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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內容 

進一步的天空 杭州工作實習計劃 2018 

 

1. 主辦機構：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民建聯) 

 

2. 內地接待機構： 

浙江省人才市場 

 

3. 贊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 

 

4. 實習機構名單： 

中國工商銀行 

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省科技館 

杭州長頸鹿美語學校 

娃哈哈集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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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詳細內容及住宿安排： 

 

內容 

活動名稱： 進一步的天空 杭州工作實習計劃 2018 

實習日期： 2018 年 7 月 6 日(五) 至 2018 年 8 月 4 日(六)(30 天) 

參加資格： 18-29 歲之香港永久性居民並現於各大專院校就讀之學生 

名額： 50 人 

住宿： 杭州市區酒店以交通便利為主 

主要內容：  安排參加者到杭州市不同企業單位內進行實習 

 安排到杭州的大學拜訪交流 

 安排到杭州的大型企業參觀 

 實習完畢後﹐企業對實習生進行評估，並由主辦機構頒發實習

工作証書 

 

 

行程 (以下行程只是初擬行程，所有景點或安排將有可能會作出改動。) 

 

7 月 6 日 週五 出發 

7 月 7 日 週六 

上午 參加“杭州工作實習計劃 2018”啟動儀式 

中午 歡迎宴 

下午 與實習機構對接、崗前培訓 

7 月 8 日 週日 
上午 拜訪杭州當地的大型企業 

下午 參觀杭州當地的大學 

7 月 9 日- 

8 月 2 日 
工作日於單位實習，假期自由活動 

7 月 21 日 週六 兩岸三地大學生聯誼活動 

8 月 3 日 週五 
中午 歡送宴 

下午 自由活動 

8 月 4 日 週六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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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習單位介紹： 

：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通過持續努力和穩健發展，已經邁入世界領先大

銀行行列，擁有優質的客戶基礎、多元的業務結構、強勁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

力。業務跨越六大洲，境外網路擴展至 40 個國家和地區，通過 17,245 個境內機

構、329 個境外機構和 1,903 個代理行以及網上銀行、電話銀行和自助銀行等分

銷管道，向 473.5 萬公司客戶和 4.32 億個人客戶提供廣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形

成了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綜合化、國際化、資訊化的經營格局，繼續保持國內市

場領先地位。2013 年，位列英國《銀行家》全球 1000 家大銀行榜首，在美國《福

布斯》雜誌全球企業 2000 強排名中，成為全球最大企業，並首次入選全球系統

重要性銀行。 

  2013 年末，本行公司客戶 473.5 萬戶，比上年末增加 35.7 萬戶，有融資餘額

的公司客戶 13.6 萬戶。根據人民銀行資料，2013 年末，本行公司類貸款和公司

存款餘額保持同業第一，市場份額分別為 11.5%和 12.0%。 

網址：http://www.icbc.com.cn/icbc/ 

 

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1 年，主要從事電源建設、電力生產、

煤礦投資開發、煤炭流通經營、天然氣開發利用和能源服務業等業務。浙能集團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國資委的正確領導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實施

“大能源戰略”，以保障我省能源安全為己任，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實現了企

業快速、協調、健康發展，企業規模快速擴大、效益穩步提升、實力明顯增強，

形成了以電為主、多業發展的產業格局,成為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綜合型能

源企業。截止 2013 年底，集團總資產 1538.4 億元，所有者權益 714 億元。2013

年集團實現銷售收入 783.6 億元。 

目前，集團本部設 13 個職能部門。集團共有控股、管理企業 180 家，其中

集團直接管理的全資、控股所屬企業（專案單位）70 家，控股發電企業 27 家，

企業員工 16000 餘人。集團先後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全省國有企業創

建‘四好’領導班子先進集體”、“最具社會責任感企業”、“全省節能工作先

進集體”、“浙江省‘十一五’節能降耗工作先進集體”、“浙江省減排工作先

進單位”、“浙江和諧企業”等榮譽稱號。2013 年浙能集團位列中國企業 500

強第 171 位，列中國企業效益 200 佳第 81 位。 

網址：www.zjenerg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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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館 

浙江省科技館位於杭州西湖文化廣場 A 號區塊，整體建築以西南角巨型球

體為標誌，總建築面積 30452 平方米。浙江省科技館是面向社會公眾開展科普展

覽、科技培訓、青少年科技競賽等活動的科普教育機構，是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和

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浙江省科技館 1-3 層設有宇宙遨遊、地球探秘、海底巡禮、材料世界、資訊

萬象、生命奇觀、能源之光、智慧結晶（機器人）、基礎科學和少兒科技園等十

大常設展區，100 多個展項、300 多件展品，既有數、理、化、天、地、生等基

礎科學原理內容，內涉及生命科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航太技術、能源技術、

資訊技術等十幾個學科領域知識。其中的中醫、化學展項在國內科技館尚屬首創。 

除十大常設展區外，浙江省科技館 4-5 層還設有以“科學浙江”為主線的科

普報告廳、學術交流廳、科普演播廳、浙江院士廳、青少年科技培訓實驗室等公

共科普設施。 

浙江省科技館將不斷豐富展教內容、拓展展教手段、提升服務水準，使浙江

省科技館真正成為弘揚科學精神、宣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普及科學知識

的重要陣地！ 

網址：www.zjstm.org 

 

杭州長頸鹿美語學校 

1986 年，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87 年成立第一家兒童英語

教學中心，並於來年 1988 年開始推廣加盟事業，成立兒童英語加盟推廣中心，

目前則有 658 家分校遍佈於各地，是現今臺灣地區最大的英語教學連鎖體系。這

20 年來，長頸鹿美語一直兢兢業業，秉持著作育英才的教育理念，不斷致力於

國內兒童英語界，同時始終以‘全球華人英語教育第一品牌’自我期許。  

長頸鹿美語透過完整的編輯團隊以及跨國界的教材編寫，並以生活化、統整

性的編輯理念，結合主題式情境教學，編寫具國際觀的教材，更以專業教學系統

培養孩子的溝通能力，塑造優質的學習空間與成效，讓孩子與世界同步學習，不

僅學習英語、更能使用英語。  

2007 年，長頸鹿美語以‘讓您的孩子不只是優秀，更是領袖’的教學理念，

結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推出一套重要的學習方法--‘長頸鹿字母拼讀法 Giraffe 

FantasticPhonics’，突破以往教學模式，課程帶入自然發音概念，讓孩子在短短

六個月看到英文就會念、聽到英文就會拼，不但成就高效能的學習成效，更開創

英語學習的新紀元。  

網址：www.hzgiraffe.com 

 

http://www.hzgiraf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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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 年，前身為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經

銷部。在全國 29 省市建有 58 個基地 150 餘家分公司，擁有總資產 300 億元，員

工 30000 人。主要生產含乳飲料、飲用水、碳酸飲料、果汁飲料、茶飲料、保健

食品、罐頭食品、休閒食品等 8 大類 100 多個品種的產品。 

2010 年集團實現營業收入 550 億元，利稅 112 億元，上交稅金 46 億元。公

司位列 2010 中國企業 500 強 141 位，中國製造業企業 500 強 64 位，中國企業效

益 200 佳第 25 位，飲料加工業第 1 位。在中國民營企業 500 強中，娃哈哈營業

收入居第八位、利潤第一位、納稅第二位。娃哈哈已擁有通過中國合格認定國家

認可委員會（CNAS）認可的實驗室、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擁有強大的食品飲料自主研發能力，以及各類產業化實施技術和生產線配套設

計、製造、安裝、調試能力，能自己開模具及製造替代部分進口設備。公司並積

極參與了 40 多項國家、行業標準、國家部門法規的制（修）訂，推動中國飲料

行業與國際飲料技術水準接軌。 

網址：www.wahaha.com.cn 

 

7. 民建聯簡介： 

：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創會於 1992 年 7 月 10 日，走過二十多年漫

長道路，致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服務七百萬香港人。民建聯致力於發展青年人

才，時刻關心青年會員的發展，為青年提供自由創意空間。民建聯一直致力提供

合適的平台，給予青年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讓他們易於發掘自己的潛能，使青

年人可以為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多出一分力。 

 

8. 浙江省人才市場簡介： 

 

浙江省人才市場成立於 1993 年 3 月是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直屬事

業單位，主要提供服務有：（1）為各類企事業單位和人才辦理人才引進手續、人

事檔案管理、職稱評審、畢業生接收、戶籍掛靠、黨組織關係掛靠，提供出境證

明、考研證明等人事代理服務；（2）提供現場招聘、網路招聘、人才人事政策諮

詢以及人力資源管理和開發專案服務；（3）全省中專畢業生就業指導以及應屆大

中專畢業生就業諮詢、推薦服務； （4）辦理省部屬單位外來人才聘用證。 依託

浙江省人才市場完善、科學的人才資源管理系統和遍佈全省的人才服務網路，應

用浙江人才網資源優勢，為招聘單位提供中高級人才交流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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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在青年發展方面的政策目標是 -  

 向年青人推廣正面的價值觀；  

 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  

 鼓勵他們參與義務和社區工作； 

 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及  

 加強訓練年青人的領導才能。 

 

民政事務局與青年事務委員會緊密合作，推行各項計劃，以期達到上述目

標。民政事務局呼籲青年人積極參與各項計劃，並籲請非政府機構、學校、家長、

私營機構共同努力，讓年青人盡顯才華，為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民政事務局的

詳細資料，載於 www.hab.gov.hk。 

 

10. 青年事務委員會簡介：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是一個非法定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社會各界關

心青年發展和直接參與青年事務工作的人士，以及有關政府部門代表。委員會希

望凝聚社會力量，協助制定及推動有關香港青年發展的計劃及相關活動，以培養

有視野、具創意、能領導、肯承擔的青年，成為香港明日領袖。 

委員會會就青年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並舉辦或與團體合辦不同活動促進青

年發展。委員會亦會就與青年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為政府及服務青年的機構提

供資料。委員會也為本港青年提供國際交流的機會，透過「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

劃」及「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社區團體，舉辦青年內地交流團，以及為

青年提供前往內地實習的機會。委員會的詳細資料，載於 www.coy.gov.hk。 

http://www.hab.gov.hk/
http://www.coy.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