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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宾⼤大沃顿商学院课程 

于学习、感悟、体察间融⼊入顶级名校氛围

华尔街⾦金融企业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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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大学课程 & 华尔街⾦金融实训项⺫⽬目师从世界顶级商学院教授及华尔街资深⾦金融⾼高管,为学员提供纽约⼤大学官⽅方课程及华尔街⾦金融
实操培训,将商业理论与实战有效结合。项⺫⽬目除了以纽约曼哈顿为主要活动地点之外,还将带领学员⾛走进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等美国
东岸城市,深度体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文化,并在世界顶级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聆听“最受欢迎”教授课程。此外,项⺫⽬目包括国际义⼯工、留学⽣生存挑战赛、模拟投资⼤大赛等实践活动,更好地帮助学员体会和融⼊入美国
当地⽂文化,全⾯面培养学员的国际化视野,英⽂文沟通能⼒力,商业理念和实践能⼒力。  

纽约⼤大学是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世界顶尖名校。学校于 1831 年 成⽴立,今⽇日已经成为全美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私⽴立⾮非营利⾼高等教育机
构, 在各类⼤大学排名中均名列前茅,根据 CWUR2014 世界⼤大学排名第 17 位。 纽约⼤大学 2015 年全美商科综合排名第 5 位,其中⾦金融专
业与国际商务 最获好评,均位列全美第 2 位。另外保险、房地产、管理、市场营销、 会计、定量分析等专业均位列全美前⼗十,是⼀一所
名副其实的世界顶级商科院校。  

项⺫⽬目简介

■ 纽约⼤大学商业官⽅方课程  

由纽约⼤大学商业课程为主线,学员将通过与教授学者的互动课堂和就专 业问题的深⼊入探讨,感受世界顶级名校的教学模式
和学术氛围,整合知 识体系,突破固有思维定势,在多⽅方思想的冲击与碰撞下,激发学员的 创新思维与深⼊入分析能⼒力。完成
课程后学员将会获得纽约⼤大学官⽅方课程 证书。  

■ 华尔街⾦金融实训  

华尔街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美国摩根财阀、洛克菲勒⽯石油 ⼤大⺩王和杜邦财团等开设的银⾏行、保险、航运、铁
路等公司的经理处集中 于此。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在这⾥里,⾄至今仍是⼏几个主要交易所的总部, 如:纳斯达克、美国证
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 学员将在曼哈顿⾦金融企业进⾏行⾦金融实训,了解美国⾦金融体系运作,进⾏行 ⾦金融模拟交易,优
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华尔街⾼高管 签发的推荐信。  

■ 常春藤⼤大学课程及交流会  

学员将亲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聆听名师课程;同时学员也将 与哈佛、哥伦⽐比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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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新最准确名校留学申请帮助及建议。  

■ 国际志愿者经历及证书  

在当地 NGO 组织的义⼯工活动中,深⼊入美国社会了解养⽼老制度,同时全 ⾯面感受美国义⼯工⽂文化,获得公益机构颁发的证书,为
申请名校增加亮点。  

■ 留学模拟体验  

普林斯顿⼤大学⽣生存挑战赛,通过各种⽅方式搜集留学⽣生必备资讯,体验新 鲜的校园⽣生活⽅方式,提前融⼊入美国⼤大学⽣生活,为留学
做好充分准备。  

■ 证书及推荐信  

学员将获得纽约⼤大学官⽅方签发的课程证书及纽约知名⾦金融企业实训证 书;模拟交易⼤大赛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华尔街⾦金
融企业⾼高管共同监 督指导并签发优胜组证明及优秀个⼈人推荐信。  

项⺫⽬目收获



备注：课程内容及⾏行程可能根据学校安排调整

日期 �  上午 �  下午 �  城市 � 

第一天 �  赴美航班途中 �  抵达波士顿,前往酒店 �  波士顿 � 

第二天 � 
哈佛大学留学生交流会 � 
申请指南,专业筛选,留学规划

NGO � 义工活动,证书颁发 � 

波士顿 � 美国 � NGO � 管理及运作 � 

美国养老医疗福利政策课程

第三天 �  前往耶鲁大学 � 
耶鲁大学走访交流 � 

纽约曼哈顿 � 
联合国总部访问 � 

第四天 � 

纽约大学商业课程(一) � 
Leadership � and � Human � 
Capital � in � Entrepreneurship � 
and � Globalization � 

华尔街商业实训(一) � Introductory � 
Orientation 
The � Industry � of � Investment � Bank �  纽约曼哈顿 � 
Tour: � the � Financial � District, � Wall � 
St, � NYSE, � Federal � Reserve � Bank � 

第五天 � 

纽约大学商业课程(二) 
The � Investment � and � 
Management � in � Real � Estate � 
Industry � 

华尔街商业实训(二) 
Different � Departments: � Equity
\Investment � Banking � \Operation � 
\Compliance � 

纽约曼哈顿 � 

第六天 � 
纽约大学商业课程(三) � Public � 
Relations � and � Marketing � 
Strategy � 

华尔街商业实训(三) 
Legal � Council � \Bonds � 
\Supervision � 

纽约曼哈顿 � 

第七天 � 
纽约大学商业课程(四) � 
Globalization � and � 
Entrepreneurship � 

华尔街商业实训(四) 
Trading � Game, � to � maximize � the � 
value � of � their � portfolio � through � 
Trading 
Closing � and � Awarding � 
Celebration � 

纽约曼哈顿 � 

第八天 �  帝国大厦、时代广场参观游览 哥伦比亚大学参访及在校生交流会 纽约曼哈顿 � 

第九天 �  奥特莱斯游览 �  大都会博物馆参观 �  纽约曼哈顿 � 

第十天 �  普林斯顿生存挑战赛 � 
宾大沃顿商学院课程 � 
主题:商业谈判技巧及博弈论

费城 � 

第十一
天 � 

华盛顿城市文化考察(白宫、国会山、国家自然博物馆等) 华盛顿 � 

第十二
天 � - � 第
十三天 � 

返程——抵达中国 � 

项⺫⽬目⽇日程



北京、上海、⾹香港

2016年01⽉月23⽇日-2016年02⽉月04⽇日

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

Q:纽约⼤大学课程 & 华尔街⾦金融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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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城市位于波⼠士顿、纽约、费城 和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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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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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大学课程 & 华尔街⾦金融实训项⺫⽬目除了常春藤课 程以外,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关注的?  

A: 1)国际义⼯工实践经历:美国⼤大学在招⽣生时特别看重 考⽣生是否有为他⼈人提供⽆无偿服务贡献的经历,⽽而不是 唯成绩论英
雄。像常春藤这样的名牌学校更是如此, 校⽅方录取的是将要贡献社会、贡献世界的⼈人。考虑到 国内的志愿者经历多不被
国外⾼高校承认,此次美国之 ⾏行的 NGO 活动,会为学员颁发志愿者证书,⼀一定程度 弥补了国内学⽣生在这⼀一领域的弱势。 2)
普林斯顿⽣生存挑战赛:为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涯做预 备,完成平稳跨越。学员将在⼤大学校园展开与陌⽣生⼈人 的对话,搜集留学
⽣生活必备资讯,挖掘⾃自⾝身潜⼒力,接 受新事物,掌握新技能。通过⼩小组分享挑战赛中的困 难及收获,总结留学⽣生存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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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发前往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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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费：1000元/⼈人 

项⺫⽬目费：1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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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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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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