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計劃簡介

各位同學：

一個充實的暑假

今年7月，新界青年聯會將舉行「探索中

華」－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

2020－廣西站，帶領香港大學生前往廣

西，在內地的知名企業進行為期一個月的

實習。作為大學生的您，把握機遇，緊貼

大中華的發展趨勢，為未來職業規劃作出

準備。
備注：鑒於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大會將密切留意最新事態。

因應疫情進展，如需取消計劃，大會將第一時間通知所有參

加者，並保證全數退還按金。如計劃不受影響，則一切安排

如期進行。



五種體驗式實習

 

廣西抓緊國家開放發展的步伐，不斷深化

以東盟為重點的對外開放合作，建設「一

帶一路」貿易大通道，在這龐大機遇下，

大學生率先把握機會，從實習工作中實踐

所學，累積經驗，透過多元化的學習體

驗，擴闊視野，包括： 

 

一.內地職場實況體驗：透過實習，加深對

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了

解，累積工作經驗，為畢業後提升競爭優

勢；

 

二.文化體驗：在非工作日，安排參加者考

察當地名勝如中越德天瀑布、花山岩畫、

桂林陽朔灕江景觀等，體驗和認識當地城

市的文化特色；

 



 

三.交流體驗：實習期間，可與企業高管交

流，以及考察廣西工業重鎮柳州市，與當

地青年學生交流，把握機會了解內地的發

展機遇及創業條件；

 

四.生活體驗 : 體驗社區在地生活，了解內

地生活狀況及文化交流，體驗當地的生活

文化；

 

五.團隊生活體驗 : 整個實習期，與同期實

習生一同工作、生活，互相照應；在實習

期，認識內地同事，共處合作；在非工作

日，透過與當地人交流，亦可擴闊人際網

絡，建立友誼，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德天瀑布
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心動不如行動，各位同學，立即參與「探索中華」－ 香港大學生

暑期內地實習計劃 2020－廣西站，向理想邁進！

歡迎您的加入，預早發掘未來職業路向!

桂林陽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

非工作日

文化體驗

歷屆實習計劃

活動照片



實習計劃基本資料

計劃名稱：「探索中華」－ 香港大學生暑

期內地實習計劃 2020－廣西站 

 

實習日期：2020年7月26日至8月24日

 

招募對象：

(a) 年齡介乎18至30歲 及

(b)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及

(c) 現正或曾就讀大專院校之學生 (在讀人

士優先)

 

招募名額：20名

 

實習地點：廣西南寧市

 

 



內地職場實況體驗，累積工作經驗，為畢

業後提升競爭優勢

考察當地名勝如中越德天瀑布、花山岩

畫、桂林陽朔灕江景觀等，體驗和認識當

地城市的文化特色

與當地青年學生及企業高管交流，把握機

會了解內地的發展機遇及創業條件

體驗社區在地生活，體驗當地的生活文化

團隊生活體驗，擴闊人際網絡，建立友誼

活動特色: 

按　  金：港幣$2,000 (經輪選後確定入圍

資格者需繳交按金，若整體出席率達80%及

終期評估獲合格者將獲全額退還按金)

 

 

費　用： 全免

(包括往返交通、住宿、保險及交流活動等)



實習計劃安排

截止日期 : 2020年6月15日（第1輪）

           2020年7月8日（第2輪）

 

報名程序：參加者登入本會網頁

www.fnty.org.hk，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按金繳付：

參加者須在三天內，以郵寄或親臨繳交相

關按金費用及文件，以確認參加資格，包

括(1)相片乙張、(2)付款證明(劃線支票)和

(3)身份證、回鄉證及學生證副本。

如參加者未能如期繳交以上相關費用及文

件，將視作放棄參與計劃。

 

 

 

 



請使用劃線支票，抬頭寫明：新界青年

聯會／FEDER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YOUTH

請在支票背後註明報名者的中英文姓名

及聯絡電話

請將相關按金費用及文件，郵寄或親臨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海樓地下101-108A

室『新界青年聯會』，並請於信封面註

明「探索中華」－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

實習計劃2020－廣西站。

參加者一經繳交按金費用，即視作確認

參加；如參加者其後退出計劃，所有款

項將不獲退還。

繳費方法如下：

  

 

 

 

 

 



出發前及回程後活動：  

參加者必須出席所有出發前及回程後的活

動，暫定日程如下(如計劃需進行第二輪招

募或有突發需要，本會將另行安排出發前

後活動的日子時間)：

 

 

 

 

 

  

 

 

 

 



實習期日程：  

參加者必須參加企業所安排的各項工作及

實習期間所安排的相關活動，詳情如下：

 

 

 

 

 

  

 

 

 

 









廣西東博會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是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有限公司

下屬全資子公司，是中國—東盟博覽會官方指定會議活動運

營商。主要經營範圍：會議服務，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組

織、策劃；體育賽事活動的組織、策劃；展覽展示服務；商

務考察活動的策劃及信息諮詢，禮儀公關服務；商務信息諮

詢，國內各類廣告的設計、製作、代理、發布；計算機軟件

開發；燈光、音響的設計，燈光設備、音響設備的租賃，影

視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具體項目以審批部門批准的為準），

市場營銷策劃；舞台的設計與搭建，動漫設計，美術設計，

服裝造型設計，多媒體設計；平面設計製作，裝飾工程設

計；攝影攝像服務；電子產品、工藝品（除象牙及其製

品）、文化用品的銷售；演出經紀（具體項目以審批部門批

准的為準）；舞台劇策劃，文學創作，音樂創作；場地租

賃。

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有限公司下屬廣西東博會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國有企業）



廣西南博國際會展有限責任公司是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有限公

司下屬全資子公司。南寧會展豪生大酒店由廣西南博國際會

展有限公司投資興建，委託世界五百強企業—美國溫德姆酒

店集團旗下的豪生品牌運營管理。作為南寧會展中心改擴建

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似飛翼、造型獨特的南寧會展豪生

酒店，不僅是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有限公司首次與國際連鎖品

牌酒店合作開拓廣西市場，更標誌著“升級版”東博會在軟

硬件上完善的升級建設。

廣西南博國際會展有限責任公司下屬南寧會

展豪生大酒店（國有企業）



廣西上善若水發展有限公司（簡稱上善若水公司）是廣西北

部灣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註冊資本5000萬元，營

業範圍為直飲山泉水系統的開發、投資、建設、運營及新材

料新技術的設計研發、應用與銷售。上善若水公司深耕供水

細分市場，擁有自主專利和核心競爭力、涵蓋高中低端的水

源地整合和製水方案，致力於解決企事業單位辦公室和家庭

在飲用水使用存在不經濟、不方便、不新鮮、二次污染等問

題。

廣西北部灣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屬廣西上善

若水發展有限公司（國有企業）



廣西北部灣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屬廣西廣路

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國有企業）

廣西廣路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廣路集團） 成立於

2016年11月24日，註冊資本10，000萬元人民幣,是廣西壯

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直屬企業廣西新發展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的

子集團公司。廣路集團目前主要經營業務有：鋼材、水泥、

成品油、瀝青、煤炭、環保能源類產品、農資產品、接待用

品等物資銷售；鋼構製品、交安產品、電力線桿及照明產

品、勞保用品及服裝等物資生產和銷售；房地產開發、工業

園區投資、資產租賃經營；物業管理服務；物流運輸；智能

科技項目設計、安裝、監控工程等。



廣西旅遊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是2014年1月經自治區人民政府

同意，由廣西城建投資集團和廣西旅遊投資集團合併重組而

成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主要任務是“整合全區旅游資源，

做大做強旅遊產業”。廣西南寧鳳凰賓館是廣西旅遊發展集

團下屬單位之一，始建於1969年11月，2004年4月被評定為

國家四星級旅遊飯店，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行政部門重要接待

基地，是中國—東盟博覽會指定接待賓館之一，是一家集住

房、餐飲、商務、會議、娛樂功能為一體的四星級商務會議

型酒店。

廣西旅遊發展集團下屬南寧鳳凰賓館（國有

企業）



廣西果銳傳媒有限公司是廣西百銳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專

注於新媒體事業的年輕隊伍，以“跳躍創造，沉穩行事”為

專業基準，構建集營銷和傳播為一體化的企業服務商

。公司主營網絡全網營銷策劃和推廣，擁有全國及廣西區內

極具影響力的微博的大號長期穩定合作關係，可將企業需要

推廣的信息以具有傳播性質的方式投向線上的各個有效媒

介，達到高效的病毒式傳播效應。直屬經營的微博大號有：

@南寧吃貨王、@南寧吃喝玩樂；以及微信公眾大號：@南寧

吃貨王、@南寧玩樂君，共計150多萬真實有效的本地粉絲，

讓企業花更少的廣告投入，達到更大的廣告效益。

廣西百銳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屬廣西果銳傳

媒有限公司（民營企業）



廣西錦繡前程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廣西首家在全國中小

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的人力資源公司，是一家具有全國

性、國際化品牌的服務機構，現有員工300+人，多年榮

獲“中國人力資源服務機構誠信示範單位100強、全球人力

資源服務機構100強、廣西民營企業100強、新三板最具投資

價值100強”、2018年“人力資源外包TOP15排行榜”第6

名、“五星級工會”等榮譽。

廣西錦繡前程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民營

企業）



中國石化銷售股份有限公司廣西石油分公司(簡稱廣西石油)

前身是成立於1952年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石油公司，1998年

整體上劃中國石化集團；2009年由大二企業升格為大一企

業；2014年根據集團公司油品銷售業務重組工作部署，變更

為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廣西石油分公司。 2019年變更為

中國石化銷售股份有限公司廣西石油分公司。廣西石油是廣

西最大的成品油銷售企業、連鎖網點最多的非油品業務運營

商和氣源最豐富的天然氣經銷商，業務涵蓋汽油、柴油、天

然氣、潤滑油、燃料油直批零售及便利店非油品等銷售業

務。經過60多年的發展，廣西石油已逐步成為“網絡覆蓋面

廣、服務功能齊全、物流運輸管道化、經營交易電子化、企

業管理信息化”的現代化企業。目前下轄14個地級分公司、

20多家合資公司，加油站、油庫網絡遍及全區所有市縣轄

區、高速公路、國省道以及90%以上的鄉鎮。

中國石化銷售股份有限公司廣西石油分公司

（國有企業）



本會將安排參加者入住鄰近實習機構的

酒店，確實地點稍後公佈。

本會將安排參加者由香港前往廣西實習

企業之往返交通（只限實習開始及結束

之交通）；

參加者須自行負責於當地工作的日常交

通費用。

本計劃將為參加者購買個人旅行保險，

包括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本計劃將與內地實習機構進行協調，確

保參加者在安全環境下進行實習計劃。

本計劃將安排具有豐富籌劃實習計劃經

驗的工作人員於實習期部份時間進駐廣

西，為參加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實習期安排：  

(1)  住宿

(2)  交通 

(3)  保險、緊急事故應變安排

 

 



參加者如遇意外或受傷，本港機構負責

人將以參加者安全為最大前提，第一時

間與當地實習企業、相關部門、參加者

家長（或緊急事故聯絡人）進行協調及

作出適當處理。

本計劃將於出發前向參加者提供有關遇

上突發事情處理程序的小冊子，以備不

時之需。

參加者須自行安排及負責實習期間的膳

食。

基本工作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惟

仍需視乎不同實習企業的工種及工作安

排而定。

實習企業將安排人員為參加者進行督導

工作；本會也將於實習期間安排工作人

員為參加者進行評估及督導工作

(4)  膳食

(5)  工作安排

(6)  督導及評核

 

 



中期實習報告：參加者須於中期評估

時，向本會督導員遞交實習報告，記錄

及反思實習經歷及成長所得；報告以文

字報告為主，字數界乎1000-1500字。

實習總結報告：參加者須於終期評估

時，向本會督導員遞交實習報告，總結

實習經歷及成長所得；報告以文字及相

片為主，字數界乎1000-1500字。

實習報告：  

所有參加者必須撰寫兩份實習報告：

 

津貼、按金退還及證書安排：

參加者的整體實習出席率(包括出發前及回

程後活動、實習期工作及活動)達80%或以

上，並在終期評估中獲得合格，將獲津貼

港幣$1,000、全額退還按金港幣$2,000及

頒發參加證書。表現特出的參加者更可獲

頒發證書獎品，以作表揚。

 

 



參加者必須遵守主辦機構制定的所有活

動規則；

參加者必須服從評審團所作出的判決；

有關活動安排細節，主辦機構可因應實

際情況作出調整，並保留最終解釋權。

聲明:

 

查詢:

地    址：(1)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海樓      

地下         地下101-108A室

          (2)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    

商           大埔商業中心9樓C室

電    話：2652 9123

傳    真：2652 2269

電    郵：info@fnty.org.hk

網    址：www.fnty.org.hk

Facebook：新界青年聯會

Instagram：fnty.org.hk

 

 



實習計劃Q＆A
Q: 如我有事未能參與⾯試，可否只呈交個⼈履歷表的⽅式
參與選拔？

A: 對於所有缺席⾯試的同學，其申請資格將會被取消。
 
Q: 我在繳交費⽤及按⾦後，⽅發現有事未能參與實習計
劃，是否能獲退還所有⾦額？

A:  參加者⼀經確認⼊圍資格並繳交費⽤後，如中途選擇
退出計劃，所有款項將不獲退還。

 
Q: 於廣西進⾏實習期間，如何往返實習機構及住宿地點？
A: 參加者需⾃⾏負責其通勤的交通⽀出。過往的參加者常
乘搭公交⾞往返實習機構及住宿地點。

 
Q: 實習時應穿著甚麼服飾？
A: 因應不同公司有不同要求，同學需⾃⾏與實習機構商
討。

 
Q: 實習期間我將⼊住甚麼地⽅?
A: 本會將安排參加者⼊住實習機構附近的酒店住宿。
 
Q: 在實習期間，如何與其他公司實習的參加者進⾏聯絡？
A: 本會建議參加者在出發前先申請電話及數據漫遊服務，
或於廣西購買內地電話卡，以便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