】按钮后，【编辑】按钮

和【提交】按钮均灰显不可点击。 

 

此时对应的教师端-创建基金列表“状态”变成“已提交”，当教师点击“允许修改”后，这里

的【编辑】和【提交】按钮均变成可点击。否则提交后，若无教师设置，基金经理将不可再修改基

金档案。 

 

 团队成员 

显示团队成员和审核成员。点击岗位分配中的【通过】按钮，则将成员加入团队，点击【不通

过】按钮，会向审核加入团队不通过的基金助理发送系统消息，告知重新申请加入其他团队。 

 

 

 荣誉榜 

显示基金荣誉和公司荣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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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管理 

显示账户管理和账户记录两个页签，默认显示账户管理列表。 

 

 账户管理 

基金档案提交后才可以分配资金，若没有完成，则在分配资金的时候弹出框显示：“尚未提交基

金信息，资金被冻结，无法操作帐户”，提交基金档案后，点击【资金分配】，显示资金分配弹出框，

选择品种账户和币种，根据待分配资金金额（剩余基金资产），输入分配资金金额，确定后，账户管

理更新金额，同时账户记录（基金-资金记录）增加一条记录。点击“+新增”，新增品种账户和币种，

账户记录（基金-资金记录）按顺序显示多条资金分配记录。 

 

点击【资金划回】，显示资金分配弹出框，选择转出资金账户（基金账户或品种账户）和币种，

根据账户余额，输入转出资金金额，确定后，账户管理更新金额。 

 

 

点击【权限更改】，显示权限更改弹出框，选择下拉框可以更改账户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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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弹出确认提示框，更改账户交易员，会影响其他品种账户交易权限的改变。

点击【确定】，更改交易员成功！教师和总经理端的账户管理显示更改交易权限记录。 

 

 

 账户记录 

基金-资金记录： 

 

 

基金-权限更改记录： 

 

 

3、内部评分 

包含竞岗评分、报告评分、述职评分和个人表现评分，默认显示竞岗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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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岗评分 

显示实训下所有学生的竞岗成绩及自己对其他学生的评分（能看到自己的竞岗成绩，我的评分

一栏显示为“-”），点击竞岗成绩不会弹出成绩详情窗口。 

当其他学生没有提交竞岗资料（简历和竞岗演讲 PPT），竞岗评分页面，“修改评分”图标灰显

不可点击，只有当其他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并提交资料后，提交后，提交和删除

灰显不可操作，即不可删除或重新上传资料。此时“修改评分”图标颜色变亮，可以点击进行评分。 

 

点击【提交评分】按钮后，竞岗评分列表中的状态变成已提交，且“修改评分”图标自动置灰，

即提交评分后不可修改评分。竞岗成绩系统根据竞岗计算公式自动计算，且实时显示竞岗成绩，可

以查看除自己之外的其他学生上传并提交的竞岗资料。 

 报告评分 

基金经理的报告评分，显示旗下基金助理名单，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才可对基金助理的分

析报告进行评分，提交评分后不可再修改我的评分，报告成绩根据教师评分权重和基金经理评分权

重公式系统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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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职评分 

基金经理的述职评分，显示旗下基金助理名单，基金助理提交述职答辩报告后，才可对基金助

理的述职报告进行评分，提交评分后不可再修改我的评分，报告成绩根据教师评分权重和基金经理

评分权重公式系统自动计算。 

 

 

 个人表现评分 

基金经理的个人表现评分只显示总经理及旗下基金助理的名单，根据教师（其他）、总经理（主

管评价）、旗下基金助理评分平均（团队成员评价）评分权重公式，系统实时计算显示个人表现成绩。 

 

 

3、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列表显示系统内置和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且系统内置的模板可以查看、下载，案

例仅可查看；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均可查看、下载。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时，可

以参考如下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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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品展示 

教师端-报告评分-竞岗评分/报告评分/述职评分页面勾选是否展示后，将学生优秀作品展示在

教师端-作品展示，且学生端-作品展示显示与教师端一致。区别在于学生端仅可查看优秀作品，教

师端可以查看、下载、移除。 

 

 

4.2.3.3 我的汇报 

1、报告述职 

 上传资料 

资料分类包括简历、竞岗演说报告、投研报告、述职演说报告、团队宣传报告。 

 

选择分类后，点击【选择】按钮，打开文件路径后，点击【上传】，上传成功的资料显示在资料

列表中，点击“提交”，提交状态变成“已提交”，操作中的“提交”和“删除”灰显，即提交后不

可再上传或删除资料；未提交可以删除后，再重新上传。所有资料均可查看、下载。 

 

 述职预约 

显示基金助理的答辩预约和总经理已安排的基金经理答辩记录。点击【预约】，操作中显示【已

预约】按钮置灰，【取消预约】按钮，可点击取消预约后，操作中显示【预约】按钮，可点击。答辩

日期前一日 24：00后不可再预约。已预约的学生记录显示在述职答辩预约记录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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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惩设置    

显示奖惩记录信息。 

 
                                                                                                                                                                                                                                                                                                                                                                                                                                                                                                                                                                                                                                                                                                                                                                                                                                                                                                                                                                                                                                                                                                                                                                                                                                                                                                                                                                                                                                                                                                                                                                                                                                                                                                                                                                                                                                                                                                                                                                                                                         

3、成绩总览 

成绩总览包含公司成绩、团队成绩和个人成绩三个页签，默认公司成绩页面，教师公布成绩

后，成绩总览显示对应的各成绩。 

 

 公司成绩&团队成绩 

 
 

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出温馨提示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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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出窗口显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图。 

 

 

选择 1-3公司后，点击【图形对比】，弹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对比图。 

 
公司成绩同基金成绩。 

 

 个人成绩 

 

 

4.2.3.4 资产管理  

1、交易监控 

 

 基金交易监控 

基金下拉框仅显示本基金，无其他基金可选，显示基金的实时市值，今日增加、今日增加%、、

昨日收盘市值、历史最高市值、历史最低市值（实时计算更新）；图表显示当日市值、日收益率

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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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显示基金资产详情图表，点击固定收益投资“明细”，进入固定收益投资主页面；点击股

票投资“明细”，进入股票投资主页面；点击衍生品投资“明细”，进入衍生品投资主页面。 

 

点击资产动态交易记录，显示记录列表。 

 
 交易成绩 

显示本基金旗下所有交易员以及本基金的交易成绩，默认显示基金经理所在基金的基金列表。 

 
选择交易员列表，显示本基金旗下所有交易员的交易成绩。 

 
 

 

2、股票投资 

点击左侧导航栏“股票投资”或者从交易监控-基金资产详情，点击股票投资“明细”进入股票

投资主系统。基金下拉框仅显示本基金，无其他基金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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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衍生品投资 

 
 

4、固定收益投资 

 
 

4.2.3.5 龙虎榜  

1、排行榜 

包含公司排名、基金排名两个页签，默认显示公司排名。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本周

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后面不显示名称，显示：尚未评选！右侧的个人简介框影藏。

当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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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可以查看历任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 

 

2、公司档案 

  显示多个公司的档案记录。 

 

点击“查看”，进入该公司档案详情页面，包含公司简介和公司旗下基金列表。 

 
点击“查看”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投

组分析页签，默认基金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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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 

 

 

行业投资： 

 

 

投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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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页面，点击【生成报告】按钮，可以下载相应的 PDF文档；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基

金档案列表。 

 

3、基金档案 

点击左侧导航栏“基金档案”，打开多条基金档案列表。 

 
点击“查看”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同上从公司档案进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 

 

4.2.4.学生端-基金助理 

由管理员创建学生账号，默认初始密码为 000000，基金助理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进入系统后，

系统提示：初次登录，需要修改密码！默认实验列表。 

鼠标移入右上角学生，悬浮弹出个人中心、帮助中心和退出系统。 

 

 个人中心 

点击个人中心，即可打开基金助理个人信息页面，包括修改基本资料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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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收起”和【保存】按钮，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提示修改成功！同时内容被收起，

“收起”变成“编辑”，点击“编辑”，内容被打开。 

 
 

 帮助中心 

点击帮助中心，打开帮助中心页面，基金助理可以查看学生端的帮助中心。 

 
 

 退出系统 

点击退出系统，弹出退出系统提示框，点击【确定】按钮，即可退出至系统登录界面。 

 
此外，若超过 20min 无任何操作，系统也会自动退出至登录首页。 

 

 实验列表 

显示教师已发布的实训和历史实训。（区别：已发布的实训，实训状态显示进行中，可以进入并

操作；历史实训，实训状态显示已结束，仅可以进入查看历史数据，不可操作。）实训列表中职位显

示基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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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实训人数，进入实训学生列表。点击【返回】，返回到实训列表首页。 

 
 

点击“实训名称”查看实训规则介绍弹出框。 

 

 

 信箱 

进入首页后，点击右上角“信箱”图标，打开信箱页面。基金助理只有收信箱，没有发信箱，

可删除接收的邮件。基金助理接收的邮件是来自超管端、系统管理员端，消息内容为系统内置。 

点击标题，显示邮件内容详情弹出框。 

 

基金助理包含的功能模块有：首页、我的基金（个人档案、内部评分、参考资料、作品展示）、

我的汇报（报告述职、奖惩设置、成绩总览）、资产管理（交易监控、股票投资、衍生品投资、固定

收益投资）和龙虎榜（排行榜、公司档案、基金档案）。 

 

4.2.4.1 首页  

点击实验列表中“进入”图标，默认进入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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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聘上岗 

教师发布招聘信息后，首页才显示竞聘上岗。点击【应聘】按钮，弹出应聘—基金助理提示框，

且【确定应聘】按钮不可以操作。 

 

应聘前，先点击【上传简历】/【上传竞岗 PPT】，跳转如下页面。 

 
选择分类为“简历”，点击选择，选择文件路径，显示在【选择】按钮前面的文本框，点击【上

传】，上传成功的资料显示在资料列表中，点击“提交”时，提交状态变成“已提交”，操作中“提

交”和“删除”置灰不可操作，提交后的资料只能“查看/下载”。同样，点击【上传竞岗 PPT】操

作类似，返回到首页，【上传简历】/【上传竞岗 PPT】均变成【查看】，点击【查看】，可以预览上

传过的简历/演讲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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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只能应聘一个职位，如点击【应聘】基金助理，弹出应聘—基金助理窗口，点击【确

定应聘】，基金助理应聘状态变成已应聘。再点击【应聘】总经理/基金经理，则弹出应聘提示框，

提示框里的【确定应聘】按钮不可点击。 

 
 

 实训任务 

待汇报任务：当实训处于竞岗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  

 
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上传并提交简历和竞岗演讲 PPT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

成 0。  

 

当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基金助理

需要提交分析报告，上传并提交分析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人变成 0；当实训进入述

职答辩阶段，待汇报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上传资料页面，基金助理需要提交述职答辩

报告，上传并提交述职答辩报告后，返回到首页，待汇报任务个数变成 0。 

 

待处理任务：当实训处于竞岗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1，点击进入我的基金-内部评

分-竞岗评分页面，基金助理对除自己以外的学生进行竞岗评分并提交评分后，返回到首页，待处理

任务个数变成 0。 

 

当实训进入组建公司阶段，待处理任务显示任务个数为 2，点击进入申请加入团队页面，若申请

后未通过，需要继续显示任务个数为 2，申请通过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1，点击进入修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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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档案页面，完成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当实训进入述职答辩阶段，点击进入我的基金-

内部评分-个人表现评分，完成后，返回首页，任务个数变成 0。 

 

 公告 

显示教师发布的招聘公告、述职预约公告以及其他公告，基金助理只能查看公告。 

 

 

 当前排名 

显示公司/基金、收益率和万元波动图。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显示业绩参考基准波动

图，如下所示。 

 
 

当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显示如下。 

 
 

 实训进程 

查看五个阶段的实训进程和距离 XX阶段结束剩余时间。 

 

4.2.4.2我的基金  

1、个人档案 

 

 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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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个人档案，默认打开个人信息页面，点击右侧【编辑】按钮，【编辑】按钮变成【完成】按

钮，可以编辑投资宣言，其他个人档案不可以编辑，编辑个人档案后，点击【完成】按钮，即可保

存修改的个人档案，按钮变成【编辑】按钮，且可点击，基金助理可多次修改个人档案。 

 
 

 团队成员 

打开团队成员页面，点击右侧【申请加入团队】，跳转基金团队列表页面，点击“申请”，弹出

是否确定加入该团队的提示，点击【确定】，弹出框提示：申请成功，请等待基金经理审核！ 

 
基金团队成员列表【申请】置灰显示【已申请】，旁边出现【撤回】按钮，点击撤回，重新恢复

到申请状态。 

 
点击返回，回到团队成员页面。 

 

 荣誉榜 

查看所在基金团队的基金荣誉和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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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评分 

显示竞岗评分和个人表现评分两个页签，默认竞岗评分。 

 竞岗评分 

显示实训下所有学生的竞岗成绩及自己对其他学生的评分（能看到自己的竞岗成绩，我的评分

一栏显示为“-”），点击竞岗成绩不会弹出成绩详情窗口。 

 

当其他学生没有提交竞岗资料（简历和竞岗演讲 PPT），“修改评分”图标灰显不可点击，只有当

其他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上传并提交资料后，提交和删除灰显不可操作，即不可

删除或重新上传资料。 

 

此时“修改评分”图标颜色变亮，可以点击进行评分。选择角色名单后，点击【提交评分】

按钮后，状态变成“已提交”，且“修改评分”图标自动置灰，即提交评分后不可修改评分。竞岗成

绩系统根据竞岗计算公式自动计算，且实时显示竞岗成绩，可以查看除自己之外的其他学生上传并

提交的竞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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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表现评分 

显示所有/基金经理/基金助理名单，进入述职答辩阶段即可开始评分， “修改评分 icon”变

亮可操作，点击修改评分，我的评分栏目变成输入框和“确定”，输入分数，点击确定后，我的评分

更新分数。 

 
选择基金经理，点击【提交评分】，弹出提交评分温馨提示框，点击【确定】，提示提交评分成

功！评分状态显示“已提交评分”，操作中的“修改评分 icon”灰显不可点击。 

 

 

3、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列表显示系统内置和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且系统内置的模板可以查看、下载，案

例仅可查看；教师上传的模板、案例均可查看、下载。学生在我的汇报-报告述职-上传资料时，可

以参考如下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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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品展示 

教师端-报告评分-竞岗评分/报告评分/述职评分页面勾选是否展示后，将学生优秀作品展示在

教师端-作品展示，且学生端-作品展示显示与教师端一致。区别在于学生端仅可查看优秀作品，教

师端可以查看、下载、移除。 

 

4.2.4.3 我的汇报  

1、报告述职 

 

 上传资料 

资料分类包括简历、竞岗演说报告、分析报告、述职演说报告。 

 

选择分类后，点击【选择】按钮，打开文件路径后，点击【上传】，上传成功的资料显示在资料

列表中，点击“提交”，提交状态变成“已提交”，操作中的“提交”和“删除”灰显，即提交后不

可再上传或删除资料；未提交可以删除后，再重新上传。所有资料均可查看、下载。 

 

 述职预约 

只能查看基金经理已预约基金助理的答辩时间安排，述职答辩预约记录显示已预约的学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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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惩设置 

 

 

3、成绩总览 

成绩总览包含公司成绩、团队成绩和个人成绩三个页签，默认公司成绩。 

 

 公司成绩&团队成绩 

 

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出温馨提示框如下图。 

 

 

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点击公司名称，弹框显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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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3公司后，点击【图形对比】，弹出单位净值和日收益率折线对比图。 

 

团队成绩同理公司成绩。 

 

 个人成绩 

 
 

4.2.4.4 资产管理 

1、交易监控 

 

 基金交易监控 

选择基金下拉框仅显示本基金，无其他基金可选，显示基金的实时市值、今日增加、今日增

加%、昨日收盘市值、历史最高市值、历史最低市值（实时计算更新）；图表显示基金当日市值、

日收益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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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基金资产详情动态图表，点击固定收益投资“明细”，进入固定收益投资主页面；点击股

票投资“明细”，进入股票投资主页面；点击衍生品投资“明细”，进入衍生品投资主页面。 

 

点击资产动态交易记录，显示记录列表。 

 
 交易成绩 

显示本基金旗下所有交易员以及本基金的交易成绩，默认显示基金列表，查看交易成绩。 

 
选择交易员列表，查看交易成绩。 

 
 

2、股票投资 

点击左侧导航栏“股票投资”或者从交易监控-基金资产详情，点击股票投资“明细”进入股票

投资主系统。基金下拉框仅显示本基金，无其他基金可选，衍生品投资和固定收益投资页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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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衍生品投资 

 

 

4、固定收益投资 

 

4.2.4.5 龙虎榜  

1、排行榜 

包含公司排名、基金排名两个页签，默认显示公司排名。实训尚未进入公司经营阶段，本周

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后面名称显示：尚未评选！右侧的个人简介框隐藏不显示，当

实训进入公司经营阶段后，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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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可以查看历任金牌总经理/明星基金经理/黄金之手。 

 

2、公司档案 

显示多条公司档案记录。 

 
点击“查看”，进入该公司档案页面，包含公司简介和公司旗下基金列表。 

 

点击“查看”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包含基金概览、资产配置、行业投资、

投组分析页签，默认基金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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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页面，点击【生成报告】按钮，可以下载相应的 PDF文档；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基

金档案列表。 

 

3、基金档案 

点击左侧导航栏“基金档案”，打开多条基金档案列表。 

 
点击查看某只基金档案，进入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同上从公司档案进入基金档案详情页面。 

 

5. 应用问题 

无  

6. 附录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