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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经商学院项目常见问题
Chapter 1 整体问题
【Q1】这是正规机构吗？
【A1】中国网财经中心（finance.china.com.cn），公司全称北京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实缴注册
资本 1 亿元，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领导，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
是国内极少数具备独立新闻牌照的官方媒体，具有 11 语种版本，是中国进行国际交流的国家级窗口，
是国家重点扶植“三台四网”之一，是“两会”“G20”等国家重大事件指定网络报道与直播平台。
【Q2】你们做什么业务？
【A2】中国网财经中心主营业务包括媒体、资本和商学。其中，商学业务品牌为中国财经商学院，主
营国内外教育交流项目，是国内目前唯一拥有中央级官方背景、拥有央网新闻源全媒体传播矩阵、拥
有教育圈资本圈全行业智库、拥有海内外高校名企官方合作、拥有长期全面的校友活动，面向学生、
成人和企业的综合教育服务平台。
【Q3】你们有什么项目？
【A3】我们提供全行业最官方、最低价、最有干货、最有收获的国内外交流项目：
1）国内高校项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创新创业课程等，高校官方独家，官
网可查，授予结业证书及推荐信。
2）香港高校项目：香港理工大学课程/NLP 国际认证，官网可查，授予官方邀请函、证书及推荐信。
3）香港企业项目：世界 500 强金融实训，立法会/TVB/凤凰卫视/数码港/黑暗对话/港府义工，项目
费 3980 元含 6 晚香港四星级酒店标准间住宿。
4）英美高校项目：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系列官方课程，授予课程成绩单及教授推荐信。
5）考试培训类：ACCA、CFA 等财经类考试培训，考点独家合作。
6）企业培训类：研修班、内训等，中央级官媒背书，全行业智库支持，全高校师资合作。
7）校友增值服务：央网新闻源专栏报导、媒体共振传播、国内机构参访、每周投融资对接、每月路
演直播、每半年圆桌论坛、每年年度峰会。
【Q4】你们是谁？
【A4】中国财经商学院，团队来自北大、清华、剑桥、耶鲁等国际名校，曾供职于财经媒体、金融机
构、互联网名企，并具有多年国际教育业务相关经验，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欧洲、美洲、东北亚、
东南亚地区都丰富的项目执行资源。目前商学院已聚合 50 多所国际顶级高校、8000 多家国内上市挂
牌企业、200 多家主流媒体、200 多位商学学者，建立完善的国际教育生态系统。目前最紧密的战略
合作方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欧商学院、新华都商学院、
剑桥大学、耶鲁大学、九鼎投资、中国移动等。
【Q5】你们和同类机构有什么区别？
【A5】1）从股权结构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股东是个人，中国财经则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控股；
2）从注册资金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是认缴百万级别，中国财经则是实缴 1 亿元；
3）从经营范围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主要是教育咨询，中国财经则涵盖媒体、资本、教育；

4）从项目性质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项目属于非官方合作，中国财经则凭借国务院新闻办、外文局
和中国网资质，达成官方合作，如国内高校项目官网可查，国际高校项目授予官方邀请函成绩单学分
证明，国际企业项目授予实训证明高管推荐信，国际义工活动政府官网可查等；
5）从项目内容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侧重过程，中国财经则侧重体验和收获；
6）从项目价格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收费偏高，中国财经则基本在市场价的 50%-80%，如香港企业
项目，市场价普遍在 4500 元不含住宿，中国财经则 3980 元含 6 晚四星级酒店住宿；
7）从校友服务来看，大多数同类机构无法持续定期开展活动，中国财经则作为国家官媒，每天专栏
直播报道，每周投融资对接，每月圆桌论坛，每年财经峰会，均面向校友开放，同时共享政府、企业、
高校等广阔人脉，旨在构建圈层，促进校友发展。
【Q6】项目的官方性体现在哪里？
【A6】中国财经商学院凭借中国网财经中心国家级官方资质，与高校和企业全面签订战略合作。以国
内高校项目为例，国内高校创新创业课程是大学官方唯一面向全国大学生开放申请，由高校举办，高
校官网可查，学员全程在高校校本部学习，由高校教授授课，可入住高校校内宾馆/宿舍，授予高校
结业证书，学费缴纳到高校财务，开具高校收款凭证。
【Q7】参加课程有哪些收获？
【A7】1）师从世界级教授/高管，学习组建团队、商业模式、产品设计、投融管理、市场营销、法务
财务等创新创业知识；
2）体验高校/企业学习生活，获取高校/企业结业证书及推荐信，了解高校/企业招生/招聘政策，进
入高校/企业人才储备；
3）提升简历背景，开阔商业视野，扩展社会人脉；
4）成为中国网财经中心校友，共享媒体资本长期活动；
5）为升学、就业、创业准备，提前规划人生。
【Q8】证书有什么用？
【A8】证书是本课程独家官方性的最高证明，也是学员交流经历的背书。以国内高校项目为例，中国
网财经中心系列创新创业课程是目前高校官方唯一批准面向全国大学生授予的，与面向商业领袖的研
修班同等规格的证书。封面皮革印有“高校结业证书”字样，内页学员信息、课程列表、教授名单、
成绩评定、高校钢印盖章、高校官网可查。高校结业证书可在申请升学、求职时提高竞争力，并在申
请高校研究生时获得优先机会。
【Q9】课程有专业年级限制吗？
【A9】中国网财经中心致力构建全国精英圈层，欢迎不同背景的同学参与，课程面向全国高校开放申
请，不限专业，不限年级，课程组将进行简历选拔和电话面试，名额有限，录满即止，先到先得。
【Q10】如何申请？
【A10】标准申请流程包括四个环节【申请材料】【电话面试】【缴纳学费】【准备出行】，总流程
时长约为 1 周。其中，【申请材料】方式为，以“申请 XX 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学校-姓名”为标题，
将以下材料发送到中国财经公邮【connect@china.org.cn】——
1）申请表（联系我们索取或官网下载）；
2）个人简历（格式不限）；
3）本人近期免冠彩照电子版（标准证件照、分辨率 72dpi 以上、以本人姓名命名如“张三.jpg”，
用于制作听课证和结业证）。
【Q11】你们怎样选拔学员？
【A11】中国网财经中心将通过申请材料和电话面试，我们寻求能够平衡竞争与团队协作、专注正直、

求知好学并具有创新精神和领袖潜质的创新人才。申请者会收到面试指南邮件详细介绍，面试主要考
察的是学生是否具有上进心、团队合作精神、职业规划是否清晰以及综合素质等，目的是确保学生在
项目期间能够适应陌生和高压环境，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并有所收获。
【Q12】课程吃住行怎么安排？
【A12】1）吃：项目费用均未包含餐费，课程组可协助学员申请高校临时饭卡，用于校本部食堂就餐；
2）住：项目费用均已包含住宿费，安排在校内宿舍或不低于四星级酒店标准间，提供水、电、空调、
网络、床上用品；
3）行：项目费用均已包含集体出行时大巴接送，平时学员也可搭乘高校校车往返各地。
【Q13】课程期间总花费大致多少？
【A13】以国内高校课程为例，全国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学费统一 4000 元/人/期，住宿费根据高校不同
会包含在内或另外收取，一般在 300-500 元/人/期，餐饮约 20-30 元/人/天，建议学员就近选择课程，
以节省所在地往返的交通费用，总计约 6000 元。
【Q14】课程时间会不会太短？
【A14】中国财经商学院也提供长期交流项目，有意者欢迎联系负责人微信 18680367038。但考虑到
场地师资等教学资源紧张，为了保证学员的学习生活体验，也为了降低学员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课程
组结合了之前课程安排与同学建议，全面改良课程，更充实高效。同时中国财经商学院致力构建校友
圈层，每天专栏直播报导，每周投融资对接、每月路演论坛、每年峰会，持续提供服务。
【Q15】课程是否存在安全问题？
【A15】课程主要在高校校本部，入住高校校内宿舍或宾馆，集体出行由大巴接送。课程配备课程领
队、助理和创业企业高管导师，班内选举班长，组内选举组长，以保障安全管理。同时，中国财经商
学院将为每位学员购买一份保额不低于 30 万的人身意外保险。
【Q16】公司联系方式？
【A16】北京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
1）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2 号牡丹科技楼 A 座 2 层
2）官网：http://www.china.com.cn
3）主页：http://finance.china.com.cn/edu
4）邮箱：connect@china.org.cn
5）电话：400-902-1066
6）微信：国新汇金商学院（公众号）18680367038（个人号）
7）QQ：腾讯企业号 4006876466
Chapter 2 上海交通大学创新创业课程问题
【Q1】主办方是谁？
【A1】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网联合主办，交大提供场地、师资、证书方面的教育资源，中国网
提供政府、媒体、资本方面的资源，结合一起，更能长期有效的支持学员发展。

【Q2】参加项目有什么收获？
【A2】1）首先是搭建平台，对接政府、高校、媒体、金融机构和创业牛人；
2）然后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士授课，包括创新创业理论和实践；
3）然后会有证书，上海交大结业证书和人保部的证书，作为官方证明，也有助于提升背景；
4）然后会有真正的校友活动，继续在政府、高校、媒体和金融机构领域扩展人脉和机会，长期扶持
学员的职业发展。
【Q3】项目具体是教什么的？
【A3】1）首先从创新创业理论来说，会有政府、高校、媒体、金融机构和创业牛人的嘉宾，可以讲
到国家大势、政策风口、团队组建、战略、融资、法务、财务、管理、市场的各个环节；
2）然后从实践来说，会有机构访问、名企考察、科技实践、沙盘商赛、媒体路演、创业沙龙、投融
对接、公益活动、俱乐部聚会；
3）然后从整体指导思想来说，我们希望理论是全面的并且成体系的，实践是丰富的并且持续性的。
这样才能真正让同学们积累知识、人脉和资源，真正把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发展更好。
【Q4】都有哪些嘉宾会来？
【A4】我们会请到五个方面的嘉宾，包括政府、高校、媒体、金融机构和创业牛人。
1）政府，会有人保部、创新创业相关部门的领导；
2）高校，会有交大、复旦和国外的知名教授；
3）媒体，会有中国网的领导、主编和财经评论员；
4）金融机构，会有中国银行、苏黎世银行、摩根、启明创投；
5）创业牛人，会有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获得融资的初创企业合伙人等。
【Q5】你们和北大课程有什么区别？
【A5】1）首先从项目性质来说，都是 985 高校官方举办的课程，授予高校结业证书。交大项目多了
给到学生证，给到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书，同时还多了联合主办方中国网，多了更多的政府
和媒体资源；
2）然后从项目内容来说，都是一周的课程和实践。交大项目多了邀请到面向高校学生的投资者，直
接进行投融资对接；还多了媒体平台专栏报道和路演直播；
3）然后从校友活动来说，就是交大这边独有了，给到学员长期的支持；
4）最后从价格来说，交大项目学费包含了住宿费，稍微便宜一点，同时住宿条件会比北大好很多。
Chapter 3 香港项目问题
【Q1】项目内容是什么？
【A1】香港项目有两个，一是理工大学 10 天的，一是金融企业 1 周的。
1）理工大学项目以学校官方课程为主，同时包含了企业项目全部内容。
2）企业项目主要是世界 500 强金融公司实训，分配高管导师，传授理论知识和业务实操，提供证明
和推荐信。
3）然后，我们还独家提供深度香港文化体验。包括到立法会、金管局、TVB、凤凰卫视、数码港、还
有香港政府认证的义工活动。
4）此外，我们还独家提供中国财经校友活动，线上会有专栏报道，线下每周每月每年都有媒体、财
经机构和上市公司的活动。
【Q2】项目会去到哪些公司？
【A2】都是世界 500 强金融企业，比如英国保诚集团、法国安盛集团、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永明金

融集团、富通集团、康宏集团、太阳集团、大新银行等。具体业务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香港在世
界前沿的金融投资领域，包括理财规划、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投行、基金、信托、保险等。
【Q3】参加项目可以有什么收获？
【A3】1）首先是扩展视野，体验香港文化，政府、高校、企业、社会活动都会接触到；
2）然后能扩展人脉，百万年薪高管、高校教授还有全国各地的同学；
3）然后是职业素质的提升，包括知识、工作能力、团队协作方面；
4）然后会有相应的证书和推荐信，对提升背景，以后升学、出国、求职都有帮助；
5）然后还会有长期的媒体资源和校友活动，也是中国网首次开放给到大学生的。
【Q4】你们项目和其他项目有什么区别？
【A4】1）首先是主办方，我们背景在同类机构中绝对是最官方了。官方也就意味着相对更安全和放
心，以及口碑相对更有保证，而且项目资源和人脉圈也相对更权威；
2）然后是价格，市场上香港项目售价一般在 4500 不含住宿，我们是 3980 含 6 晚四星级酒店了；
3）然后是项目内容，企业实训方面我们经验非常丰富了，然后再凭借中国网的官方性，开创更多独
家的文化体验内容，包括去立法会、金管局、TVB、凤凰卫视、数码港、还有香港政府认证的义工活
动；
4）然后是媒体资源，这是我们老本行，线上线下都会有持续支持；
5）然后是校友服务，也是基于我们定期媒体活动的，也是中国网首次开放给到大学生。
【Q5】我什么时候报名比较好？
【A5】项目现在已经开放申请了，这个寒假名额特别有限，录满即止，建议尽早提交。
【Q6】项目是否有年级和专业的限制？我不是学商科的，是否可以申请参与项目？
【A6】项目对于申请者的专业和年级没有限制。我们欢迎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参与到项目中来，
多元化也是项目的特点之一。往期经验来看，项目学员的分布广泛，其中经济、金融和管理相关的专
业占了近 50%，此外还有不少理工科、新闻传媒、语言、法律等相关专业的学员参与。
【Q7】不是在校大学生可以参加项目吗？
【A7】我们也非常欢迎相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同学，只要通过材料审核就可以参与项目。
【Q8】面试筛选标准是什么？面试多久以后可以知道录取结果？
【A8】面试主要考察学员是否具有抗压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职业规划是否清晰等综合素质，我们筛
选目的是确保学员在港期间能够适应陌生和高压环境，按时完成公司任务安排，和其他学员一起实现
丰富的收获。一般面试后 1 个工作日内，申请者可以查收邮件知道录取结果。
【Q9】项目的机票、餐饮如何安排？
【A9】这两部分费用是学员自理的。如有需要可以向我们提出，我们可以协助安排相应旅行服务。
【Q10】香港期间的花费大概要多少？
【A10】前往香港交通费各地有差异，如北京-香港高铁往返约 2000 元。香港当地消费比大陆城市高，
基本相当于北上广深，一般来说餐饮费用在每餐 50-100 港币。港澳通行证首次办理 100 元，签注每
次 20 元。加上项目费含住宿 3980 元，总计在 6000-8000 元左右，是同类项目花费的 70%左右。
【Q11】项目结束后我可以在香港继续停留吗？
【A11】根据政策规定，香港可以同时签注 2 次，每次可逗留 7 天，学员可以在项目结束之后出入境
一次，独立安排第 2 次签注的旅行计划。

【Q12】是否存在安全问题？
【A12】安全是中国财经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从五个方面来保障学生的安全。
1）学生在港期间每时每刻都是以小组团队形式活动的；
2）学生在港项目期间，中国财经提供领队作为 24 小时联系人，保证及时解决学生在港遇到的问题。
国内也有工作人员随时待命；
3）在学校，课程都在校本部的标准教室进行，校园活动会有校方教授和组织官方备案；
4）在公司，每个小组配有 1-2 名导师一起工作，他们一般会与学生一起进餐、一起出行、一起讨论
完成任务，给予学生全程指导；
5）香港被评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 9 月 10 日在香港公布的调查显示：香
港被评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而且香港地理面积小，交通方便，居民素质高，乐于助人；
6）在企业，相关机构已购买了第三方意外责任险，保障学生在这些场所的人身安全。但是同时我们
也建议学员在参与项目之前，自行购买一份适合自己的旅行保险。
Chapter 4 英美项目问题
【Q1】项目内容是什么？
【A1】国外项目有两类，一类是侧重体验的，去到不同的高校和企业，还有文化考察，内容比较丰富，
价格也是业内最低；另一类是侧重深度的，高校和企业的内容都更官方和独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
英国剑桥牛津，我们做到插班课程，就是亲身体验当地的大学课堂，和当地学生一起上课，完成考核，
授予成绩单、学分证明和教授推荐信，回来可以兑换学分，以后申请出国也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Q2】项目是学校官方举办的吗？
【A2】项目的官方性介于学校官方冬夏令营（仅学费 5-10 万）和一般同类机构游学团（项目费 4-6
万）之间，同时项目费只在 3-4 万（含机票住宿）。项目得到了学校学院、教务、教授以及相关政府
部门、教学机构和学生组织的支持，授课及签发证书和成绩单均由学校全职教授提供。
【Q3】项目是否有年级和专业的限制？我不是学商科的，是否可以申请参与项目？
【A3】项目对于申请者的专业和年级没有限制。我们欢迎具有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同学参与到项目
中来，多元化是项目的特点之一。项目学员的专业分布广泛，其中，经济，金融和管理相关的专业占
了近 50%，此外，还有不少理工科、新闻传媒、语言、法律相关专业的学员参与。项目重在扩展国际
视野，定位在商科一方面带来最高端的体验，一方面对学员综合素质全面考察及提升。
【Q4】项目是否有英语成绩要求？
【A4】项目有英语能力要求而不是英语成绩要求。我们会对每一名申请者进行英文电话面试，只要通
过面试考核，就表明你具备了足够的英文沟通能力，可以顺利的参与项目。
【Q5】英文电话面试时必须的吗？
【A5】英文电话面试不是必须的，如果申请提供了可以证明英文水平的材料，如外语考试成绩，则有
可能免除英文电话面试。
【Q6】我还没有办理护照，能否申请项目？
【A6】如果还没有办理护照，也可以先申请项目，但同时应尽快办理，一般需时两周。
【Q7】我需要自己办理签证吗？
【A7】英国签证属于递签，无需和签证官面谈，但是需采集指纹，必须本人亲自前往签证中心提交材
料。美国签证需要面签。我们会向学员提供大使馆备案的教授签证邀请函，同时针对每一位申请者进

行详细的签证辅导，确保每一名学员都可以顺利获得签证。以往项目学员的签证通过率在 95%以上。
【Q8】项目的机票、住宿、交通如何安排？
【A8】项目费用已经包含机票、住宿、交通、保险。机票默认北京往返项目所在地，如需调整可以沟
通；住宿默认当地三星级以上标准，就近课程地点安排；交通默认接送机大巴以及项目期间集体出行
的大巴及司机小费；保险默认美亚，保额在 30 万。
【Q9】项目的总花费大概多少？
【A9】学员除项目费外，仅需承担餐饮和其他个人开销，餐饮费用 30 美元/天左右，项目总花费在
35000 元左右。
【Q10】项目结束以后我可以在国外停留吗？
【A10】目前英美签证有效期均延长，学员可自由安排约见教授或者旅行计划等事宜，注意欧洲签证
和英美独立，需单独申请。在此期间，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求助于中国财经的境外工作人员。
【Q11】参加完课程以后，可以换本校的学分吗？
【A11】中国财经的课程标准符合欧洲 ECTS 学分系统以及北美大学的学分系统要求。一般来说，两周
项目等同于 2 个 ECTS 学分或者 1 个北美大学学分。中国国内的学分转换还没有标准的体系，不同的
高校有不同的学分兑换规则，请务必联系本校教务处咨询详细的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可以转换学分。
中国财经会配合同学提供所需的材料。国内高校及香港高校都有众多成功兑换的前例。
【Q12】课程怎么考核？
【A12】课程的考核方式有多种，一方面由高校教授或企业决定，包括常规的作业考试、结业报告或
者实践调研、提交大作业等，一方面由中国财经协助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