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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藤校商学院商业创新研究实习
2018.06.23-2018.08.25

一、 项目介绍
对于想要申请美国名校的学生来说，平时是否参加过独特活动实践经历也成为美国名校录取考核

中重要标准之一。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对学生培养自主性、创造性能力非常重视，而参加此类活动是

考察学生是否具备战略思维能力、高超领导能力的主要途径。与国外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性、专

业性与连贯性相比，国内学生在课外实践活动方面存在很大劣势，甚至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相关活动

经历，这也是导致很多学生申请国外优秀大学失败的主要因素。

优拓国际秉承“科学发展素质教育”的原则，将全球最好的素质教育课程与项目带给中国学生，

让他们获得与世界顶级名校一样的软实力。本次特为中国学生量身定制美国藤校商学院商业创新研究

实习项目，是不可多得的与世界级学术资源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

据了解，美国企业基本不会接收高

中实习生，美国当地高中实习生也鲜有

机会能参与到此类核心项目中，此次活

动全球只有 20 个名额，且全程由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及前百事

的 CFO 联合为学生做线上授课。另外

我们还会让学生直接参与到美国正在

进行的项目或者准备启动的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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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实践项目多为美国企业与高校联合立题攻关，对于开拓学生视野、提高自主创造性有极强的引导

性，搭建世界顶级学术与一流商业平台联合教学，为学生提供直面商业市场的学习交流机会。此类经

历将成为参与者日后申请国外名校的重要筹码，也是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 项目具体内容

时间安排：

 提交报名意向后，专家会与学生约定远程

面试；

 面试通过后，正式加入某一研究项目，一

共为期十周；

 所选实习项目开始后，每周一至周日有

3.5 到 4.5 个小时教授会线上授课并且和

实习生进行互动，以上课+实习研究指导

的方式开展。

测评方式：

1. 项目结束后，教授将对实习生进行测评，评出 A，A-，B＋，B，B-，C，F 七个等级之一，在项

目结束时获得 A-或以上成绩者则属于表现优异者。

2. 前 5 名表现优异的学生，可获得沃顿教授个性化推荐信。

研究实习项目：

研究实习的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调研分析、竞争性分析、建模、数据分析、参与讨论等，

直接参与到项目的核心，参与尖端前沿商科领域项目。

1. Discussion of Problems and lssues in the world,focusing on social and environ

mental problems;choosing your passion

2. Problem Formulation: Root Cause Analysis and 5 Whys

3. Further Refining to Problem into Bite-Size Nuggets

4. Methods of Creating Innvative Solutions

5. Brainstorming Ideas and Reverse Assump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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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valuating Ideas on the Feasibility/Impact Grid

7. Finalizing Ideas

8. Building Your Launch Plan

9. Interviewing out in the Field

10. Idea Revisions and Experiments

11. Launching Your Initiative

12. Progress Report—Week2

13. Final Results—Money Raised and Sustainability of Idea

14. Last Class—Awards and Sustaining Your Efforts

三、 师资介绍：

Prof. A. Kerzner

柯兹纳教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学院客座教授、纽约大学副教授；澳

大利亚著名 MBA 项目访问者。曾是一位

资深企业家，目前专注于提升国际学生

的 商 业 规 划 和 执 行 能 力 。 曾 经 在

Johnson & Johnson 、 Procter &

Gamble 等世界五百强企业担任高管，

有着丰富而独到的招聘和培训经验, 柯

兹纳教授目前致力于领导力、执行力等

教育领域。

Mr. Len Schutzman

舒兹曼先生曾经作为高级财务副总裁在百事服务超过 30 年，在 1989 和 1991 年他曾就任商业联

盟基金董事会主席，该基金会由世界五百强企业创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现任威廉•E•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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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业研究学院兼职执行教授、皇后学院舒慈曼企业家中心创办人和主席，毕业于莱彻斯特大学公共

财经专业， 获 MBA 学位。

四、 项目收获及价值

1. 沃顿商学院教授签发课程证书；

2. 美国企业实习证明；

3. 根据教授评分成绩前 5 名学生会获得教

授个性化推荐信；

4. 跟随教授共同完成美国公司的商业项目；

5. 培养社交能力，学以致用，转换思维，提

升商科背景。

五、 项目安排
项目时间：2018.06.23-2018.08.25

报名截止时间：2018.06.10

项目地点：学生通过远程方式与教授进行项目跟进。

项目人数：10-20 人

六、项目申请流程

1. 学生报名时，需准备好相关资料并申请面试，资

料清单如下：

 个人英文简历 English CV：请写明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地址、移动电话号码）、就读信

息；

 托福成绩 TOEFL：如果没有托福成绩，请尽

量提供英语能力的证明。此项目全英文沟通，因此对听说读写都有较高的要求，请大家做好

充分准备。

2. 5-7 个工作日内，项目负责老师安排通过初选学生进行面试（面试费用人民币：￥200 每人）；

3. 面试结果将于面试后 1-3 个工作日内通知学生，学生收到录取通知邮件后，须在一周内确认交费，

然后正式加入实习项目组。

七、往期学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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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mote internship program was both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Our professor was

very funny and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teachings were highly intuitive, suitable for

high school seniors and freshman/sophomore in University. His assignments started easy

and moved to interesting projects that needed more research and group collaboration. In

particular, I liked the acquisition project. I spent a lot of time brainstorming for an idea,

researching for the details, and enjoyed the proje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 would

recommend this program to any high school senior who wants to apply to a Economics or

Business related major in University. They would definitely learn a lot of the essentials of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his would look good on their application.

- --Jackie Lin

From October 8th to November 18th, I was involved in a internship programwhich was
lead by Professor Alan fro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School. I came to the first
session worried that I had no internship nor business experience. However, as the
internship goes, with the encouragement from professor Alan, I grew confidence.
Professor Alan is very friendly, sharing stories, telling jokes. Each others from screen as we
can only see, the environment we had was very harmonic. It was a nice learning
environment. Professor Alan allowed free discussions, and sometimes even arguments.
For the first 6 weeks or so, we were focusing on financial banking. We got tasks every week,
sometimes intense. Our task includes researching, reading, comparing companies, making
presentations, reading through notes, interpreting datas and presenting. When I first
present, I felt nervous that students all around the world were watching us. My favorite
part is preparing the SWOT analysis. I was excited to judge the companies’ strengths,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weakness, because I felt that I am involved in some merge or
acquisition plan.
It was hard to research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companies online because some Ltd.
companies are small and less well-know. At first, I spend 2 hours typing key words such as
“Balance sheet of McDonald’s 2016,” but now I can do it in less than 10 minutes. Not only
did I learn knowledge, butalso I gained confidence and I enlarged my horizons. Some
business ideas naturally flow in to mymind after the internship program. I now have more
goals in mind, at which I believe I will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aiming.

In conclusion, this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 have not only learnt methods and gained

experience, but found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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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Huang

从 8 月份一直延续到 11 月的 Remote internship program 让我受益匪浅。其实在今年暑假我就参加

了 NYU Stern 商学院的夏校，了解了有关商业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 accounting、finance、marketing

等等。紧接着就参加了这个项目，让我对商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是有关投行的前五节课，其实

参加这个课前对商业的了解都是比较理论化的，即使听说过 investment banking，也不是很清楚它的

具体职务和功能。课上 Professor Alan 用讲课和 simulation 相结合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了解到这

一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收购的过程以及市值的评估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枯燥和“高大上”，相

反，可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前五节课的结课 presentation 是让我们在微软和苹果两个公司中选

择一个，为其建议一个可以收购的公司。我们小组选择了苹果，但是究竟收购什么公司还是在组内有

很大的争议。在网上搜到的结果一般都是游戏公司，我们一开始想要另辟蹊径，选择了住宿出租平台

Airbnb，但后来发现并不是是个公司就适合被收购，还需要能和苹果的品牌、功能、发展方向相符合。

经过好几轮的讨论，我们最后才敲定了收购美国的一家通讯公司 T-mobile，尽管作为通讯行业的大佬

之一，T-mobile 市值非常大，但是我们讨论下来也通过计算相信收购之后的收益会大于收购的价格。

那两三周的讨论和准备下来真是让我 们学到了很多，从专业上的 SWOT 分析、市值评估、读年度报

表，到与同学的合作沟通技能、分工协作技巧等等。这些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后五节课是有关

entrepreneurship，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虚的概念，毕竟创业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但是一点一点的

引导和模块学习还是让我对这块有了一定的了解，尽管没有特别好的创业 idea，但是这次经历也让我

在这方面有了一点 sense。这部分还让我学习到如何处理团队中的矛盾，当时小组内因为分工问题有

两个成员有了不愉快，这个时候就不仅需要“劝架”，更需要有技巧的重新分配工作，让团队工作能

够继续，团队协作真的是学习生活乃至日后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总之，这几个月的藤校实习

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知识，更是与同学、教授沟通的技巧和团队精神。

--Lily D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