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

织，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学技

术协会组成，其宗旨是为经济社会发展、为提

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科学工作者服务。中

国科协主管的全国学会198个，地方科协3141

个，企业科协1.3万多个，街道科协8400多个、

高校科协550个。

承办单位：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科协科普

活动中心）成立于1988年，是中国科协所属社会

公益性机构，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的中国科协青

少年工作部。中心致力于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

普及传播科学技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培养

未来一代的科技创新人才。中心与全国31个省

（区、市）科协的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机构以

及各地科技场馆等校外教育机构，形成了中国

科协系统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和公众科普工作网

络，共同组织实施各种全国性科技教育项目及

示范性科普活动。

中国科协书记处程东红书记（左起第一人）、国际部李秀亭
副部长给实习生颁发实习证书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李晓亮主任祝贺香港实习生生日



彭    云

彭   云女士为实习活动十周年题词

曾任：

教育部副部长

国务委员、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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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习活动简介

自 2002 年始，中国科协开始实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十三年来，港澳台十几所高校三千多名在

校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实习活动的接待单位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昆明、南京等五个城市的百余家知名企事

业单位，涉及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医药卫生、金融证券、建筑、新闻媒体、法律等多个行业。

活动宗旨  培养熟悉两岸三地经济、法律、文化的青年人才                        

活动性质  公益活动

活动内容  实习工作和参观访问活动相结合

※ 提供实习岗位，进行社会实践，获取经验，提升专

业能力。

※ 为港澳台及内地大学生提供相互认识、交流的机会。

※ 组织社区访问，了解大陆社会、文化与生活

※ 安排参观活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港澳台大学生在听取白岩松讲座后合影 实习生在奥运场馆鸟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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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报及录取

申报资格

※ 申报人必须为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 港澳台在校二三年级大学生或研究生

※ 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 

如何申报

1、活动不接受实习生个人申报，可通过以下渠道报名

港澳地区：学生事务处或相关院系办公室

台湾地区：院校学生事务处

中华公共事务管理学会

台湾科技产业协会

各有关学校及机构会组织相关活动说明会

2、需按照要求仔细填写《暑期实习体验活动报名表》

录取条件

※ 必须承诺遵守内地法律、法规

※ 必须承诺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及

  实习生守则

※ 身体健康，无既往病史

※ 必须签署暑期实习活动责任声明书

※ 必须在居住地购买个人意外保险、医

  疗费用保险等

提示：

按照提交报名表时间顺

序及实习岗位要求录取，额满

为止

录取结果由学校及相关机

构通知，实习开始后不得

更换实习单位

台湾大学生在听取龙乐豪院士讲座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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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习生守则

※ 遵纪守法。

※ 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尊重指导老师的安排。按时上下班，不无故缺勤。

※ 注意工作着装仪表，言行举止符合实习单位形象。

※ 遵守岗位工作安全规章。制造业、加工业单位实习的学生要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操作。

※ 按照主办单位要求参加集体活动，提前离去需通知主办方负责人。

※ 周末欲离开所在城市进行旅游、访友的同学，须提前三天向团长递交申请书 , 获得主办方负责人同意后，

方可成行。

※ 外出须两人或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不能单独外出活动。

※ 按规定遵守作息时间。周日至周四晚上返回时间不应超过 23 时，周五至周六不应超过 24 时。如遇特殊情

况不能按时返回者，应提前通知主办方负责人。

※ 实习活动结束前，认真填写调查问卷，提交实习总结和评估。

※ 实习期间不得无故退出活动，若与特殊情况提前结束活动须提交书面申请并获得校方与主办方的同意，方

可结束活动。

中科院科普报告团孙万儒教授
给实习生做报告

奥雅纳CEO讲座 实习生在中央电视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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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4 年实习方案

实习城市：北京

实习时间  港澳学生：6 月 20 日 -8 月 16 日（57 天）

台湾学生：6 月 27 日 -8 月 16 日 （50 天）

实习费用：港澳学生 7000 元 台湾学生 6230 元

上述费用不含餐费、往返机票费、医疗费、市内交通费等。提前退出实习活动不予退款。

实习导师：实习单位优秀职员或主管。

主要活动：

活动内容 时间安排

实习生在实习单位工作 工作日 8：30-17:30

参观慕田峪长城、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等 周末

访问北京社区居民 周末

听专业性讲座 周末

参加两岸四地大学生暑期实习联谊活动 8 月份

观看文艺演出 7 月份

参加欢迎仪式及结业式 6 月份及 8 月份

备注：此为暂定计划，请以活动开始之前活动手册为准。 台湾大学实习生在中国银行实习

实习生访问来广营社区实习生拜访中科院钟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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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国科技馆（新）

中国科学技术馆是内地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科
技馆，主要教育形式为展览教育，同时还组织
各种科普实践和培训实验活动，通过让观众通
过亲身参与，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和感悟。
接待人数：4名
岗位：科技辅导员 网络编辑
专业：教育、网络等（理工科背景）
网址 ：www.cstm.org.cn

 

信息技术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旗下的内地上市企业，也是国
内最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上市企业之一。方正
科技致力打造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IT服务提
供商，其主营业务覆盖生产制造、产品、销
售、服务和运营五大环节。
接待人数：4名
专业：营销、工商管理、广告等
网址：www.foundertech.com

金融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为中国五大商业银行之一，旗下设
有公司和研究所等机构，在中国内地、香
港、澳门、台湾及37个国家为客户提供全面
的金融服务，主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
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
务等多项业务。
接待人数：20名
专业：金融、财务、国际贸易等
网址：www.bank-of-china.com

第五章  接待单位名录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瑞华是我国第一批被授予A H股企业审计资格
的民族品牌专业服务机构和美国PCAOB登记机
构，从业人员9000多名、注册会计师2600名、
合伙人320名、全国会计领军人才23名，为多家
企业提供多元化，高品质，全方位增值服务。
接待人数：6名   
学生专业：审计、税务、会计等
网址：www.rhcncpa.com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
称天职国际，创立于1988年12月，总部北
京，是一家专注于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税务
筹划、司法会计鉴定 与破产管理人、工程咨
询、资产评估的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接待人数：4名 专业：会计等
网址：www.tzcpa.com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始建于1981年，是中国本
土执业最早的大规模综合性事务所之一，总部
设于北京，提供审计、税务、咨询、资产评估
和工程造价等服务，拥有员工约2400人。
接待人数：2名 专业：会计、财务等
网址：www.grantthornton.cn  

 

北京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
国内200多家企业成功提供过企业并购、借壳
上市、私募融资等财务顾问服务，其中服务过
的上市公司就达到70多家，同时担任着30余家
上市公司的常年并购顾问，协助客户高效开展
各行业领域的并购整合战略。
接待人数：6名 
专业：金融、经济、投资、并购等    
网址：www.hollyhig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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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中央电视台（港澳学生）

中央电视台央视拥有45个电视频道，是世界上
电视频道数量最多的电视台，已初步形成以电
视传播为主业，电影、互联网、报刊、音像出
版等相互支撑的多媒体宣传、广告经营和产业
拓展的多元化经营格局。
接待人数：10名 
学生专业：传媒、新闻、中文等
网址：www.cntv.cn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湾学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创办于1941年12月
3日，是中国向全世界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
目前使用 61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每天累计
播出节目时数已达2471小时，海外发射播出
222.5小时，境外卫星、有线播出157.5小时。
接待人数：10名  
专业：新闻、中文、管理等文科类
网址：gb.cri.cn

 

北京电视台

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主流媒体之一，节目已覆盖36个省会城市、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北京覆盖可接收人口已突
破8个亿，国内总覆盖人口超过2.5亿。
接待人数：20名 
专业：中文、传媒、新闻等相关专业
网址：www.btv.com.c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拥有独立发射机构的国有
广播电台，全台辖有9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
网、 1个节目制作中心、14个职能部门以及全
资国有注册资本2.74亿的北京广播公司，旗下
员工1000余人。
接待人数：20名  
学生专业：中文、传媒、新闻、策划等
网址：www.bjradio.com.cn

 

精品购物指南报社

《精品购物指南》创刊于1993年，是北京
最为成功的生活服务类报纸，每周一、四出
版，以“全方位的消费报道、超敏锐的社会
触角、新生活方式的倡导、高品位的设计制
作”为追求，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关注百姓的
生活。
接待人数：4名    
专业：新闻、中文等
网址：www.lifestyle.com.cn  

 

和讯网

和讯网创立于1996年，从中国早期金融证券
资讯服务脱颖而出，建立了第一个财经资讯
垂直网站。经过十六年的专注耕耘，和讯网
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业内的优势地位和品牌影
响力，成为财经互联网专业、高端及品质的
代表。
接待人数：4名 
专业：金融、证券、新闻
网址：www.hexun.com

中华工商时报社

中华工商时报是以财经报导为主要内容的全
国性综合经济类日报，向海内外发行。在全
国各大中城市以及法国巴黎、马来西亚吉隆
坡等地设有36个记者站。
接待人数：6名   
专业：中文、新闻、财经、经济
网址：www.cbt.com.cn

闪亮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台湾学生）

闪亮文化传播公司成立于2000年, 是一家从事
影视制作、大型国际影视文化活动策划并为
中外电影产业的合作与交流提供咨询服务的
外向型民营文化传播机构。
接待人数：3名 
专业：导演、摄影摄像、英文
网址：www.shinewor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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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
6月，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所以农业生物技术前
沿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国家级非营利
性科研机构。
接待人数：2名 
专业：生物、化学等
网址：http://bri.caas.net.cn
电话：8610-6891985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以作物品种资源、遗传育种、分子生物学和
栽培生理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国家级作物科学
创新中心、国际合作中心和高级科技人才培
养基地。
接待人数：2名 
专业：生物、化学等
网址： www.icscaas.com.cn

 

钢铁研究总院（新）

钢铁研究总院材料科学研究领域覆盖了功能材
料、结构材料、高温合金、粉末冶金、焊接材
料、非晶微晶合金等，是国家冶金分析测试技
术的权威机构，拥有1个国际级重点实验室和5
个国际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接待人数：3名 
专业：冶金、材料、机械等
网址：www.gtyjzy.com

建筑、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业务范围以水运工程为
主，并涉及建筑、计算器信息技术、公路、水
利、海洋工程、桥梁等方面。
接待人数：10名 
专业：土木工程、结构等
网址：www.pdiwt.com.cn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组建于1982年，是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大型建筑
房地产综合企业集团，建筑业和地产业为主。
接待人数：20名  
专业：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等
网址：www.cscec.com.cn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业务范围涵盖建筑与市政
工程勘察、设计、服务、工程承包及城镇规
划、建筑与市政工程技术研发等。在中国130
余个城市和全球60余个国家共完成工程设计项
目20000余项。
接待人数：4名 专业：土木工程、建筑等
网址：www.cadreg.com.cn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是国家建设部
系统甲级设计单位，主要从事各种类型的大中
型民用与工业建筑设计。
接待人数：2名 专业：建筑学、结构专业
网址：www.cabr-design.com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业务范围包括：城市规
划、投资策划、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民用建筑
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建筑智
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工程监理等领域。
接待人数：10名  专业：土木工程、结构设计
网址：www.biad.com.cn

 

奥雅纳工程顾问北京分公司

奥雅纳工程顾问专门提供独立的工程技术咨
询服务。在世界33个国家设有73间分公司和
常设办事处。从事各类型构筑物例如土木工
程、桥梁铁路等方面的设计及顾问服务。
接待人数：2名    
专业：结构工程
网址：www.ar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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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公关

信诺传播

信诺传播是一家专业的活动传播服务公司，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活动传播解决方案。公司通
过整合创意策划和活动管理等专业资源，为满
足客户的品牌活动、市场活动和公共活动等需
求进行专业服务。
接待人数：6名 
专业：新闻、广告、策划等
网址：www.acrosschina.com

智美新媒（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智美新媒立足于新媒体策划与传播的网络营
销公司，致力于向优秀企业提供以网络为
主，涵盖平面、电视、广播等媒体的整合营
销服务。
接待人数：6名 
专业：新闻、传播、策划
网址：www.pr1ad2.cn

 

拓索市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拓索市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市场调查与研究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其核
心目标是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日本和韩国等亚太区客户提供市场研究整体解
决方案。
接待人数：6名  
专业：市场营销、策划、广告等
網址：www.dixintong.com

北京迪信通商贸有限公司

迪信通是中国大陆最大手机专业连锁企业。业
务覆盖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北等地区，拥有
1100多个连锁直营店。
接待人数：4名
专业：市场营销、市场策划、广告等
網址：www.dixintong.com

律师事务所

天睿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注
册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是一家专门从事国内
和国际商事法律业务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接待人数：4名 专业：法律    
网址 ：www.gp-legal.com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岳成是首届“全国十佳律师”岳成创办的大
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有律师100余名，受
聘担任500余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新闻机
构、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
接待人数：4名 
专业：法律  
网址： www.yuecheng.com

社会团体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是中国大陆中小企业、企业经营者自愿组成的
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从事为中小企业提供创
业辅导、管理咨询、投资融资、技术支持、企
业信息化、展览展销和法律咨询等服务。
接待人数：4名 
专业：营销、管理等
网址：www.ca-sme.org 

中非民间商会

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
流中心、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三方共同发起组
建的全国性、非营利性民间商会组织，主要从
事中国和非洲各国公司间的商务媒介。
接待人数：6名    
专业：国际关系、信息、管理、人力资源、国际
贸易、外语（英语、法语、葡语）
网址：www.cab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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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 住宿饭店

部分实习单位及华泰酒店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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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选择实习单位

1. 选择实习单位前通过互联网对实习单位性质及业务做充分了解。

2. 在考虑自身能力和专业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专业相关的有兴趣的

岗位；

3. 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规划选择有可能对求职有所帮助的岗位。

4. 不要盲目追求实习单位的名气和规模。一些体制完善的中小企业

往往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经验。

5. 征求学校老师关于选择实习单位的意见。

中国银行实习生合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策划中心张宇程主任
与香港实习生在活动现场

实习生参观香港驻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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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住宿

主办方为实习生提供三星级公寓式酒店住宿

华泰饭店（三星级公寓）

北京华泰饭店为公寓式商务酒店，位于东三环劲松桥畔，交通便利，紧邻地铁 10 号线，劲松站 D 口

出直行约 5 分钟。酒店周边有王府井洋华堂、京客隆、晨曦百货等多家商场超市，并有著名的国际眼镜

大厦和潘家园古玩城，去往天坛公园、北京欢乐谷、龙潭湖、北京游乐园等地亦非常便利。室内设有电话、

电视机并能上网，饭店附近食宿交通较为方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东口（劲松桥往南路西 200 米左右）

电话：8610-67716688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

專    業

健康狀況

免冠近照

電子照片

申請實習時間聯絡電話

性    別

家庭地址

普通話

目的地活動期間有無自行外出的旅遊計劃

英語

技能

個 人

履 歷

實習目標

注：需填寫必修及選修課程的科目

自述內容（儘量詳述，500字以內）

個人興趣、愛好、表演才藝等

獲獎情況、課外活動、工作經驗

家長意見

所修專業的

主要課程

院    系

電子郵箱

申請的實習
   單 位

其他語種/     
  程 度

年    級

电脑技能：   AutoCAD   结构分析软件   PKPM   網頁製作   圖片處理  

             PowerPoint幻燈片   office  （注：請描述操作程度）
专业技能： 

建 築 類：   對结构設計有初步瞭解   對國內規範（GB code）有初步瞭解

會 計 類：   對國內會計準則有初步瞭解

法 律 類：   對國內法律制度及法規有瞭解

其他：   組織體育競技活動    文娛活動

申請實習所在的城市 :     北京 

一般      較好      熟練

吃力      一般      較好      熟練

2014 暑 期 实 习 体 验 活 动 报 名 表

   院校：                                                                       编号：

www.cast.org.cn/ips登陆查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中国科技会堂C座2层

电话：8610-68511165

传真：8610-68510419

网址：www.cast.org.cn/ips

邮箱：zjjh@cast.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