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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寒假赴国（境）外学习交流项目手册（短期项目） 2016 

重庆邮电大学 2016 年度寒假赴国（境）外短期学习交流 

项目手册 

一、 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冬季访学项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inter College 2016 

1. 项目简介 

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推进

我校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加强与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部分简称“UCB”）的

合作交流，我校在校生可申报 UCB 的 Winter 

College。参加项目的学生将会接受 UCB 定制

的两周或三周的学习课程，内容涉及 UCB 在各个领域的精英课程。该项目所有

的课程均由 UCB 本校的教授授课，项目结束后获得伯克利分校颁发的项目证书。

项目由合作方环球翔飞教育负责具体实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负盛名且最顶尖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位

于旧金山东湾伯克利市的山丘上。2015年 USNEWS 发布的美国大学排名中，UCB

位于全美综合排名第 20位，全美公立大学排名第 1名。同时该校的工程学院排

名第 1，计算机科学排名第 1，化学院排名第 1，生物科学排名第 2；经济学、

商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排名均在前 10名。伯克利分校在世界范围内拥

有崇高的学术声誉，曾在 UCB工作和学习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于 69位，在 UCB

的教授中，有 136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 91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项目申请时限：2015年 10 月 26日-11 月 01 日 

 

2. 日程安排 

A 团：2016年1月18 日——2016年2月6日（3 周） 

B 团：2016年 1月 25日——2016年 2月 13日（3 周） 

C 团：2016年 1月 25日——2016年 2月 6日（2 周） 

 

A/B 团 项目日程安排（3周） 

日期 上午 下午 

Day 1 启程飞往旧金山 抵达旧金山，入住宿舍 

Day 2 休整，自由活动 校园参观 

Day 3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4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5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6 Jelly-Belly 糖果厂参观 Napa酒庄参观 

Day 7 索萨利托小镇游览 金门大桥、艺术宫游览 

Day 8 旧金山市中心访问 

Day 9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10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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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12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13 斯坦福大学访问 INTEL公司访问 

Day 14 渔人码头游览 联合广场游览 

Day 15 自由活动 

Day 16 全天体验美国大型购物中心 

Day 17 课程学习 结业仪式，海边烧烤晚会 

Day 18 节目排练 告别联欢 

Day 19 启程回国 

Day 20 抵达国内 

备注 课程内容和时间会因为伯克利方面的调整而调整，最终课程安排会在启程前确定 

 

C 团 项目日程安排（2周） 

日期 上午 下午 

Day 1 启程飞往旧金山 抵达旧金山，入住宿舍 

Day 2 休整，自由活动 校园参观 

Day 3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4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5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6 渔人码头游览 联合广场游览 

Day 7 Napa山谷访问 当地知名企业访问 

Day 8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9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Day 10 斯坦福大学访问 INTEL公司访问 

Day 11 旧金山市中心参观 结业仪式，海边烧烤晚会 

Day 12 全天体验美国大型购物中心 登机回国 

Day 13 抵达国内 

备注 课程内容和时间会因为伯克利方面的调整而调整，最终课程安排会在启程前确定 

 
3. 项目须知 

（1）本项目期间将有随行老师和主办方现地服务老师全程带队。老师将在项目

期间对参加者的学习、生活提供必要的指导，并在必要时提供翻译服务。项目期

间遇到任何困难或需要帮助，请及时同老师联系。老师的联系方式将在项目出发

前告知学生。 

（2）住宿入住酒店期间会有专车接送学生前往学校上课。 

（3）餐饮：本项目不含餐。外出参访及自由活动期间会带领到餐厅集中的地段

用餐可自行选择餐厅用餐，费用自理。 

（4）美国境内交通行程安排内的交通全部由主办方准备，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

方式及费用由学生自行安排、支付。 

（5）酒店内有WIFI 可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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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外保险由主办方统一为学生购买。 

（7）签证：该项目需要美国B-1/B-2 签证，主办方会协助办理签证，签证费（仅

限第一次面签）已包含在费用中。若已有签证不需要再次签证，主办方将退还160 

美元签证费；若签证未通过需多次办理，费用自理。因签证产生的国内交通，住

宿费用自理。 

（8）国际机票由主办方统一为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用学生自理。 

（9）项目费用：A/B 团（3 周项目）人民币29800元。C 团（2 周项目）人民币

24800元。费用包含项目期间的全部课程、住宿、访问预约、学生活动所需费用，

以及项目所包含的交通、签证费（仅限第一次面签）、海外保险费等。 

本项目不含餐费；学生在海外购物、自由活动产生的费用由学生自理；首次面签

未通过，需要再次面签所产生的签证费用由学生自理；机票费用由学生自理。 

 

4. 申请材料 

（1）项目报名表 

（2）护照尺寸证件照2 张 

（3）护照扫描件1 份 

（4）签证所需材料将另行通知 

 

5. 项目流程 

（1）填写报名表； 

（2）缴纳项目费，并签订项目协议； 

（3）主办方将协助学生准备签证材料，并指导学生面签； 

（4）学生机票确认后，缴纳机票款项； 

（5）行前指导； 

（6）赴美参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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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年度寒假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短期交流项目（奖学金项目） 

1. 项目简介 

为推动国际化教学进程，拓宽中

日大学互教互学道路，积极促进中日两

国青少年友好交流事业，以培养学生在 

学阶段的国际视野为目标，拓展

学生领导力为重心，早稻田大学拟定

2016年寒假，邀请我校在校学生赴日进

行为期13 天的学习交流及名企考察等项目。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简称早大，日本著名私立大学。本部

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其前身是1882 年大隈重信设立的东京专门学校，1901 

年改称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是亚洲最为国际化的大学之一，学校推行广博教、

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传统强势科目为政治经济学等文科科学，毕业生在企业中

的满意度常年居日本第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韩国前总统金泳三、以及我国前

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在访日时都选择了在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项目由合作

方环球翔飞教育负责具体实施。 

项目报名申请时限：2015年 10 月 26 日-11 月 30 日 

 

2. 项目内容 

课程安排：早稻田大学的授课内容涉及文化、教育、社会等，授课语言使用英文或中文

或者日语（配有翻译）。 

企业考察：日本这有着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某些领域有着赶超世界脚步

的惊人成绩。作为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实地考察日本丰田汽车、朝日啤

酒等企业，对学生认知企业管理模式和行业竞争力等都有着重大意义。 

文化考察：早稻田大学或日中文化交流中心的整体安排下，拟定参与到以下的文化考察

项目中： 

·学习日本舞蹈 

·在日本传统手工作坊亲手制作蓝染制品 

·邀请日本传统文化老师，学穿简易和服 

·参与和学习日本茶道 

·日本文化课程等（其中自己制作的蓝染制品或简易和服将作为礼物赠送，

上述内容安排根据现地安排存在调整可能） 

社会考察：在京都前往参观金阁寺、清水寺等；前往奈良参观东大寺，享受与梅花鹿的

近距离接触；在大阪，感受日本关西风情；在东京，参观银座、台场、电子

动漫天堂秋叶原等。 

 

3.行程时间 

A团：2016年1月19日-1月31日 

B团：2016年1月25日-2月6日 

 

4. 奖学金：我校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将获得NPO日中留学推进机构5万日元奖学金

（约25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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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程安排 

日  期 日   程   安   排 

第一天 

中国 日本东京 
全天：乘坐国际航班，抵达成田国际机场 

欢迎会 

说明会 

第二天 

东京 
上午：浅草寺 

★<学习内容>：感受日本江户遗风，参观关东地区最人气的文化古迹银座 

★<学习内容>：了解日本最高档的商业区的繁华 

下午：国会议事堂参观 

★<学习内容>：感受日本政治氛围，了解日本议会制度。 

参观台场 

★<学习内容>：御台场的名称源自于「台场」，原指江户时代末期，幕府方面

为了抵御外人入侵，而在日本全国各地海滨所设置的炮台。在

这许多的炮台之中，位于东京湾（当时称为江户湾）内品川外

海所修筑的一系列炮台是特别重要有名的，被称为「品川台场」。 

第三天 

东京 
上午：早稻田大学课程①② 

下午：自由研修 

★<学习内容>：同学们可事先按组调研，自行考察东京人土风情。 

第四天 

东京 
上午：早稻田大学课程③④ 

下午：自由研修 

★<学习内容>：同学们可事先按组调研，自行考察东京人土风情。 

第五天 

东京 
上午：早稻田大学课程⑤⑥ 

下午：自由研修 

★<学习内容>：同学们可事先按组调研，自行考察东京人土风情。 

第六天 

东京 
全天：学习体验茶道与浴衣学习 

★<学习内容>：体验日本传统文化，进一步感受日本的文化底蕴 

第七天 

静冈 
上午：前往御殿场奥特莱斯 

下午：御殿场奥特莱斯 

体验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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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奈良-京都 
上午：企业参观访问（丰田会馆） 

★<学习内容>：了解日本企业文化，学习企业管理制度 

下午：前往奈良参观东大寺、奈良公园 

★<学习内容>：感受关西自然风光及宗教文化 

第九天 

大阪 
上午：企业参观访问（朝日啤酒） 

★<学习内容>：了解日本著名啤酒公司文化，参观啤酒制作全过程。 

下午：心斋桥自由见学 

★<学习内容>：感受大阪最繁华、最潮流特区 

第十天 

京都 
上午：访问京友禅手工作坊 

★<学习内容>：京都蓝染手工作坊体验，在作坊自己学习制作蓝染手绢。 

参观金阁寺 

★<学习内容>：参观京都最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体验京都建筑风情 

下午：清水寺 

★<学习内容>：参观京都最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体验京都建筑风情 

京都祇園 

★<学习内容>：感受古都风情，了解京文化 

第十一天 

京都 
上午：日本舞蹈体验，寿司制作体验 

★<学习内容>：由京都寿司老铺职业人亲自教授，分别亲手捏制寿司 

下午：伏见稻荷大社 

★<学习内容>：参观京都最古老的神社，观赏成排壮观的鸟居。 

自由研修 

★<学习内容>：同学们可事先按组调研，自行考察京都人土风情。 

晚上：毕业晚宴 

第十二天 

京都 
全天：自由研修 

★<学习内容>：同学们可事先按组调研，自行考察京都人土风情。 

第十三天 
返回 中国 
日本大阪返回中国 

 

6. 项目费用 

报名费：RMB ¥500 元/人 

项目费：RMB ¥15,900 元/人 

 费用包含：早稻田大学学费、签证邀请函制作费及邮寄费、海外医疗保险

费、全程住宿费、机场接送费、欢迎会及欢送会餐费、集体活动时的门票

及各项费用 

 费用不含：往返日本机票费、个人护照及日本签证办理费、国际行李超重

费、在日期间的餐费、自由活动时的交通费等个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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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年寒假赴香港跨国名企实习体验项目 

1. 项目简介 

我校与香港信华国际教育集团合作推出暑期/寒假赴香港地区世界 500 强

跨国名企职场实习体验项目（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perience Project，

简称为“IBEP”项目）。 

该实习项目由企业管理培训课程、金融商业实践、国际商业策划大赛、客

户案例分析商业演讲等重要元素构成，既是对大学课程学习的实践延展，也是

对跨国名企的实地考察，使项目学员不仅可以获得跨国企业高管推荐信，还能

收获独一无二的香港工作体验。 

每年假期举行的香港实习体验项目面向来自香港、澳门、内地两岸三地的

优秀大学生及有志于金融实践的年轻人，通过为期七天的工作坊和实战演练，

参观顶尖金融企业，亲历离岸金融市场魅力，体验财富规划师的工作内容，学

习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并培养在多元化环境中独立生存和

进行团队合作的能力。 

实习企业包括：英国保诚、加拿大宏利、美国万通、富卫香港（原荷兰国

际）、富通人寿、安达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跨国企业。 

我校已有44名在校生参加了该项目，部分同学表现优异并获得香港企业高

层的个人推荐信以及毕业后赴企业实习机会。 

项目申请时限：2015 年 10 月 26日-11 月 30 日 

 

2.项目收获 

（1）环球金融操作实战，开启香港职场实战（专业的职场指导，让同学充分认

识国内外的财务理念，环球金融趋势，带领在校大学生走出刻板枯燥的理论课

堂，感受香港白领快节奏、高效率的职场生活。） 

 

●环球金融投资课程 

●环球投资战略运营 

●商业策划书报告 

●香港金融市场战略分析 

●环球基金投资大赛 

●客户案例分析商业演讲 

 

（2）商界顶尖人脉平台搭建（通过与高层交流，同学在无形中拓展了商界人脉，

快人一步构建起高端社友圈，借智者人生为自我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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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汇聚全国顶尖高校学生 

●五百强企业 CEO面试 

●搭建未来职场人脉平台 

 

（3）获得跨国名企实习证书及推荐信（通过为期一周的实习体验，香港跨国名

企将给与学员企业实习证书及推荐信，优秀的学员企业将颁发 CEO 个人推荐信

及实习 Offer。为学员未来步入职场、升学考研的简历书写增加砝码） 

 

●基本投资大赛证书 

●跨国企业公司推荐信 

●跨国企业项目完成证书 

●企业实习 offer （部分优秀学员可以获得） 

●企业高层个人推荐信（部分优秀学员可以获得） 

 

3. 项目时间 

第一期：2016年 01月 17日—01月 23日    

第二期：2016年 01月 24日—01月 30日   

第三期：2016年 02月 11日—02月 17日    

注：项目学生可选择以上其中之一的实习时期，每期有 2-3个实习企业 

 

4. 项目费用 

报名费：RMB ¥500 元/人   网申注册费：RMB ¥480 元/人 

（申请者需电话面试，面试不通过退还报名及网申注册费） 

项目费：RMB ¥3,800 元/人   

住宿费：RMB ¥2,250 元/人（香港 7天 6晚，3-4星级酒店） 

 费用不含：往返香港旅费；香港期间餐费；办理港澳通行证费用；香港期

间个人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