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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升展 2021年暑期江方高校
大学生遍程項目実践的通知

各会員高校 :

力満足新冠肺炎疫情期日江亦大学生升展社会実践、提升取

立実践能力的需要,同 時力他泊
｀
1申 清辻入海外頂尖大学留学増張

軟実力,2020年 我会咲合高盛集困、WPP集 困、普牛永道会廿

りT事弁所、阿里巴巴集困、宝浩公司等企立,力有需求的江亦高

校大学生提供近程項目実践。

項目実施画期,反噛熟烈,荻得了参々項 目学生11的 一致好

汗。他泊
｀
1大力,適辻残上実可速祥的軟着陪方式,倣至1了 実践不ロ

学可西不渓,不供夏壷了原有寺立理沿失ロス,得至1-定的延伸 ,

遅渉及了斉多未失口的項目飯域,学会了対同題的多象度尽考。他

11反映,企立早岬指早実践ヨト常熟情有耐/い ,帯頷他11深入了解



相关行业的工作理念和方式，对定位自身未来发展方向有很大帮

助。项目结束，所有学生均获得了企业导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 

在此基础上，我会进一步优化项目，丰富参与项目企业名单，

满足更多不同专业学生的实践需求，现将 2021 年暑期项目实施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内容 

远程项目实践以“项目式研究”的方式在线上开展，为期四

周。企业导师围绕本行业的某一个主题布置工作任务，一对一指

导学生完成企业内真实的相关工作内容，并且不定时为学生答疑、

提供职业发展指导等，帮助学生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文化，提

升相关专业经验，提高学生在市场调研、需求与结论分析、论文

写作、与实际工作对接等方面的能力。 

项目配备的企业导师均为海内外名校毕业，具有多年工作经

验，且热心与年轻学子分享自己的心得与收获。 

项目结束，学生将获得企业导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并呈现

实习成果，有益于提高留学申请和求职就业的成功率。 

二、可申请的企业及工作岗位 

    可申请的企业涉及互联网、金融、法学、传媒、地产、能源、

快消等多个行业，如华为、腾讯、bilibili、字节跳动、高盛、摩

根斯坦利、奥美、德勤、华泰证券等，可申请的岗位有审计助理、

法律咨询助理、事业部 PM 助理、投资集团管理实习生、运营实



习生，交易员实习生等，可申请的企业及岗位信息详见附件 2。 

三、项目流程 

1.学生提交报名表及个人英文简历（每人可按意愿申报三个

岗位），部分岗位需进行视频面试。 

2.确定是否录取。 

3.录取后，缴纳项目费用。 

4.与导师建立线上沟通平台。 

5.远程实践（包含 160 分钟以上的一对一线上沟通及 240 分

钟以上工作内容实操）。 

6.获得企业导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 

四、报名条件 

对报名岗位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符合岗位所需任职条件（见

附件 2），具备一定的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 

五、报名截止时间 

请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前将填写好的报名表及个人简历发

至 1498097480@qq.com。 

六、其它事项 

1、我会将组织留学升学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公益

讲座，讲座的具体时间、形式将在 QQ 群（群号：1045413284）

通知。 

 

联系人：陈老师 



活

群

址

Ｑ

屯

Ｑ

地

025…83335211

1045413284

南京市北京西路■5号省教育大反 2003亦公室

附件 :1。 江亦大学生坦程項目実践扱名表

2。 江亦大学生近程項目実践可申靖的企立、取位、寺

立要求 (部分 )

3.江 亦大学生近程項目実践費用

江亦 会

こュ11態



附件 1  

江苏大学生远程项目实践报名表 
 

学生信息 
Student Information 

名字  
First Name 

姓氏  
Last Name 

性别  
Gender 

   

手机号  
Phone No. 

学生电子邮箱 
 Student’s E-mail 

学生微信号  
WeChat 

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学校名称  
School Name 

年级 
 Grade Level 

专业 
Major  学校信息 

School 
Information    

标准化测试成绩 
English Test 其它信息 

Other 
Information □大学四级 □大学六级 □专业四级 □专业八级 

雅思______ 托福______ 

情况说明  
Details 

申请项目名称 
Program Name 

1. 

2. 

3. 

其他说明 
Other 

 

请申请人附英文简历共同提交 

 



附件 2  

 

江苏大学生远程项目实践 
可申请的企业、职位、专业要求 

（部分） 

行业类型 企业名称 所在部门 岗位名称 专业要求 

菜鸟物流 物流实习生 商业咨询 
阿里巴巴 

钉钉事业部 PM 助理 项目管理 

总部物流统筹 物流实习生 物流 
京东 

总部平台运营 运营实习生 电商运营 

战略管理 实习生 企业管理 
华为 

市场/品牌营销 市场营销实习生 市场营销 

Bilibili 市场/品牌营销 运营实习生 
新媒体/平台/
自媒体运营 

腾讯 策划部 实习策划 游戏策划 

中铁信息工程

集团 
项目部 PM 助理 

光电信息工

程 

互联网 

T3 出行 
战略咨询/管理

咨询 
实习生 工商管理 

MSCI（摩根士

丹利资本国际） 
投资管理部 实习生 金融 

投行 

高盛 财富管理 实习生 金融 

Fosun（复星） 投资部 实习生 金融 
投资集团 

贝莱德 咨询部 实习生 金融/管理 



行业类型 企业名称 所在部门 岗位名称 专业要求 

麦肯锡 管理咨询部 实习生 金融 
咨询 

IBM 战略咨询部 实习生 金融 

审计部 审计助理 审计\会计 
普华永道 

商业/管理咨询 助理 商科\管理 

审计部 审计助理 审计\会计 
四大 

毕马威 
商业/管理咨询 PM 助理 商科\管理 

中信证券 研究部 分析师助理 金融 

东方证券 投行部 实习生 金融 券商 

华泰证券 中央交易室 
量化交易员实习

生 
金融 

联合利华 市场/品牌营销 实习生 市场营销 

市场/品牌营销 市场营销实习生 市场营销 快消 
宝洁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你实习

生 
人力资源 

汇丰银行 项目/投行部 实习生 金融 
外资 

花旗银行 投行部 实习生 金融 

奥美 市场部 市场营销实习生 市场营销 
传媒 

群邑 设计部 实习策划 品牌策划 

微软 咨询顾问部 项目实习生 计算机 
计算机 

IBM 技术架构项目

部 
项目实习生 计算机 

央企 华润集团 物流部 物流实习生 物流 

运营服务商 爱立信 技术部 PM 助理 
计算机、通信、

工商管理 



行业类型 企业名称 所在部门 岗位名称 专业要求 

视频技术处理 海康威视 营销支撑部 实习生 理工科 

地产 银城 商业资讯/审计 实习生 
审计\会计\工

商管理 

能源 Shell 壳牌 数据分析部 实习生 金融 

法律 盈科律所 法律咨询 助理 法学 

备注：企业、职位丰富，列表展示有限，更多可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附件 3  

 

江苏大学生远程项目实践费用 
 

一、远程项目实践费用 

10000-13000 元 /人 

因企业和职位不同而费用不同，具体费用标准请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二、缴费事项 

请报名学生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一次性缴纳全部费用至我会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账  号：10 1005 0104 000 6336 

开户行：农业银行南京云南路支行 

三、注意事项 

汇款凭证上请注明学校名称、学生姓名、汇款人姓名，再将汇款凭证

电子版发至149809748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