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中 文 大 学 2019 年 暑 期 访 学 项 目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ying Progrom

大学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简称港中大（CUHK），书院制大学建制，为世界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亚太国际教育协会、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重要成员，亚洲首家 AACSB 认证成员，
是一所以“中国研究”、“生物医学科学”、“信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
地球科学”等为重点研究领域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并在这些领域堪称世界级学术重镇。
QS 全球大学排名：全球第 49，亚洲第 12

官网认证 香港中文大学官网有本项目的介绍：
http://exed.bschool.cuhk.edu.hk/programs/programsforyoungtalent

项目主题

编号

项目主题

项目日期

天数

项目费

参考日程

CUA1

亚太商业精英

07/14 – 07/21

8天

9800 元

详见日程表

CUA2

亚太商业精英

07/28 – 08/04

8天

9800 元

详见日程表

项目证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500 强实训企业

500 强实训企业

结业证书

推荐信

实训证明

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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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照片

欢迎仪式

大学课程

颁发结业证书

颁发推荐信

学生交流

名校参访

企业实训

颁发结业证书

企业破冰

课堂合影

课堂讨论

课堂收获

政企参访

人文参访

结业合影

课程模块 ◆ 亚太商业精英
-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 trading 投资学与证券交易
negotiation and business impact 谈判学与商业影响力
Presentation and Closing ceremony

企业实训 部分主题将安排以下金融类 500 强名企进行实训：

英国保诚

政企参访 ◆ 政府机构

美国友邦

加拿大宏利

法国安盛

◆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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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会
Hong Kong Planning Department(CityGallery)香港 规划署（展城馆）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贸易
发展局
Productivity Council 生产力促进局

Cyberport 数码港
HKSTP 香港科技园
Dialogue in the Dark 黑暗中对话

◆ 香港高校
◆ 博物馆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香港历史博物馆
-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项目参考日程表
（以下为往期项目日程安排详情，仅供参考；2019 年实际日程可能因香港中文大学日程安排而有所调整）

附件 1

亚太商业精英项目参考日程
上午

项目编号 CUA1 / CUA2
下午

第 1 天 到达，专车接往酒店

抵达酒店，办理入住

第 2 天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欢 迎 仪 式 CUHK Welcome
Speech & Program Overview

500 强企业实训 500 enterprises practical training
课 题 ： Welcome speech, marketing, research report
writing 欢迎致辞、市场营销、调研报告撰写
地点：Corporate office building 企业写字楼

-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香
港社会及文化发展（商学院教授）
- Introduction 香港中文大学介绍
- Master's application seminar 香港中文大学硕
士申请讲座
- Campus visit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参观

第 3 天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课程 CUHK course
课题：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市场
营销与品牌管理
课堂：business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机构参访 Agencies Visit
地点：City Gallery 香港展城馆
- Introduction 观看简介片

第 4 天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课程 CUHK course
课题：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 trading 投资
学与证券交易
课堂：Business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500 强企业实训 500 enterprises practical training
课题：Financial planning, simulation investment, case
study 财务规划、模拟投资、案例分析
地点：Corporate office 企业写字楼

第 5 天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课程 CUHK course
课题：Negotiation and business impact 谈判
学与商业影响力
课堂：Business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500 强企业实训 500 enterprises practical training
课 题 ： Business etiquette, customer communication,

-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future city planning of Hong
Kong 香港各区发展历史及未来城市规划
- Introd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Hong Kong 香港交通介
绍
- 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s cultural attractions 香港特色
文化地点简介

career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商务礼仪、客户沟通、职业发展、金融行
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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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Corporate office 企业写字楼
第 6 天 香港中文大学结业比赛 Final Presentation
课题：结业比赛 Final Presentation
颁发推荐信（最佳小组）
颁发结业证书（所有学员）
课堂：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500 强企业实训 500 enterprises practical training
主题：Team project report, certificate 团队项目报告、
颁发《实训证明》
企业高管签发《推荐信》（优秀学员）
地点：Corporate office 企业写字楼

第 7 天 人文体验（建议尖沙咀、太平山等）
第 8 天 办理退房，相互告别

返回内地

截止日期 2019 年 4 月 26 日截止报名，先报先得，额满即止；
申请对象 在读本科生、硕士生。
录取人数 每班 48 人左右。
住宿安排 大学宿舍或市区酒店，双人标准间，配有空调、上网设施。
餐食安排 早餐、午餐在大学餐厅统一就餐，晚餐在住宿就近用餐；三餐费用自理，每餐约 20-30 港元。
交通安排 大学、参访机构及酒店之间安排大巴接送。
通行证

学员需自行办理港澳通行证并加香港签注（一年一次有效，一次有效期 7 天，G 签或 L 签）。

项目费用 项目费包括：
大学课程费、结业证书、校园参访、企业参访、住宿费、大巴费、境外保险。
项目费不含：
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订团体机票）、三餐、其他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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