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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8年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通知 

 

主办单位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Overseas Chinese Charity Foundation of China)前身为中国

华侨文化福利基金会、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于 1992 年发起成立，系全国

性公募基金会，独立的基金会法人，是对侨界及国内外企业，个人捐赠资金进行

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带“中国字头”的全国涉侨基金会之一。被民政部

评为 4A 级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是国家民政部，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侨联。 

 

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Shanghai Overseas Chinese Foundation)是从事华侨

事业和鼓励海内外侨界人士及社会各界关心和资助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科

技、卫生、福利、慈善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的公募基金会，曾经积极推动

世博海外宣传，主办慈善交响音乐会，承办“和美西藏”美术作品海外巡展，举办

2014 中美青年高峰论坛，2015、2016、2017 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

邀请赛等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并致力于发挥和凝聚海外华侨、华人的渠道

和力量，为中国优秀年轻人提供更多拓宽视野，让中国的人才向全世界展示风采。

2014 年被上海市社团管理局评为“5A”级基金会。 

 

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 GWU 或者 GW，为美国

著名私立大学。学校主校区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中心，毗邻美国白宫、美

国国务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政治经济机构。1821 年为纪念

国父乔治·华盛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创立了该校。乔治·华盛顿大学自诞生之

日起就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每年向白宫及幕僚机构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因而素

有“政治家摇篮”之称。经过 200 年的发展，该校已成为一所规模庞大、享誉世

界的综合研究大学，其优势课程包括全球发展、国际关系、国际法、公共政策、

健康科学、商学、政治学、外交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以及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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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 

上海均瑶集团(Juneyao Group) 均瑶集团创始于 1991年 7 月，是国内领先的多元

化现代服务业企业，现已形成航空运输、金融服务、现代消费、教育服务、科技

创新五大业务板块，旗下 3家 A股上市公司，员工 15000多人，规模列中国服务

业 500强企业第 177 位。 

航空运输以上海为主运营基地的吉祥航空为核心，2006 年 9 月实现首航，

2015 年 5 月在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投资控股的低成本九元航空，以广州为主

运营基地，2014年 12月实现首航。金融服务以爱建集团金融业务与华瑞银行互

为业务依托，初步形成金融生态圈。现代消费由大东方、均瑶食品、均瑶如意文

化、均瑶地产组成业务板块。教育服务由世外教育集团旗下的上海市世界外国语

小学、中学为实体，形成了传统教育和国际化教育的教育链。科技创新由均邦新

材料公司和均瑶科创公司组成，致力于纳米陶瓷铝合金的应用推广、产品开发等。

集团自 2009年开始捐助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 

 

高迪安集团（GOLDIAN Group）是兼具全球化视野和人文情怀的的综合性企业，

致力于人文产业的发展,专注于品牌建设与发展。高迪安集团产业涵盖人文地产、

人文金融（投资银行、基金、保险等）、医疗保健、儿童国际教育、人文旅游、

互联网电子商务、人文奢侈品（珠宝、高端服饰等）七大版块，七大产业互为依

托，协同发展。“人文情怀 9·9真爱”是高迪安集团的核心价值观，集团全心

全意根植于人文品牌的开拓和创新，不遗余力地推行“品牌管理”的经营战略。

“真爱人文”品牌是高迪安的灵魂，也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原则和目标。 

 

项目简介 

本项目由北京大学荣休校长许智宏和复旦大学荣休校长王生洪发起并担任

名誉主任，立足于为国家长远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领导人才，促进中美

杰出青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本着立项之初的宗旨和目的，坚持履行培养杰出青

年人才的责任，助力中美民间人文交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相关重

点高校、国内外媒体，特别是参训学员的好评。 

本项目自 2009 年开展至今，已得到国家教育部的关注，2013年初，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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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正式将本项目纳入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总体框架。截止 2017

年底，已有近 2200 名学员报名参加，累计资助选送 243 名国内杰出青年赴美参

加培训，参训学员主要是经过推荐选拔的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  

2018 年项目主要内容：一是国内培训，注重国情教育和能力培养，主要是

专家授课、团队活动和小组交流；二是赴美学习培训，主要包括学习、培训、参

观、交流，使学员对美国历史文化、美国政经现状、美国公共政策等具有深刻认

知，并增加与美国一流高校和智库间的互动交流内容。2018 年的培训将向所有

通过面试的申请者开放，经考核后计划录取约 35 名学员参加美国培训。 

 

报名申请 

一、 申请须知 

1. 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品学兼优、有社会责任感； 

2) 以有关高校（或有关单位）推荐和自荐申请的方式进行报名。自荐申请需

有推荐信，推荐人需具备以下条件：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学者；或为公益

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公益人进行实名推荐（报名时需填写推荐表及提供推

荐人名片、联系方式）； 

3) 具有流利的英语表达能力（听、说、读、写），并取得大学英语 6 级及以

上证书，或中级口译及以上证书，或托福成绩 90 分（含 90 分）以上，或

雅思成绩 6.5 分（含 6.5 分）以上成绩； 

4) 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事务等领域的社会活动有一定的兴趣，并且愿

意投身相关行业； 

5) 性格开朗，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领导力、社交能力、

协调沟通能力； 

6) 不接受申请者在 2018 年度申请其他赴美交流项目和全球范围内社会资助

性质的其他交流项目。 

2. 参加对象：北京、上海、华东六省高校， 2015 级、2016 级本科生，2014

级已确认保研的本科生，2016 级、2017 级研究生（28 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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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请材料获取途径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并回复关键字“申请”（微信公众号：yleaders），或

者直接点击公众号菜单处的“2018 申请”按钮，获取通知信息，并点击

下方“阅读原文”，填写跳转页面中相关表单，获取申请所需材料及递

交要求。 

2. 发送以“2018 申请—高校推荐/自荐申请”为标题的电子邮件至项目工作

邮箱索取（项目邮箱：info@yleaders.net），项目办公室以邮件形式发放

申请所需材料及递交要求。 

三、 申请人请在报名截止日(2018 年 3 月 20 日)之前将以下材料发送至项目邮

箱：info@yleaders.net  

1. 申请表 

2. 个人简历 

3. 中英文个人陈述 

4. 证件照和生活照 

5. 英语证书或英语考试成绩单（电子版扫描） 

6. 推荐表（打印后请推荐人手工填写并电子版扫描） 

四、 申请人请邮寄以下材料 

1. 申请表（正反面打印并签字） 

2. 推荐人表（原件）及推荐人名片 

3. 学校出具正式的成绩单并要求 GPA3.3（含 3.3）以上（满分 4.0） 

4. 历年发表过的著作、论文及获奖证书复印件 

5. 其他资料（如影像等） 

*您所提交的所有材料，项目办公室都将有专人管理并严格保密。 

五、 考核： 

1. 项目管委会将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所有材料进行筛选，确定面试名单； 

2. 面试环节分为中文面试、英文面试，重点考察申请人的综合素质、英语

交流会话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3. 面试后申请人须按要求递交选定主题的短文一篇（1000 字以内），经评

委统一审阅后打分，并计入考核成绩； 

mailto:info@ylead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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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流程和进度： 

1. 申请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20 日 

2. 接受邮寄材料：2018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 

3. 初选：2018 年 4 月 1 日前材料审核 

4. 中英文面试：2018 年 4 月 20 日前（地点：上海，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5. 录取通知书寄送：2018 年 4 月 30 日前 

6. 国内培训：待定 

7. 签证：录取确认后办理赴美签证  

8. 赴美培训：2018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3 日 

9. 结业典礼：待定 

 

相关费用说明 

入选学员将有机会参加 2018 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国内培训以及美国培

训。项目国内培训费用均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华侨基金会负责募资承

担，入选学员均免费参加。 

经过中英文综合素质面试后录取的学员，将有资格赴美参加为期 16 天左右

的培训，每位学员赴美培训总费用约为 9000 美元（含国际往返机票、在美期间

培训考察费、讲课费、活动费、交通费、食宿费、文宣等费用）。经有关高校（有

关单位）推荐的学员个人承担国际往返及境外交通及保险等费用 4000 美元，其

余由主办单位负责募集承担；自荐申请的学员需承担全部费用。学员国际往返机

票由项目办公室统一购买。美国签证的手续可由入选学员选择自行办理或委托代

办，代办赴美签证费用（含代办费及签证费等）为人民币 1500 元，费用自理。 

 

联系方式  

 中美青年交流项目办公室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849 号丁香花园 4 号楼 303 室  邮编：200031 

联系人：张佳琦 

电话：86-21-62516032   传真：86-21-62516022 

电子邮箱：info@yleaders.net   

mailto:info@ylead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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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yleaders (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 

    

 

 

                       中美青年交流项目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