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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经-耶鲁大学交换生课程项目 
China Finance - Transfer Student Program of Yale University 

 

           

【项目简介】 

一、项目性质：中国网财经中心与耶鲁大学官方独家合作，授予学员官方项目身份。 

二、项目时间：2017 年 6 月、7 月、8 月开课，共 3 期可选，每期时长 2 周。 

三、项目地点：美国纽黑文 · 耶鲁大学，美国纽约 · 华尔街。 

四、项目内容：耶鲁大学标准课程、作业及考核，主修经管学院和法学院课程，选修可各专业选课插班。 

五、项目证书：授予耶鲁大学全职教授签发的结业证书、学分成绩单和推荐信。 

六、招生对象：在校全日制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读。 

七、招生人数：限 20 人/期。 

八、项目费用：学费 3000 美元/期。（参考：耶鲁大学经管学院和法学院学费约 55000-65000 美元/年） 

九、住宿餐饮：可安排入住耶鲁校内公寓，在耶鲁食堂就餐，价格以实时为准。 

十、申请流程：提交申请 -> 材料审核 -> 录取缴费 -> 全校选课 -> 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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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简介】 

一、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简称耶鲁（Yale），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世界著名私立

研究型大学，最初由康涅狄格州公理会教友于 1701 年创立，1716 年迁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 

耶鲁大学是美国东北部老牌名校联盟“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的成员，也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中最

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之一。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私立大学之一，耶鲁大学是美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三所大

学，其本科学院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院齐名，历年来共同角逐美国大学本科生院美国前三名

的位置，位列 2016-17 年 US News 美国大学本科排名第 3。耶鲁大学共走出了 5 位美国总统、19 位美国

最高法院大法官、16 位亿万富翁等等。 

耶鲁大学的教授阵容、课程安排、教学设施方面堪称世界一流。截至 2015 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和校友

获得了 52 个诺贝尔奖（排名世界第 10）和 5 个菲尔兹奖（排名世界第 12）。耶鲁大学图书馆拥有 1500

万册藏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排名第二。耶鲁校园的 260 座建筑物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设计风格，

曾被一名建筑评论师誉为“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校园”。2016-17 年度，耶鲁大学位列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世界

第 11 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12 名、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排名第 14、

QS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15 名。 

 

二、中国网财经中心 

1、北京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又称“中国财经”，网址 finace.china.com.cn），是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简称“中国网”，网址 www.china.com.cn/www.china.org.cn）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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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新闻牌照，履行

央网新闻源职能，是中央“三台四网”战略媒体，是国家“两会”“G20”等活动的官方指定媒体，也是中

国进行国际交流的官方窗口。 

2、中国财经商学院 

中国财经商学院，是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媒体·资本·商学”三大业务之一的载体，主营海内外教育

交流项目，是业内目前唯一拥有中央级官方资质、唯一拥有财经商学全媒体传播矩阵、唯一拥有媒体圈资

本圈教育圈全行业智库、唯一拥有海内外高校企业官方合作的教育交流服务平台。商学院团队来自清华、

北大、剑桥、耶鲁等世界名校，以及百度、搜狐、腾讯、九鼎、红杉、和君等世界名企，拥有近 10 年教育

从业经验，已聚合 100 多所国际顶级高校、500 多家上市挂牌企业、200 多家主流媒体、100 多位教授高

管学者，全球的合作单位分布于北美洲、欧洲、亚洲等 15 个国家，形成完善的国际教育生态系统。商学院

以成为国家级国际化“媒体·资本·商学”三位一体平台为愿景，秉承“在交流中实现改变和成长（Change 

By Exchange）”的宗旨，坚持“拓展全球视野，持续自我增值”的诉求，已为 10000 多名成人和学生学

员提供海内外教育交流项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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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中国财经-耶鲁大学交换生课程，是中国财经商学院基于其国家级官方背景，诚邀耶鲁大学教务部门和

知名教授，以及华尔街国际投行和著名高管，并获得全力支持而立项，旨在推进中外学术交流，扩展国际

文化视野，为中国学生创造机会，为耶鲁大学储备人才。 

项目提供耶鲁大学标准课程，录取后学员可根据需求自行选课。课程涵盖耶鲁大学世界前沿领域，包

括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科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history, 

sociology, economic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etc.）。课程期间，学员将参与案例分析和学术研讨、开展实践调研、完成相

应作业及标准化考核。课余时间，学员将融入校内团体活动，前往华尔街投行参访交流和体验纽约文化。 

学员成功录取将获得耶鲁大学教授项目邀请函用于签证，学员顺利结业将获得项目成绩单及学分证明，

表现优秀者（成绩为 A 及以上）将获得教授推荐信。 

     

 

一、主修课程 

主修课程是耶鲁大学全职教授的标准课程，同时特邀研究中心导师、跨国企业高管等耶鲁权威专家校

友，以互动课堂和工作坊形式，使学员充分融入耶鲁学术生活。案例分析研讨会，涵盖企业管理、市场营

销案例分析、美国金融市场概况、公众演说、商务谈判、创业方案设计及市场调研指导等专业内容，让学

生体验西方课堂教学之风采，亲炙大师风范，领略常春藤学术环境和学习氛围，感受以校园为中心的西方

文化色彩。 

主修课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课程主题 1——Decision Making 

课程主题 2——Problem Framing 

课程主题 3——Leadership 

研讨主题 1——当代金融危机下的市场团队；企业内部的合作与竞争 

研讨主题 2——商场沟通中的角色互换案例分析课程；商务谈判技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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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主题 3——美国创业市场分析；公众演说；创业方案设计及市场调研指导 

交流主题 1——Case Study 

交流主题 2——Resume & PS Writing 

交流主题 3——Overseas Life 

交流主题 4——Campus Activities 

主修课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师资： 

Nathan Novemsky 

Professor of Marketing,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Specialized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 Decision Making 

行为经济学领军人物，首创与心理学结合研究课题，在耶鲁大学开设全

球独家课程 Decision Making 和 Problem Framing 

 

Heather Gerken 

PJ. Skelly Wright Professor of Law at Yale Law School, Yale Law 

School 

Specialized in Selection Law & Data-driven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奥巴马竞选律师团成员，被誉为全美国最优秀的 26 位法律学者之一  

David Singh Grewa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Yale Law School 

Specializ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B.A. and Ph.D. degrees from Harvard, a J.D. from Yale Law School 

 

二、选修课程 

 选修课程为耶鲁大学教务部门官方合作，每期出发前将为学员发放耶鲁大学学生管理守则（93 页）和

教务手册（702 页）。学员可根据正在开放的课程，在主修课程以外的时间，面向全校选课插班。 

 学员将授予耶鲁大学插班学生身份证明，用于登录耶鲁大学无线网络及进入耶鲁大学图书馆，以便查

阅资料完成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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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尔街参访 

华尔街参访将由华尔街著名的金融公司 JP Morgan 摩根，UBS 瑞银，Merrill Lynch 美林，FXCM 福

汇，Global Capital，3i 等外汇、期货、基金投资公司主导，由公司高管担任嘉宾，与学员进行参访交流。 

模块一：华尔街金融业务分享 

纽约金融市场介绍 

金融投资工具分析讲解及使用指导 

金融业务及产品培训 

金融产品案例分析与实战训练 

模块二：金融业务实操交流 

金融产品操盘训练 

外汇交易工具及平台运用 

资产配置报告撰写 

客户案例分析与实践 

模块三：国际商业模拟比赛 

商业模型建立 

报表解读、竞争分析与市场波动 

模拟决策与点评分享 

模块四：职业经理人培养 

华尔街职场精英交流会 

职业性格测试 

简历指导&模拟面试 

项目邀请毕业于美国著名高校，并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金融界成功人士，分享他们的职场发展工作经

历，指导学员如何把握机会，走进世界名企，分享他们勇于挑战自我，把握机遇的职业生涯励志故事。同

时，华尔街精英人士将带来关于择业、求职、面试、业内发展、综合能力提升等各方面的职场培训，配合

华尔街强大的职业环境与节奏感，全面提升参与者进军国际顶尖职场的职业能力与气质。学员零距离接触

美国职场精英和典型职业经理人，得以深入了解世界金融中心的商业氛围与企业文化，真实感受华尔街工

作的氛围，学习优秀职场人士的经验和成功秘诀，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开启更广阔的商业视角，为未来创

业与深度合作，建立人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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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生活与文化体验 

项目期间，学员将参观美国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和文化领地，包括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

和权威的国际联盟联合国总部大厦，世界上美元和黄金最多的地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曾为世界第一高大

楼和纽约市标志性建筑帝国大厦，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坐落于纽约市中心的中央公园、被

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代表着美国建国宗旨的“自由女神像”等。 

项目在最后一天的庆功宴中落下帷幕，学员们身着盛装，带着智慧和高雅，邀请项目期间嘉宾共进晚

餐，展示美国之行的成果与喜悦。 

 

【申请指南】 

一、申请条件 

在校全日制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读）开放申请。 

二、申请截止时间 

项目现已开放申请，每期项目开始前 3 个月截止，或录满 20 人截止。 

三、申请流程 

 1、提交申请：邮件发送，申请表和英文个人简历，至中国财经邮箱 connect@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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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审核：项目组将通过附件材料和电话面试，对申请者进行考察，并向耶鲁大学备案。 

3、录取缴费：审核通过者将收到录取通知，应及时缴纳学费以保留名额，并开展后续流程。 

4、签证指导：学员缴费后可获取耶鲁大学教授邀请函，应及时根据主办方指导进行签证申请。 

5、旅行服务：主办方可协助学员进行签证、机票、住宿、餐饮安排，费用按实时为准。 

6、全校选课：项目开始前一个月，学员根据耶鲁大学课表进行选课申请，向耶鲁大学备案。 

7、前往美国：学员可自行或跟随中国财经领队从北京出发，前往耶鲁大学报到。 

四、费用说明： 

 1、学费：3000 美元，含全程耶鲁及纽约项目内容、签证邀请函、接送机及跨城市大巴、境外保险，

不含美国签证、中美往返机票、项目期间住宿、餐饮及其他个人花费。 

2、缴费方式： 

 开户行：兴业银行北京甘家口支行 

 户名：北京国新汇金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328660100100392308 

 备注：项目名称+期数+姓名（如“耶鲁 2 张三”） 

 

【项目咨询】 

一、网站：finance.china.com.cn/edu 

二、邮箱：connect@china.org.cn 

三、电话：010 – 82081166 转 6070 

四、微信：18680367038 

五、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2 号牡丹科技楼 A 座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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