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i
Global Vitural
Internship 2022
www.fig.hk
travel

INTRODUCTION
What is a virtual internship
Call it what you will: Remote Internship, Virtual Internship, Online
Internship, Tele-working, Telecommuting, it all means the same thing:
you will be completing your internship without a commute and directly
from your own laptop!
Remote internships mean that you can work with professional coaches
from companies across the country or globe to support a myriad of
projects ranging from basic social media support to full business
projects, website designs, market reports, financial assessments,
usability testing code, and much much more.
We offer virtual internships in all career fields, within 3,000+ leading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partnered with elite leaders
working for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through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ial
startups.
Working with us to complete your virtual internship allows you to not
only gain dynamic work , experience but furthers the return ensuring:
• A guaranteed remote internship placement in the location or
career field of your choice.
• Invitation to be a part of our internship community through
weekly group discussions, business webinars, and alumni
support.
• 360°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with an assigned
Internship Coach and two coaching calls.
• Employ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focused guides so you get the
most out of your experience.

BENEFITS OF VIRTUAL INTERNSHIP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PROGRAM

Global Connections
The importance of networking and building global connections is
stressed in nearly every field.
In fact, networking is vital to beginning any global career.
The Virtual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is an excellent platform to
expand your network globally, all from your own home, beginning from
updating your Linkedin profile!

1. Market Research
How to quickly get up to speed on a new topic.
Practical skills you will gain from working on this module:

Time Management & Discipline
Remote working requires high levels of time management and selfdiscipline.
Completing a virtual internship online will allow you to hone these skills
for future work experience, and apply the experience to your resume and
discuss during your next interview.

2. Data Analysis
From data to insight.
Practical skills you will gain from working on this module:

Remote Work Skills
It’s no secret that the recent massive move to remote working will
continu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Many companies are establishing permanent remote work policies,
meaning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professionals with previous
remote work experience & skills in software/platforms,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lving, etc.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s
Unlike a traditional online internship, our Virtual Internships allow you
to choose the working language you prefer to explor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ain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Market research / Data gathering / Synthesis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Compare your work with real model solutions created by the team.

Excel / Financial modelling / Sensitivity analysis
Compare your work with real model solutions created by the team.Excel
Financial modelling Sensitivity analysis
3. Understanding consumer needs
Uncovering needs and resolving trade-offs.
Practical skills you will gain from working on this module:
Powerpoint / Business judgement / Critical thinking
Compare your work with real model solutions created by the team.
4.Client Recommendation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Practical skills you will gain from working on this module:
Synthesis / Client communication / Stakeholder management
Compare your work with real model solutions created by the team.
5.Next Steps
Getting alignment.
Practical skills you will gain from working on this modul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Compare your work with real model solutions created by the team.

遠程實習
日程安排

項目收穫
簡歷寫作 / 企業文化 / 行業調研 / 稅務政策
不同行業稅務概況 / 稅收政策 / 案例分析工具實踐
稅務分析工具 / 實習報告 / 項目證書 / 推薦信

以會計公司為例
項目證書

1 2 3 4 5
Program Week

Program Week

Program Week

Program Week

Program Week

企業導師致辭
項目啟動儀式

啟動行業調研
企業競爭對手

不同行業的稅務
資產股權處理

重組相關的形式
企業研習任務

實習報告任務
發佈及評分標準

企業業務介紹
公司產品介紹

行業龍頭企業
競爭力分析

房地產企業相關
稅務事項調研

企業以股權新式
進行重組方式

導師行業工作
分享及答疑

公司市場策略
公司市場優勢

中國稅務概況
針對大稅種概述

金融企業相關稅
務事項調研

境內外公司上市
案例分析

實習工作總結及
點評

公司人才標準
公司招聘渠道

各地區稅務優惠
政策對比分析表

生產型企業相關
稅務事項調研

對外投資形式
方法、稅收優惠

簡歷點評

案例分析
項目評分標準

各稅種的普適性
的優惠政策分析

教育、遊戲類相
關稅務事項調研

導師工作經驗
分享及答疑

各行業具體稅收
的優惠政策分析

傑出優秀獎

Program week

6-12
實習報告及項目回顧

—
—
—
—

Internship Report

實習報告

Business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Review
End of the Project Evaluation

— Certiﬁcate
— Best Perforamnce Award
— Reference Letter

支持行業導師背景調查的經歷

— Moving foward

遠程實習 (Program Week1-4)
實習任務-I

實習任務-II

實習任務-III
不同行業稅務處理

實習任務-IV
行業調研報告展示 開始寫作實習報告
團隊 合作
商業 比賽

資料收集方法 簡歷寫作 商業寫作 商務演說
審美 領導力 溝通 危機應變 人脈 團隊合作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academics and elective offerings go to www.careerdirect.com.cn

企业导师推荐信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证明
Best Performance Award
所有证书支持由导师本人认证的背景
调查，适用于国内外研究生申请，并由
导师使用邮箱发送推荐信至目标院校。

導師推薦信，支持發郵件至校方

PRODUCT
PLAN NING

RESTRUCTURING
ADVI SORY

产品运营经理，作为互联网团队核心的业务岗位，在产品和运营之间搭建起桥梁，源源不断地为企业创造营收。
产品运营主要包含：内容运营、活动运营、用户运营、商业化运营等类目
岗位职责主要是为用户增长，留存，活跃，收入等具体业务指标负责，动辄操盘上亿级项目；优秀的产品运营经理能负
责整体业务的战略部署，决定企业盈亏。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Restructuring adivsory（重组咨询）越来越多出现在资本市场里，不良资产交易、公司违约、债
券暴雷、P2P清算、企业破产都与之息息相关，是资本市场里自我净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重组咨询灵活性强，每个案子都各具特色，需要强大的财务功底、扎实的法律知识、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甚至出色的谈判
能力。工作中与政府部门、法院、律师、评估师、资金方打交道，致力为代表方争取更大的利益。

研习岗位的亮点

重组咨询研习岗位的亮点

薪水高、成就感强、普适性强、在业务中心离钱近、眼界开阔

综合能力要求高，金融行业中的复合人才
项目导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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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均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就职于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任职产品运营经理，负责几十亿级项目
1）带过团队，参与团队核心策略制定
2）从0-1孵化出多个业务重点项目。擅长营销，增长，商业化变现等方向；拥有丰富的 To B & To C 运营经验
3）作为业务侧校招&社招面试官，熟悉大厂招人标准和流程
4）当年校招拿到多个大厂的Special offer，号称“offer 收割机”，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求职技巧和经验

项目导师背景

项目收获

项目收获

产品运营方法论, 优秀运营经理思考问题的结构化思维, 一份系统的大厂级的项目经历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行业了解：了解四大工作氛围、福利待遇、职业晋升，分享财会行业的职场路
实操案例：根据工作经验，手把手指导完成实习任务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入职培训课程

入职培训课程

培训一：认识互联网行业，了解各个岗位工作内容和职责；掌握产品分析和竞品分析方法
培训二：深入认识行业，了解行业运作模式，拆解商业模型拆解，掌握行业获客&变现方式
培训三：掌握广告投放流程和流量分配模型；以及app/社群增长的业务需求；
培训四：掌握活动运营和活动策划流程和思路
培训五：项目复盘

1.不良资产基础知识普及及尽调要点
2.破产法下破产工作流程及管理人职责
3.如何为困境企业考虑重组方案
4.对不同行业进行战略规划的考虑要点

研习任务

研习任务

任务1: 输出一份行业调研&竞品分析报告，给出产品优化方向
任务2: 通过行业广告投放调研，输出产品投放的全套素材提供给市场部进行投放
任务3: 启动用户增长研究，共同探讨出用户增长解决方案
任务4: 细化用户增长的执行方案
任务5: 结合app上线产品，为用户增长策划营销活动方案

针对不同情况下，不同类不良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处置考虑
任务一：完成一户债权的尽调工作报告
任务二：作为破产管理人撰写工作报告
任务三：困境企业重组方案并做出现金流预测
任务四：选择行业，完成特定企业的战略规划工作

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金融 传媒 市场 国贸 数学 语言 商科 软件 计算机等方向等
适合学生：未来想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学生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 项目时长：5-6周

资深从业者：8年+重组咨询从业经验，现任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咨询部的重组经理；
深谙四大文化：了解四大校招要求、CPA考试建议、四大职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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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财会类、法律类、金融类、管理类、经济学类等
适合学生：大一或以上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 项目时长：5-6周

TAX
CON SULT ING

INVESTMENT
ANAL YST

中国征收税种极为广泛，包括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间接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与房地产有关的税（土地
增值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种等。
在不断演变的税收环境下，企业需要满足合规要求，减少税收风险。无论企业的性质与规模如何，四大均能提供一站式税务解
决方案，助您领先一步。我们跨领域的专业团队深入理解最新税法的内涵和实务规则，设计并实施最佳的税务优化方案，并利
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协助您将税务职能转化成战略性资产。

产品经理的亮点
1. 帮助学员建立一级市场的基础认知、熟悉投资的工作内容和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分析、公司业务拆解、业务数据
分析、财务预测、战略定位、final report/PPT的思路/结构/行业规范、投融资基本面等板块；

产品经理的亮点

2. 基于头部行业的标准，培养良好的职业习惯和意识，包括但不限于：文稿格式、文稿思路、思维逻辑、工作软技能等；
3. 基于前台岗位的性质，明确职业特性及职业优缺点，为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借鉴意义。

现在的税务服务范畴越来越宽，转让定价、企业价值评估、交易链设计、架构设计、上市筹划、税收争议、
国际税收处理等等，与商务咨询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

项目导师背景
项目导师背景

中、美、英三国教育背景，实习期间陆续就职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投行的前台部门，
现就职于某国际顶尖对冲基金，负责公司国际投融资业务。
一级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为企业客户，常见形式为公司融资等。
桥水基金，世界头号对冲基金，创始人为瑞达里奥（著有畅销书籍《原则》），旗下有对冲及私募业务，其中对冲集中于二
级市场，私募集中于一级市场。目前公司管理逾1500亿美元资金，有超过270家机构客户，遍布全球各经济区。

5年+行业从业经验，工作经验丰富。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全科，中国注册税务师，香港注册会计师，大学4年全额奖学金
高考英语单科成绩145分，雅思20天自学达到7.5分，参加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并获得三等奖
项目收获

项目收获

资深从业者：5年+税务咨询从业经验，现任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部；
求职引路人：担任导师五年，在指导税务PTA同时，也指导英文，应试及应聘面试，初级会计、中级会计、管理会计，
税务等科目。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远程实习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行业了解： 对投资行业，及其相关的前台部门的工作认知；
岗位了解： 工作习惯和素养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远程实习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入职培训课程

入职培训课程

1.了解工作基本知识，如大税种的概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2.学习不同行业存在的不同税务事项
3.掌握分析万金油：数据漏斗模型学习

1.
2.
3.
4.

研习任务

研习任务

任务一：对比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任务二：调研金融企业、生产性企业、教育类企业、游戏企业的相关税务状况
任务三：运用数据漏洞模型为客户完成税务报告
任务四：各个税种的普适性优惠政策如何为客户节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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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金融类、财会类、法律类 、管理类、经济学类等
适合学生：大一或以上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 项目时长：5-6周

中国一级市场的玩家分类，及其工作性质与内容；
如何针对某个行业进行价值判断；
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
实战投资中的常见问题和陷阱；

任务一：汽车行业研究，包括行业规模，行业产业链，行业构成，及行业预测
任务二：理想汽车DD， 进行公司研究，包括其公司定位，商业模式，主营业务，财务状况，战略规划，行业定位，竞争对手
任务三：理想汽车FDD，进行财务细化，针对业务数据和会计数据完成并调整基础模型，并试图回答细节问题
任务四：财务预测，得到结果并进行行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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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金融类、财会类、法律类 、管理类、经济学类等
适合学生：大一或以上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 项目时长：5-6周

BUSINESS
PLAN NING

PRODUCT
MAN AGEM ENT
PM （Internet Product Manager），根据所负责的互联网产品是用户产品还是商业产品，可以分为互联网用户产品经理
和互联网商业产品经理。用户产品经理最关心的是互联网用户产品的用户体验，商业产品经理最关心的是互联网商业产品
的流量变现能力。

项目亮点
1. 研习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零售企业之一，已经连续超过20个季度获得双位数销售增长以及占据市场份额前列，在这里
你可以接触到最规范的零售运营模式，近距离接触500强外企工作的机会。

互联网产品经理在互联网公司中处于核心位置，需要非常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市场洞察力和商业敏感度。不但要
了解消费者，了解市场，还要能跟各种风格迥异的团队，如开发团队和销售团队进行默契的配合。目前最著名的互联网产
品经理为百度的俞军，腾讯的马化腾等。可以说互联网产品经理决定了一个互联网产品的成败。

2. 销售计划是相关公司最大的部门之一，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从门店计划到货品调配的整段流程。包括我们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是如何进行销售计划的？二级市场上的热门鞋款倒钩，芝加哥，SACAI等我们又是如何去调整货品数量的计划？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打折进行促销？在哪类型的门店我们可以买到市场上最热门的运动鞋款式？
3. 计划与分析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如何运用数据，对现有数据进行解读，从而给出对应的执行计划。在如今大数据盛行的发展
背景下，各个行业岗位都需要掌握数据分析的这项基本技能。课程中会将基础的数据分析以及逻辑解读方法介绍给大家。

产品经理的亮点
互联网行业的核心职位，CEO预科班，薪水高，普适性强

项目导师背景

项目导师背景

曾任卡夫亨氏管理培训生，负责电商大客户销售，电商销售与计划分析。作为非海外名校与985应届毕业生，校招求职参与
了几乎所有外资500强快消行业管理培训生的面试，其中超过一半获得了最后offer，熟知各大500强外企消费品公司的招聘
流程以及企业概况。
现任某体育零售企业上海总部销售计划经理，掌握全国超过10000+门店的运营与销售分析计划方案。4年+的消费品行业从业

资深从业者：5年+互联网产品经理从业经验，现任微信高级产品经理；
求职引路人：某互联网公司校招面试官，已成功辅导200+学生拿到理想的互联网offer；
深谙学生痛：个人校招求职通过率100%，任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多所高效特邀求职嘉宾，了解学生心路历程。

经验，设计课程并辅导学生超过200人，协助学生获得500强名企以及海外名校offer。
项目收获

项目收获

行业概况：了解消费品/零售行业的各种岗位特性，帮助自己未来更好做出职业选择。
求职指导：针对学员现有经历，帮助完善针对性的行业求职简历，以及指导学员未来发展方向。
计划分析：了解零售行业的销售预估以及销售分析的基本方法，灵活运用各种销售计划指标进行销售预估以及指标拆分。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远程实习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 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行业了解：了解互联网行业各种岗位特性，帮助自己未来更好地做职业选择。
设计思路：资深产品经理手把手教你如何设计互联网产品，获取第一流的方法论及思考方式。
建立人脉： 团队协同，头脑风暴，通过项目结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龄人。
实习证书： 远程实习证书、导师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及支持海外留学申请推荐信认证。
入职培训课程

入职培训课程

培训一：结构互联网行业及产品经理
培训二：市场与竞品分析
培训三：需求挖掘与分析 课程内容总结
培训四：产品设计与开发 课程内容总结

培训1：公司行业简介以及个人求职简历辅导
培训2：线下门店走访（因应课程需要存在调整可能）
培训3：基础零售指标以及数据分析介绍
培训4：门店销售计划预估

研习任务

研习任务

任务1：市场与竞品分析培训课程内容总结
任务2：互联网产品市场与竞品分析
任务3：行业相关书籍阅读与读书心得记录
任务4：实习报告同步撰写
任务5：产品设计与策划输出
任务6：产品功能文档，按照需求背景、需求范围、需求详情三部分来书写

任务1：行业调研报告，个人针对性行业求职简历
任务2：线下门店走访调研报告
任务3：门店零售指标数据分析报告
任务4：门店销售计划预估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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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金融 数学 商科 软件 计算机等 | 项目时长：5-6周
适合学生：对零售或快消感兴趣的学生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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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语言：培训语言中文 | 研习文书：中文+英文 | 适合专业：金融 数学 商科 软件 计算机等 | 项目时长：5-6周
适合学生：未来想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学生 | 在线研习生人数：10人一组

REFERENCING POLICY

(如何在简历以及领英中展示你的实习经历)

1. CV Policy
Upon completion of a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you may add
it to your CV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olicy.
If you decide to include you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s on your
CV,
You must include it in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ction.
Alternatively, you can identify it as a ‘Certiﬁcation’ or
‘Achievement’
You must refer to you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s using the
wording provided below.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sert Company Name]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Participant
[Year of Completion] - [Insert Approximate hours]
Participated in the open access [Insert Company Name]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with GVI.
Tasks Completed include:
●
Task A
●
Task B
●
Task C

2. LinkedIn Policy
Upon completion of a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you may add
it to your Linkedin Proﬁl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olicy.

❌You must not include any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as work experience
or employment on your LinkedinProﬁle.

If you decide to include you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on
your Linkedin Proﬁle, You must include it in the ‘licenses &
certifications’ section.
Alternatively, you can identify it as a ‘Certiﬁcation’ or
‘Achievement’
You must refer to you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s using the
wording provided below.

Licenses & Certiﬁcations
Name: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Participant
Issuing Organisation: [Insert the organisation that you
completed you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with CDC]
Credential ID: [Insert your Unique Enrollment Verification
Code.(e.g. GVI20200922ali367 )]
Credential URL: [Insert your Certificate URL(e.g.
http://www.careerdirect.com.cn/GVI/completioncertificates/Alibaba)]

TIFFANY WONG
PROJECT MANAGER

PROFILE

Resume Service

EXTRACURRICULAR & ACADEMIC ACTIVITIES

I have obtained rich experience and
various skills in program management during my past 3 years serving
for the ﬁnancial ﬁrms between HK
and Beijing. Through closely working
with colleagues and senior managers, I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e
process of a program implementation from initial preparation to ﬁnal
support.
I have also acquired excellent
English skills while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addition,
I am very detail-oriented and have
coached other team members
before.

2020 / bridegwater/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3 months)
Participated in the Virtual Experience Program with Career Direct Capital Group
Tasks Completed include:
-Task A: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relation to the future and stock market;
Analysis in terms of current trending deals;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Task B: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analysis; New market; Indicators and Tools of
analysis;
-Task C: Basic Components of pitch book; Comparable Analysis; Pre & PPT skills

2019- 2020/ VOLUNTEER& / PROJECT MANAGER
Redesigned and promoted the volunteer& projects include: Chernobyl Children
Project in Ukraine, Afghanistan Refugee Camp, and Wenchuan China, more than
20 thousands visiting my promotion webpage Vice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Charity Auction in New York, in charge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and raised $4100 for the UNHRC in Winner of 2017.
Promoted UNHRC as the Campus Ambassador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 more
than 500 students signed up.

E D U CATI O N

C O NTACT
ROOM 202, NO.7 JIANGUOMEN
STREET, BEIJING P.R.CHINA
+86 (10) 6033 8888
cdcapital/tiffanywong

2019 - PRESENT B.S in TRADE &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B.S in Int’l Trade and Economics, Expected July 2017 GPA: 3.5/4 Top: 20%
Major Courses: Corporate Finance, Accounting, Monetary and Banking

2019 - 2020 OVERSEA STUDY PROGRAM

tiffanywong

HARVARD / WHARTON / COMLUMBIA / YALE

tiffany.wong@volunteerand.org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UIBE Student Ofﬁce, selection ratio15/500
Representative Courses: -Market and Marketing Strategy, Analyzing Company
Accounts, Business Leadership/Human Resources and Business English Skills

ACHIEVEMENTS
Top 3 Finalist,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 in
Harvard.
Champion, The Case Competi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BBIES
GYM

BOOKS

SKILLS
English

Adobe

Spanish

Photoshop

German

MS Word

REFERENCES
SHOPPING

Mr. Gildon Nord

Prof.Michael Wong

Mr. Jacky Guo

Vice President

Professor in Harvard

Chief Execitive

vice.president@ms.com professor@harvard.edu
+123.456.789
+123.456.789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 项目为每一学员提供一对一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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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guo@careerdirect.com.cn
+86.10.6033.8888 ext.808

Hong Kong

戴德为在校学生特别设置了“香港项目”。
在这里，将汇聚一群有梦想、有潜力、有才华的年轻人，在逐梦的
道路上与你一起并肩前行。
通过企业培训 课程、企业比赛，你将领略世界级教授的风采、了解
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深入讨论鲜活的商业案例。
在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你将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名校精英们共同进
步，在探索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18

19

香港項目工作任务

1

500 强企业培训

2

500 强企业研习报告

3

企业商业比赛

完成五百强企业培训。行业概览、人才标准、招聘渠道、
常规及非常规的进入渠道等。

完成 500 强企业培训并完成英文报告写作，可获得由
企业高层签署企业研习证书。

参与企业商业策划书比赛 (www.bp.org.hk)，可获得
企业高层签发商业策划书比赛证书。

企业高层演说
参与学生在项目第五天向企业高层商务演说，完成任
务的学员可以获得企业高层签发推荐信。

实习报告
完成全英文实习报告，往届实习报告参考参考：

项目亮点之一

跨国企业香港研习

企业研习内容

1

企业培训

企业导师

香港金融概况：跨地区行业了解
风险管理：公司产品设计工具
企业文化：了解公司的企业愿景
投资工具：了解公司产品优势
企业年报：通过年报分析了解公司动向

学员将进入跨国金融企业，我们学员与导
师的比例高达 2:10。 在资深员工的全天候
指导下，充分了解公司的架构，晋升制度
和发展空间，并在日常培训和与员工的交
流过程中深入认识 500 强工作当中的能力
需求及压力。

现金流比赛

报告 / 演说

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涉及到各种理财概念，
学员将透过现金流比赛的过程为人生不
同阶段进行财富增值，避险和长线投资
等的操作，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谨慎
或大胆的判断，借此了解跨国企业理财
策划师如何把理论运用在日常工作。

跨国企业客户案例分析：分析客户需求
行业金融产品分析：寻找产品差异化
市场调查报告：客户咨询技巧实践
行业竞争报告分析：产品优势定位
企业产品发布会：公众销售推广能力
企业商务演说：应变能力与抗压能力

项目亮点之二

香港项目证书

高层推荐信

企业研习证书

参与学生完成研习报告，成功完成商业策
划演说后，可获得由企业高层针对其工作
表现签发推荐信。企业高层推荐信将连同
高层名片一起签发，以便日后留学申请。

参与学生完成完整的企业实习报告后，将
可获得由企业高层签发之企业研习证书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

商策比赛证书
证书不会改变世界， 我们
留给拥有证书的人去改变

2

£ 最佳表现奖

参与学生满足相关要求可获得由企业高层
签发之国际商业策划书比赛证书。 关于国
际商业策划书比赛，可浏览 : www.bpc.
hk。

表现钱 30% 的学生可获得 500 强企业高
层签发的最佳表现奖。

APPLYING
TO US
步骤一：提交申请
在线申请 - 登陆公司网站完成在线申请

我们拥有 8 年求职培训经验，与超过 100 所国际知名企业、创
业公司提供专业定制化的雇主品牌服务，为海内外大学生提供一
站式求职解决方案，致力于引领大学生迈好职场第一步。

步骤二：交纳项目申请费用：850 元
申请者需在收到初审通知邮件后，需向
戴德公司提交人民币 850 元或其他等值
外币作为项目申请费用。若学生不通过
面试或因为公司的原因取消项目导致你
无法继续参加，申请费用全额退还；若
学生通过面试而因为个人原因退出，该
申请费不予退还。

该申请者将会对项目做出积极的贡献，
戴德客服部将向申请者发出电子录取通
知书。
步骤五：交纳项目费用
申请者需在收到电子录取通知书的七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缴纳项目费用人民币
7,980 元（全中文实习项目）或 9,980
元（全英文实习项目）。
步骤六： 项目启程
项目开始前一周，请阅读项目参与指
南，并下载相关资料，在 Program
Experience Manager 陪同下开始你的

步骤三：电话面试
申请者缴纳申请费后，戴德人力资源部
对申请者进行面试，考核其综合素质和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
能力。若考核不通过，申请费用全额退还。
步骤七： 后续项目
项目结束后，学员可三选一参与后续项
目:
步骤四：录取通知
如果申请者成功通过面试并且公司认为

选项一 : 免费参加世界 500 强企业（香
港）线下研习项目；
选项二 : 7980 元参加伦敦项目 + 巴厘
岛项目 + 香港项目
选项三 : 12800 元参加伦敦项目 + 巴厘
岛项目 + 香港项目 + 联合国项目 .

"I have been challenged
and pushed further than
I could have expected taking me to new places,
new ideas 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leadership and
of my role within it.
I feel the program has
laid the ground stone of
my career.
Now and for the future."
Steven Jiang
Tsinghua Unvi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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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i

global
virtual
internship

+852 2601 5555
www.fig.hk
Flat C11, 4/F, WINFIELD INDUSTRIAL BUILDING,
NO.3 KIN KWAN STREET, TUEN MU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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