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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课程 

于学习、感悟、体察间融⼊入顶级名校氛围

法国奢侈品企业实训 

于传授、探讨、互动间博采企业众家之⻓长

世界顶级名校学⽣生交流会 

于专业、专注、分享间结实⾏行业精英领袖

海外交流项⺫⽬目证书 

于交流、实修、竞争中展⽰示个⼈人实⼒力



        项⺫⽬目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及法国全球顶级奢侈品公司⾼高管课程为主线,学员将在世 界⼀一流的名校学习和
顶级名企实践,同时项⺫⽬目培养学员的 商业领袖能⼒力,以全球化视野及企业战略作为项⺫⽬目元素, 最⼤大程度地激发学员的团队合作、商务谈
判、创新思维能⼒力。 项⺫⽬目期间还将拜访伦敦政经学院、⽜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 体会世界⼀一流名校的学术氛围;⾛走访法国顶级奢侈品企
业, 通过晚宴学习最传统的欧洲商务礼仪;⾛走进布鲁塞尔欧盟 总部,讨论最热⻔门国际关系格局。  

         英国帝国理⼯工学员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成⽴立于 1907 年,罗 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帝国理⼯工学院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并
称为“G5” 精英⼤大学,代表着英国⼤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帝国理⼯工学院拥有商学院、 ⼯工学院、⾃自然科学院、⽣生命科学院、医学院五⼤大
学院,和⿇麻省理⼯工在全 球享有同等的声誉,研究⽔水平被公认为英国⼤大学的三甲之列。从世界上 来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 2007 全
球⼤大学排名表显⽰示,帝国理⼯工 世界总体排名第五,在⼯工程和信息技术世界排名第六位(欧洲第⼆二), 医学世界排名第七,科学世界排名第⼗十
三,商学院也排名全欧洲前列。  

项⺫⽬目简介

■ 帝国理⼯工学院商业课程  

学员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课堂学习不同主题的精选课程,由帝国理⼯工 学院资深教授执教,采⽤用案例式全英⽂文教学。往期
授课教授包括:帝国 理⼯工学院 MBA 主任、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导师、研究⽣生院主任、帝国 理⼯工商学院本科⽣生项⺫⽬目总
监、战略与市场营销⾼高级讲师、⼈人⽂文学系讲师、 学习发展中⼼心导师,资深银⾏行家等。  

■ 伦敦政经学院 / ⽜牛津⼤大学 / 剑桥⼤大学及交流会  

学员将亲临伦敦政经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精英学⼦子当⾯面交流, 直观感受顶级名校的不同校园氛围,把握最前沿
的学术动态,获得最权 威留学申请信息,名校学习经历令你的简历脱颖⽽而出。  

■ 全球顶级企业⾼高管商业品牌课程  

项⺫⽬目将安排来⾃自国际知名公司⾼高管的商业品牌课程,全⾯面介绍奢侈品⾏行 业,全球知名品牌营销策略和世界市场进军模式。
让学员充分体验带有 巴黎的时尚⽓气息和品牌氛围。  

■ 顶级奢侈品公司交流  

项⺫⽬目将访问 LV 巴黎总部,与公司负责⼈人进⾏行交流,提升学员在⽂文化体 验和⾏行业发掘之间的商业敏感度,应⽤用法国奢侈品
管理的概念,研究商 业品牌在中国发展的契机,分析中国⾼高端消费市场需求,引⼊入法国顶级 ⾏行业的市场和销售理念。  

■ 社交礼仪及传统法式晚宴  

为学员培养欧洲深厚⽂文化积淀下孕育的商业⽂文化与经典⻛风度,课程将为 各位学员讲授巴黎上层商业社会礼仪与餐桌⽂文化,
培养基本的社交礼仪 与交际⽂文化。感悟⻄西⽅方⽂文化精髓,进⽽而提升其个⼈人修养,全⾯面提⾼高学⽣生 的交际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 商业品牌营销⼤大赛  

商业品牌营销⼤大赛,是以某⼀一国际品牌进军中国⼤大陆市场为背景,分析 中国⾼高端消费市场需求,引⼊入国际顶级企业的市场
和销售理念,从⽽而设 计⼀一套符合地⽅方⽂文化的商业策划书,向专业⼈人⼠士进⾏行展⽰示性演讲,从⽽而 考察学⽣生的学习和知识应⽤用能
⼒力。  

■ 证书及推荐信  

学员将获得帝国理⼯工学院官⽅方签发的课程证书。 学员将获得知名奢侈品企业⾼高管签字的课程证书。 商业品牌营销⼤大赛
表现优异的⼩小组和学员将获得企业 ⾼高管亲笔签发的优胜组证明及优秀个⼈人推荐信。  

项⺫⽬目收获



项⺫⽬目⽇日程

日期 �  上午 �  下午 �  晚上 � 

第一天 �  国内出发 �  抵达伦敦 �  项目介绍会 � 

第二天 � 
帝国理工学院官方商业课程(一) � 
1. � Open � Innovation  
2. � Open � Business � Models � 

帝国理工学院官方商业课程(二) � 
3. � Design-thinking � and � 
Creativity 
4. � Idea � Generation � Techniques � 

伦敦文化考察(一) � 
大本钟 � 

第三天 � 

帝国理工学院官方商业课程(三) � 
5. � Idea � Evaluation � Techniques  
6. � The � Innovator's � DNA � Model: � 
Questioning, � Observing, � 
Networking, � Experimenting � 
and � Associative � Skills � 

帝国理工学院官方商业课程(四) � 
7. � Skills � for � Presenting � Your � 
Innovation � Project 
8. � Project � Presentations � by � 
Groups � 

伦敦文化考察(二) � 
伦敦眼 � 

毕业典礼及证书颁发 � 

第四天 � 
伦敦政经学院参访及在读学生
交流会

大英博物馆参观 � 
伦敦文化考察(三) � 
哈利波特博物馆 � 

第五天 �  英国 � BBC � 访问学习与交流 �  牛津大学 � Campus � Tour � 在读学生交流会 � 

第六天 � 
剑桥大学校园参访 � 
及在读学生交流会

剑桥大学康桥游览 �  前往巴黎 � 

第七天 �  奢侈品公司高管课程(一)
LV � 公司访问及公司负责人交流
活动 � 

香榭丽舍大街游览 � 

第八天 �  奢侈品公司高管课程(二) 卢浮宫访问参观 � 
铁塔圣母院参观游 � 
览 � 

第九天 � 
商业品牌营销大赛,评委证书及
推荐 � 
信颁发

法式餐桌礼仪及社交礼仪课程 法式贵族庆功晚宴 � 

第十天 �  前往布鲁塞尔 � 
欧盟访问学习,参与欧盟主题活
动

布鲁塞尔文化考察 � 

第十一天 �  自由活动 �  返回中国 � 

第十二天 �  抵达中国 � 

注:日程可能会根据大学、企业情况进行临时微调。



北京、上海、⼲⼴广州

2016年02⽉月16⽇日-2016年02⽉月27⽇日

伦敦、巴黎、布鲁塞尔

Q:帝国理⼯工学院课程 & 欧洲商业项⺫⽬目时间及主要活动城市在哪⾥里?  

A: 项⺫⽬目每年在寒暑假期间举⾏行,详细参看⾏行程安排。主要活动城市位于伦敦、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  

Q: 哪些⼈人群参加⽐比较合适?对英语的要求有多⾼高?  

A: 对于想要申请国外名校研究⽣生的同学,越早了解学 校招⽣生和申请情况,就可以尽早准备,申请成功的机 会就会越⼤大。根
据我们的统计,参加项⺫⽬目的同学主要 集中在⼤大⼀一、⼤大⼆二和⼤大三,只要成功通过我们的中英 ⽂文⾯面试,就表明学员的能⼒力⽔水平
可以胜任该项⺫⽬目。  

Q: 项⺫⽬目中涉及到的⽐比赛和课程,我年级⽐比较低,专业不对⼝口,可以参加吗,如何准备?  

A: 欧洲项⺫⽬目对年级和专业没有特殊要求,学员专业主 要集中在经济管理类、理⼯工类以及外语、新闻传媒类等。 学员在
参加项⺫⽬目之前,都会拿到指导性材料,会与⼩小组成员提前交流和准备,同时项⺫⽬目过程中也会有教授 和导师指导完成,因此没
有特定的⻔门槛。  

Q: 项⺫⽬目安全如何保障,是否组织统⼀一出发?  

A: 项⺫⽬目全程有 2-3 名⽼老师全程带队,⼀一般会从北京、 上海、⼲⼴广州出发前往英国。我们为每位学⽣生购买了旅⾏行保险,保险
单将在项⺫⽬目开始前发给参与者。项⺫⽬目过 程中每⼀一个活动、课程、⽐比赛,都有⽼老师带队和管理。 每位学员都需要开通⼿手机
国际漫游业务,保证在境外 能正常使⽤用,可以随时与带队⽼老师及家⻓长联络。  

常⻅见问题

项⺫⽬目申请：http://www.rtglobal.cn/Apply/login.asp 

项⺫⽬目咨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德公寓1段1002 

咨询电话：400-0160-820 

http://www.rtglobal.cn/Apply/login.asp
http://www.rtglobal.cn/Apply/login.asp


我们的签证专员具有多年指导签证的经验,通过制作精细的签证指导、模拟⾯面试、⼀一对⼀一指导等服务让学⽣生⾃自⼰己成为签
证专家,保障签证的通过,经过指导后的签证通过率约为90%。 通过本次项⺫⽬目的经历,每⼀一名学员都可以详细掌握签证的
申请流程以及注意事项,今后如果再次申请签证,⼀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如。  

1.签证指导材料,包括护照办理、签证类型、需要准备的材料、准备材料注意事项、签证官⼼心态、以往经验分享等,堪称
⼀一本签证⼤大 全,拥有它你对签证将了如指掌。 

2.⾯面对⾯面/电话⼀一对⼀一辅导,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我们分别给予单独指导。 3.模拟⾯面签,我们总结多次签证的经验,分
析签证官常问问题,提前给学⽣生做模拟,缓解⼼心理压⼒力,测试⾃自⼰己的准备情况。

申请费：1000元/⼈人 

项⺫⽬目费：15800元/⼈人  

包含：签证服务费、教授课酬，上课、活动及⽐比赛场地费，资料影印、公司交流会活动经费，导师服务费 

住宿及其他费⽤用： 9900/⼈人  

包含：当地住宿费、交通费，保险，机构及景点参观⻔门票，导游，早餐等 

个⼈人额外需承担的费⽤用：往返机票，约7500左右，护照⼯工本费：200（出⼊入境管理局收取）、午餐及晚餐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