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海外实习实践人才培养计划

美国 500 强名企专业实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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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项目依据学生在校所学专业，经过面试遴选后，匹配进入美国 500 强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的高端精

英并肩开展为期 4 周的实习工作。项目期间，学生入住在当地美国寄宿家庭。

项目提供与 500 强企业精英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旨在帮助青年大学生培养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提

高英文沟通技能和工作技能，获得国际名企工作经验，了解跨国大型企业的发展运作模式及先进的管理方

式。项目能够让申请人深入观察、亲身体验并积极参与到跨国大型企业的运行当中，全面了解国际知名企

业的运作机制及文化背景，极大丰富申请人的人生阅历，帮助确认未来发展方向。

此外，参加项目的学生还可以利用实习之余，参观美国大学，游览风景名胜，充分体验美国的多元文

化，深入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

项目时长：4 周

项目时间：寒暑假

实习地点：全美范围分布

住宿安排：美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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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年满 18 周岁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包含本科、研究生）

 语言要求：主办方测试 7.5 分以上（相当于托福 70 分，雅思 6.0）

费用说明

 申请服务费：2500 元人民币

 项目费：$8,250 美金

费用包含：

 遴选评估、资料审核及传递

 实习机构匹配与安置

 美国使（领）馆签证预约（一次）、签证辅导

 安全教育及行前培训

 实习起止期间全程医疗及意外保险

 在美期间项目安排、协调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美国当地紧急支持服务

费用不包含：

 国际出发口岸往返国际机票

 护照申请费、美国使馆签证费、签证邮寄费

 往返美国使（领）馆及大陆口岸城市搭乘国际航班前后的交通及食宿费用

 在美期间因个人原因丢失重要证件或物品而需要补办或赔偿产生的任何费用

 行李托运费、行李超重费及其它个人原因等产生的费用

 在美期间餐食、住宿、交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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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500 强企业及实习岗位示例

General Motors

简介：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GM）成立于 1908 年 9 月 16

日，自从威廉·杜兰特创建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以来，通用汽车在全球生产和销售包括雪

佛兰、别克、GMC、凯迪拉克、宝骏、 霍顿、欧宝、沃克斯豪尔以及五菱等一系列品

牌车型并提供服务。2014 年，通用汽车旗下多个品牌全系列车型畅销于全球 1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包括电动车、微车、重型全尺寸卡车、紧凑型车及敞篷车。在 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中，排名 18。

 实习岗位：District Manager （区域经理）

Facebook

简介：Facebook（脸书）是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创立于 2004 年 2 月 4 日，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拉阿图。主要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 是世界排

名领先的照片分享站点，截至 2013 年 11 月每天上传约 3.5 亿张照片。截至 2012 年 5

月，Facebook 拥有约 9 亿用户。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名中，Face book 排

在第 98。

 实习岗位：Business Marketing （商务营销）

Tesla

简介：特斯拉(Tesla)，是一家美国电动车及能源公司，产销电动车、太阳能板、及储能

设备。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特斯拉第一款汽车产

品 Roadster 发布于 2008 年，为一款两门运动型跑车。2012 年，特斯拉发布了其第二

款汽车产品——Model S，一款四门纯电动豪华轿跑车； 第三款汽车产品为 Model X，

豪华纯电动 SUV ，于 2015 年 9 月开始交付。特斯拉的下一款汽车为 Model 3，首次公开于 2016 年 3

月，并将于 2017 年末开始交付。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名中，Tesla 排在第 383。

 实习岗位：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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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Health Group

简介：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是一家多元化的健康和福利公

司，成立于 1974 年，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Minnetonka，共有 75000

名员工。公司致力于提高所服务的人民和他们的社区的总体健康和福利，增强

卫生系统的效能。在 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中，排名第 6。

 实习岗位：Consulting （咨询）

The Walt Disney Co.

简介：华特迪士尼公司，简称迪士尼，是世界上第二大传媒娱乐企业，1923

年由华特·迪士尼与兄长洛伊·迪士尼创立。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电影发行

品牌有：华特迪士尼影片（Walt Disney Pictures），试金石影片（台：正

金石，Touchstone Pictures），好莱坞影片（Hollywood Pictures），米

拉麦克斯影片（Miramax Films），和帝门影片（Dimension Films）。华特迪士尼公司拥有迪士尼乐园

度假区、华特迪士尼世界，授权经营巴黎迪士尼度假区、东京迪士尼度假、香港迪士尼度假区和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 52。

 实习岗位：Software Mobile Engineering （软件移动工程）

Northrop Grumman

简介：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成立于 1994 年，是

诺斯洛普公司收购格鲁门公司后组成的。这家公司是世界第 4 大军工生产厂

商（2007 年），世界上最大的雷达制造商和最大的海军船只制造商。美国诺

斯洛普格拉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是世界第三大军工生产厂商，一

家高科技公司，组建于 1994 年，主要为美国和国外的军方、政府和商业客户提供系统同化，防卫电器

和信息技术的创新解决方案。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 440。

 实习岗位：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专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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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l

简介：美泰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 EI Segundo，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在儿童产品

的设计、生产、销售方面处于领导地位。 美泰的主要品牌包括最流行最畅销的时尚娃

娃 Barbie®和 Hot Wheels®, Matchbox®, American Girl®, Radica®， Tyco®

R/C 以及 Fisher-Price® 品牌，包括 Little People®, Power Wheels® 和一系列的益

智类玩具。在中国大陆，美泰共有五家分公司分别在深圳、东莞和佛山。美泰玩具技术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位于深圳市横岗镇。与此同时，中国玩具批发网成为了美泰专业代理网站。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 450。

 实习岗位：Finance （金融）

Edison International

简介：爱迪生国际公司是以公用事业设施和电力建设为主的企业，其下设四家分公司。

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为爱迪生国际公司的子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大的电力设施企

业；爱迪生能源公司是一家著名的独立电力生产厂家；爱迪生财务公司是一家专门为公

用事业项目提供融资的公司；爱迪生企业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力产品零售的公司。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 246。

 实习岗位：Analytics （分析师）

DirectTV

简介：DIRECTV 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总部在美国加州埃尔塞贡多市。它以推行直播卫

星电视为主。DIRECTV 公司由美国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下的福克斯娱

乐集团（FOX ENTERTAINMENT GROUP）辖控。DIRECTV 提供美国达 93%的本地频

道节目服务，包括阿拉斯加与夏威夷。本地频道透过光纤网络传送到卫星广播中心，然

后传送到科罗拉多州的 CASTLE ROCK，发射上行信号。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

名 360。

 实习岗位：Technology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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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am Mirco

简介：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14500 多家连锁店，其中大约有 8500 家在美国，在全

世界大约有 140000 多个顾客，分布在 130 多个国家。Ingram Micro 的总部设在

Santa Ana, Calif，产品有着广泛的市场，公司的额外的附属公司使得公司可以向美国、

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太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Ingram Micro 公司在全世界有 70 个流

通中心，工业生产率以及当日运输的高效保证了顾客能够及时地得到产品。2017 年《财富》美国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 230。

 实习岗位：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T&T

简介：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 创建于 1877 年，曾长期垄断美

国长途和本地电话市场。

 实习岗位：Sales & Business Development （销售及业务拓展）

Verizon

简介：Verizon 是美国最大的本地电话公司、最大的无线通信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印刷

黄页和在线黄页信息的提供商。Verizon 在美国、欧洲、亚洲、太平洋等全球 45 个国

家经营电信及无线业务。

 实习岗位：Sales & Business Development （销售及业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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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介绍

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简称：中外服），成立于 1985 年初，隶属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是由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中外服的宗旨是根据国家对外开放

的政策，利用民间友好渠道，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为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经国家

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先后取得了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教外综资认

字[2000]149 号）、公安部颁发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京公境准字[2012]0031 号）。

中外服以政府间合作为依托，积极利用本身拥有的丰富民间外交资源，协助国内更多高校搭建院校国

际化交流平台，积极推进“第一课堂”及“第二课堂”的项目建设工作。迄今为止，国内合作院校 200 余

所，累计输送万余名中国师生参加各类海外教育及文化交流项目。其中“第二课堂”体系下的 青年师生

赴美社会调研项目 （SRA）、国际志愿者实习项目（VP）、赴美带薪实习项目 （SWT）等获得各合作

院校一致好评。

中外服积极引入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丰富项目类型，为大学生海外交流活动提供更多支持。中外

服坚持把学生的收获和利益放在第一位，项目全程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支持，并建立了有效的院校周报机制，

我们的服务决定着学生们的满意度以及项目的口碑，我们将始终追求项目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服务内容

 项目申请：学生递交申请后，指导学生进行各项申请事宜，与企业方沟通确保实习名额；

 赴美签证：帮助学生预约签证，指导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带领学生去使馆面签

 行前辅导及安全教育培训：提供完善而细致的行前辅导，让学生在赴美之前了解在当地的学习生活，

以便学生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住宿安排：学生在美实习期间的住宿的提前沟通确认及安排落实；

 在美紧急支持及服务：为学生提供紧急支援服务，以确保学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