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劃系列



主辦機構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於1985年，是聯繫香港與上海兩地工商界和專業界別之
團體。本會成立始，主動介紹上海的發展環境，組織考察，推動滬港兩地的互相交流
與經濟合作，加強兩地專業界人才的溝通與交流。同時，還鼓勵會員積極參與上海的
教育、文化和慈善事業。

上海香港聯會於2015年成立，是一個代表性廣泛的民間組織及非牟利團體，歡迎
在上海或國內居住、工作和求學的香港居民加入成為一份子，共同為在滬港人
服務，推進中港兩地的交流。聯會的服務涵蓋各個領域，設有九個功能委員會和
一個社區聯絡委員會，當中包括青年事務委員會、會員發展及福利委員會、
專業事務委員會及社區聯絡委員會等。

香港上海普陀聯會在港成立並註冊為非牟利團體，秉承貢獻國家、服務香港，團結與
凝聚香港各界人士，構建一個交流平台，促進滬港兩地交流合作，並更有效地服務在
上海普陀區的港籍人士及在香港的普陀同鄉，共同為滬港兩地的區域經濟、
社會及民生發展貢獻力量。



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劃系列

實習計劃名稱 實習計劃時段 實習計劃
日數

實習計劃費用 實習崗位種類(主要)

滬港優才(財務會計)實習計劃 2018年7月28日(六)至2018年8月29日(三)註3 33日 港幣$500元正註1註2 會計財務相關

滬港優才(房地產)實習計劃 2018年7月28日(六)至2018年8月29日(三)註3 33日 港幣$500元正註1註2 房地產相關

滬港明日領袖(嶺大菁英)實習計劃 2018年5月28日(一)至2018年7月11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市場管理及推廣/媒體

滬港明日領袖(浸大菁英)實習計劃 2018年5月28日(一)至2018年7月11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媒體/廣告/活動策劃

滬港明日領袖(城大菁英)實習計劃 2018年6月4日(一)至2018年7月18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金融/建築/法律

滬港明日領袖(專業菁英)實習計劃 2018年6月4日(一)至2018年7月18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會計財務/房地產/建築測量/  

項目管理/教育培訓/酒店管理/

物流/人事管理

滬港明日領袖(金融法律)實習計劃 2018年6月4日(一)至2018年7月18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金融/法律/諮詢

滬港明日領袖(資訊電貿)實習計劃 2018年7月16日(一)至2018年8月29日(三)註3 45日 港幣$800元正註1註2 計算機相關/網絡相關/

市場管理及推廣/網上營銷

註1 ： 實習費用在扣除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後，由參加者自行承擔的費用，而政府資助及自行支付之金額已包括香港來回當地交通、當地住宿及團體保險。參加者於當地之日常交通、膳食及雜費等需自行負擔。

註2 ： 參加者除支付實習費用外，獲取錄後需繳付實習計劃按金港幣$2,000元正，於完成整個實習計劃後(包括出席出發前在港配套活動、於上海實習期間非工作日大會活動、回港後在港配套活動及提交所有活動報告)後，可申請 退回。

註3 ： 參加者必須團進團出



實習地點 ： 上海

參加資格 ： 18-29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之香港學生
(沒有成績/年級/學科限制)

實習行程 ： 「滬港人」師友計劃活動日、CEO講座/家訪、參訪企業/創業園/當地院校、聯校活動、拜訪駐滬辦
等等

計劃特點 ： 由工作人員陪同出發直至回港，實習期間提供緊急支援，亦安排「滬港人」導師，可在群組或定期
會面向導師請教實習/升學/就業/創業問題，實習計劃後亦會繼續跟進，本會亦設立舊生會，不定期
安排活動給歷屆實習生參與。

實習崗位 ： 媒體(電視或電影製作/廣告/活動策劃/展博)、市場營銷、金融(銀行/證劵/投資)、房地產(建築/測量/
項目管理/物業管理)、會計財務、法律、顧問/諮詢、政府、資訊科技、電子商貿、教育培訓、酒店、
物流等等

截止日期 ： 2018年3月31日(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 ： 填妥報名表連同中文及英文履歷表電郵至shflipinquiry@gmail.com

查詢電話 ： 2638 2082 / 8208 8810

查詢電郵 ： shflipinquiry@gmail.com

實習計劃資訊



參加流程：

1 填妥報名表連同中英文履歷表電郵至
shflipinquiry@gmail.com

2018年2月至3月

2 進行面試
A. 英語1分鐘自我介紹
B. 普通話即場問題討論每組二十分鐘
面試主要評核參加者願意嘗試/參與/投入/積極的程度

2018年3月至4月初

3 公佈面試結果 2018年3月至4月

4 入圍參加者遞交資料：
A. 入圍文件
B. 實習計劃按金(港幣$2000元正)

C. 實習計劃費用(港幣$500元正/港幣$800元正)

2018年3月至4月

5 實習崗位配對 2018年3月至4月

6 實習計劃訓練營(聯校活動) 2018年4月或5月

7 實習計劃簡介會及啟動禮 2018年4月或5月

8 進行實習計劃【註：確實日期按個別計劃所示】 2018年5月至8月

9 實習計劃分享會(聯校活動) 2018年9月或10月

所有參加者/實習生必須參與上述所有活動(有相關原因及得大會批准除外)，敬請留意。



實習上班日

休息日

認識實習及商業社會

認識中國/上海

規劃就業出路

其他

實習期間

休息日

37%

參訪安排

47%

其他

16%

非工作日安排

休息日 參訪安排 其他

所有實習生必須參與所有大會安排之參訪及活動(有相關原因及得大會批准除外)，敬請留意。



實習計劃非工作日參訪/活動
(每個計劃行程略有不同，最終以大會落實為準)

香港前往實習地點(入住酒店、辦理電話卡/交通卡、購買日用品)

拜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熟悉上班路線
城市追蹤
滬港人計劃導師見面同樂日
實習情況分享及交流會
區考察(普陀區、長寧區、閔行區、浦東新區、黃浦區、虹口區、徐匯區、奉賢區等)

 CEO講座
 CEO家訪
參訪企業
參觀創業園
志願服務
歡送晚宴



實習計劃啟動禮



拜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CEO家訪





CEO講座

左起：吳儷芸女士 (「我要潮婚」創始人兼CEO)
姚祖輝太平紳士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

佘耀庭先生 (「LVMH中國地產」董事總經理)
施掁康先生 (「APP金光集團」首席執行官)

左3：龍唯浚先生(尊星集團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左4：趙賓先生(好孩子集團全球總法律顧問)

左5：趙麗娟MH JP(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兼集團華東首席代表)

左6：胡智翔先生(上海快樂訊廣告傳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上述為部份講者

參訪企業/創業園

初創家分享

參觀初創企業

企業代表分享



部份合作實習機構

UME國際影城蜜柚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創意城市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博物館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

大悅城 仲量聯行測量師事務所(上海)有限公司 利比有限公司 長江集團

務騰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崇邦集團

梁黃頤建築設計(深圳)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滬港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戴德梁行房地產諮詢有限公司

Arcadis Eastern China 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司 利豐有限公司

金杜律師事務所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上海分所

上海盈石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美國摩根路易士律師事務所 德勤中國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泛駿華國際物流(中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華洋航運有限公司上海東方夢工廠影視技術有限公司 艾博思川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我要潮婚

拉卡拉商網絡有限公司 東方財富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益普索商業諮詢

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奧維思市場行銷服務有限公司 電通東派廣告 鳯凰衞視文化產業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http://www.jingtian.com/zh-hans
http://www.jingtian.com/zh-hans


黃桂新Linda 陳浩華Terence 梁桂泉Barry Leung

 滬港創富法人及總經理
 畢業于香港大學
 英國百德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注冊財務策劃學會RFP中國專家委員

會委員
 美國國際壽險師（FLMI）
 注冊財務顧問（RFC）
 注冊財務策劃（RFP）
 任職蘇黎世保險集團、康聯亞洲集

團(保險及養老金)高管共12年
 2003年回港服務，擔任中保康聯人

壽市場總監(現交銀康聯人壽)及法國
優普教授集團中國區總經理

 2011年創立永蕃投資諮詢(上海)有
限公司(品牌財商創富)

 畢業于香港大學
 測量師
 金融分析師
 1995年加入第一太平戴維斯任廣州

項目經理
 1996年加入麗新集團任項目投資經

理
 1998年擔任津聯集團和天津發展投

資總監
 2008年加入英國高富諾集團任基金

管理董事
 2013年成立浩華資本
 2014年創辦基金及資產管理集團滬

港地產資本

 畢業于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
 1986年加入香港達彼思廣告公司，

其後派到臺灣建立分公司
 1997年成功贏得上海通用汽車市埸

推廣全案代理
 2007應邀加入奧美廣告集團、成立

中國奧美行動。打造“贏在終端”
之領導地位。5年間、將奧維思打造
為中國業務量最大、市場口碑最好、
服務最多元化的全方位市場行銷公
司

 2014年開始、更走出中國、展開亞
洲拓展計畫。相繼成立香港、臺灣
和新加坡分公司。2016年成功收購
馬來西亞最大之市場行銷公司

滬港人導師(召集人) 排名不分先後



謝明輝Alvin
德勤中國審計(Deloitte)

合伙人

林展賢Benson
達瑞文創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合伙人

陳永輝Eric
長江實業地產
首席租賃經理

張啟威Chris
仲量聯行(JLL)
資深董事

林景怡Yvonne
恆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裁

劉麗賢Terri
泛駿華國際物流(中國)有限公司

Tiger Asia
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趙賓Wesley
好孩子集團

全球集團總法律顧問

李有為Derek
耀華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
估價及顧問服務部總監

本計劃約有60名導師，實習生不能自行選擇，所有導師由大會編配入組，而所有導師亦會參與實習計劃的不同參訪或活動，介時大家亦可互動交流。

排名不分先後滬港人導師(部份)



上海生煎包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上海點心，據說已有上百年的歷史。
其特點為：皮酥、汁濃、肉香。輕咬一口，肉香、油香、蔥香、芝
麻香全部的美味在口中久久不肯散去。

上海的紅燒肉口感比較甜，上海人做紅燒菜的特點：一手醬油瓶，
一手糖罐頭，相對於杭州的紅燒肉（東坡肉）和無錫的紅燒肉而言，
有非常鮮明的濃油醬赤的特點。

排骨年糕是上海一種經濟實惠、獨具風味的小吃，已有50多
年歷史。上海有兩家著名的排骨年糕━━“小常州”和“鮮得
來”。“

“糕團是人生禮儀不可缺少的吉祥物和點綴品”：據說嬰兒
出生或初次剃頭，親友送禮都帶上雲片糕，象徵祥雲片片；
小孩念書要送定勝糕，象徵前途遠大。生日、婚慶，遷居、
造屋等，也要討口彩，送糕團點心，意為“步步高”。



有人說“外灘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外灘的精華就在於52幢風格各異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外灘
建築群。
外灘的建築雖不是出自同一位設計師，也並非建於同一時期，然而它們的建築色調卻基本統一，整體輪廓
線處理也驚人地協調。

田子坊是由上海最有特色的石庫門里弄演變而來，位於上海的浦西，在上海堪稱很小資的地點之一。
走在田子坊，迂回穿行在迷宮般的弄堂裡，一家家特色小店和藝術作坊就這樣在不經意間跳入你的視線。
從茶館、露天餐廳、露天咖啡座、畫廊、家居擺設到手工藝品，以及眾多滬上知名的創意工作室，可謂應
有盡有。

城隍廟始建於明代永樂年間，門票十元，是道教宮觀，享譽中外。
廟外的步行街遊人來往如織，各種小吃店的叫賣聲不絕於耳，十分熱鬧。

上海迪士尼樂園，是中國內地首座迪士尼主題樂園。它是中國第二個、中國大陸第一個、亞洲第三個，
世界第六個迪士尼主題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