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国际多边合作计划
大学生海外实习实践人才培养项目

CP 海外专业实习项目
（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

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

项目介绍
海外专业实习项目是针对国际大学生设计的职场体验类项目。项目依据学生
在校所学专业，经过面试遴选后，匹配进入国际机构或企业，与当地同事及国际
学生并肩开展为期 4 周或 6 周的职场观摩学习及体验的跨国深度教育及文化交
流项目。
项目旨在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宝贵的海外短期实习机会，帮助青年大学生提高
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观念与服务社会的意识，提高英文沟通技能和工作技能，获得海外工作经验，了解
专业领域的发展运作模式及先进的管理方式。此外，参加项目的学生还可以利用实习之余，参观当地大学，游览风景名
胜，充分体验异国的多元文化，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作为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海外专业实习项目能够让申请人深入观察、亲身体验并积极参与到海外企业的运行当中，
申请人在提高英语沟通能力的同时，可以全面了解海外企业或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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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时长：4 周、6 周
项目时间：寒暑假
目的地国家：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实习地点：伦敦、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休斯顿、墨尔本、奥克兰等
专业划分：建筑、法律、企业管理、商业、金融、会计、市场营销、IT、艺术、教育、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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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示例：


Berkshire Hills Capital

伯克希尔资本



Mohawak Group 莫霍瓦克集团



Smart Business Funding



World Financial Group

世界金融集团



Gramercy Global Media

Gramercy 全球媒体



BF Bond



Associated Foreign Exchange, AFEX 联合外汇



Media Maison



Victoria Production

维多利亚制造公司



Mila International

米拉国际设计公司



AT&T



Verizon 威瑞森电信公司



Harvest English Institute



Wilshire Financial Network 威尔希金融网络



Warner Brothers



Intrigue Entertainment



Logica Capital Advisers, LLC



Pantelion Films



Benztown Radio Networks



TIP Medical Communications



First Independent Boutique Hotel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USA

智慧商业资金

BF 保险
梅森媒体

AT&T 电信公司
哈维斯特英语学院

华纳兄弟
Intrigue 娱乐公司
Logica 资本咨询公司

Pantelion 电影公司
奔驰城无线电网络
TIP 医疗通讯
第一独立精品酒店

美国国际旅游公司

学生收获
a.

真实的海外职场工作体验

b.

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c.

提高独立自主及人际交往的能力

d.

提升英语沟通及应用能力

e.

良好的签证记录

f.

项目证书、实习证书

g.

开阔国际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h.

建立对未来良好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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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类型


寄宿家庭住宿



酒店住宿



公寓住宿

费用说明


申请服务费：2500 元人民币



项目费：$4,390 美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5,190 美金（英国）

费用包含：


遴选评估、资料审核及传递



实习机构匹配与安置



使（领）馆签证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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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期间项目安排、协调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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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费、签证邮寄费
往返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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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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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期间餐食、住宿、交通、旅行以及接送机
接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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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食宿费用：

- 美国实习食宿费：
寄宿家庭提供独立房间的住宿和每日早餐和晚餐（食物或食材），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洛杉矶
4 周（含 4 周以下）双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壹仟伍佰捌拾元整(USD1,580)
4 周（含 4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壹仟玖佰柒拾伍元整(USD1,975)
6 周（含 6 周以下）双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贰仟叁佰柒拾元整(USD2,370)
6 周（含 6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贰仟玖佰陆拾元整(USD2,960)
纽约
4 周（含 4 周以下）双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壹仟捌佰捌拾元整(USD1,880)
4 周（含 4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贰仟贰佰柒拾伍元整(USD2,275)
酒店或公寓住宿费用情况如下：公寓或酒店住宿不含三餐，每日三餐需要自行解决
纽约
6 周（含 6 周以下）双人间住宿参考费用：美金(大写)贰仟壹佰元整至贰仟伍佰贰拾元整(USD2,100-USD2,520)
（以上为参考费用，以最终实际收费为准）

- 英国实习食宿费：
寄宿家庭提供独立房间的住宿和每日早餐和晚餐（食物或食材），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4 周（含 4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玖佰柒拾元整(USD970)

- 澳大利亚实习食宿费：
寄宿家庭提供独立房间的住宿和每日早餐和晚餐（食物或食材），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4 周（含 4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壹仟柒佰玖拾元整(USD1790)
4 周（含 4 周以下）双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壹仟肆佰玖拾元整(USD1490)

- 新西兰实习食宿费：
寄宿家庭提供独立房间的住宿和每日早餐和晚餐（食物或食材），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4 周（含 4 周以下）单人间食宿费用：美金(大写)捌佰伍拾元整(USD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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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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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企业及实习岗位信息（示例）


Columbia Hollywood

简介：好莱坞哥伦比亚学院成立于 1952 年，是加州的一所电影学校，动画和电视方面专业的人才尤为突出。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实习岗位：Film Production Internship（电影制作）
网址：https://www.columbiacollege.edu
建议专业方向：数码艺术、影视制作、电影学



Walter Baker New York

简介：Walter Baker 设计全球知名品牌，服装，手提包和首饰。Walter Baker 的收藏品可以在全球最负盛名的零售商中找到。
实习岗位：Assistant editor, Business admi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walterbaker.com/
建议专业方向：新闻，编辑出版学，工商管理



Tribute

简介：公司通过技术，帮助人们分享更多的与我们深切相关的活动，爱和支持。这种简单的行为将改变人们的关系，生活和世界。
实习岗位：graphic/web desig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s://www.tribute.co
建议专业方向：平面设计，IT



Gramercy Global Media

简介：成立于 2009 年，网上营销代理，一直帮助品牌，运动队，服务提供商和其他客户在互联网上推广和销售产品。
实习岗位：web design/programming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gramercyglobal.com/
建议专业方向：IT



BoConcept New York

简介：北欧风情家居源自 1952 年的丹麦，是全球著名的顶级家居品牌。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拥有 340 多家品牌专卖店。
实习岗位：Marketing，IT，Graphic Design，Web desig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www.boconceptny.com
建议专业方向：营销，IT，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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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tch

简介：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各种包及配饰
实习岗位：business, marketing, graphic desig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www.clutchbags.com
建议专业方向：工商管理，营销，平面设计



Essential Homme

简介：男士杂志，出版季刊和网站，作为成功，时尚前卫读者的阅读资源，反射高端男装时尚和生活方式。
实习岗位：Graphic/UX UI Designer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www.essentialhommemag.com/
建议专业方向：平面设计，IT



The Jazz Gallery

简介：爵士画廊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中心，为最新一代的新兴职业爵士音乐家们与同龄人提供合作的机会，并进行表演。
实习岗位：Graphic desig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www.jazzgallery.org/
建议专业方向： 平面设计



Czechoslovak-American Marionette Theatre

简介：CAMT 致力于保存和呈现传统和非传统的木偶戏。作为来自布拉格的新移民，CAMT 想建立一个基于中欧知名牵线木偶传统的
剧院公司。
实习岗位：business admin，production assistant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czechmarionettes.org/
建议专业方向：工商管理，产品设计



BF Bond

简介：成立于 1949 年，为当地社区提供商业和个人保险服务。
实习岗位：business admi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www.BFbond.com
建议专业方向：工商管理

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



Veterra

简介：生产棕榈餐具，可以承受热食，液体和油类，餐具不会味道泄漏或传播。
实习岗位：business admi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verterra.com/
建议专业方向：工商管理



Mavi New York

简介：Mavi NY 供应和安装卫生间隔间，淋浴间，小便池屏幕，浴室配件，储物柜，台面，视觉显示板，投影屏幕，隔间和轨道，墙
壁和角落保护罩等
实习岗位：Engineer, graphic designer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www.MaviNewYork.com
建议专业方向：工程，平面设计



Venture Out NY

简介：服务于创业公司，提供投资或咨询等服务
实习岗位：Graphic designer, video editor, web designer, marketing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www.ventureoutny.com/
建议专业方向：平面设计，影视传媒，IT，市场营销



Genie

简介：Genie 位于纽约市，提供真正创新的，用户友好的室内设计方法和技术。公司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解决方案，节省客户的时间
和金钱。
实习岗位：business admin, graphic desig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geniear.com/
建议专业方向：工商管理，平面设计



Media Maison

简介：Media Maison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创意机构，专门从事公共关系和营销，包括现在重要的社交媒体的组成部分。
实习岗位：social media, business admi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www.mediamaison.com/
建议专业方向：新闻媒体，工商管理、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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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k and Portal

简介：社交商务平台，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在线购物体验。用户可以使用其应用程序查找适合任何场合和需求的服装。
实习岗位：fashion marketing, business admin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s://brickandportal.com/
建议专业方向：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电子商务



Evolve Media

简介： 媒体制作公司，为合作伙伴提供品牌授权，可以访问数百万受关注的读者和粉丝。 Evolve Media 致力于构建定制内容和体验
式项目。
实习岗位：Digital Marketing Internship（数字营销）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www.evolvemediallc.com
建议专业方向：市场营销、新闻传播



Stampede Venture

简介：融合传统与新兴理念的影视，视频，数字媒体创作公司。
实习岗位：Film Production Internship（电影制作）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s://stampedeventures.com
建议专业方向：数码艺术、影视制作、电影学



MegaMadz

简介： Megamadz 是一家领先的移动广告公司，100％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体验感。
实习岗位：Marketing Internship（营销）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megamadz.com
建议专业方向：广告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Brand Knew

简介： Brand Knew 是一家创意代理和技术工作室，开发创新的数字策略和专有技术，有效地将想法推向市场。 产生网络牵引力，
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关注度。
实习岗位：Design Internship（设计）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s://www.brand-knew.com
建议专业方向：广告学、艺术设计、平面设计、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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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dge USA

简介： 开发电子商务平台，及数字营销
实习岗位：Digital Marketing Internship（数字营销）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s://www.bluedgeusa.com
建议专业方向：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First Access Entertainment

简介：First Access Entertainment 主要经营娱乐业务，提供录音和出版服务以及电影，电视和技术开发以及表演和模特管理，在伦
敦，洛杉矶，纽约和米兰设有办事处。
实习岗位：Digital Marketing Internship（数字营销）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www.firstaccessent.com/roster/
建议专业方向：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Staples

简介：一站式办公采购服务平台，主营纸张、耗材、文具、设备、日常用品等数万种办公用品，支持增票随单,多种订购渠道，提供送
货上门的一站式服务。
实习岗位：Sales & 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ship（销售及业务拓展）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s://www.staples.com
建议专业方向：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Cheesecake Factory Corp Headquarters

简介：芝士蛋糕厂制作各种甜品，还是举办活动的完美场所。从婚礼到家庭聚会，为您提供难忘体验。
实习岗位：Hospitality Internship（接待岗）
所在州/市：Los Angeles，CA
网址：https://www.thecheesecakefactory.com
建议专业方向：不限



Mohawak Group

简介：MOHAW GROUP 成立于 1825 年，是美国最早制造编织地毯的公司，公司有着悠久历史，2012 年其地毯制造规模占世界首
位，MOHAWK 地毯具有非常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
实习岗位：logistics
所在州/市：New York, NY
网址：http://mohawkgp.com/
建议专业方向：物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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