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年臺灣青年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
報名簡章（專案簡章）
一、實習計畫目的：
（一）為臺灣青年學生提供赴大陸實習的企業崗位機會。
（二）通過赴陸實習，提升個人職場能力，積累大陸市場工作經驗，建立職場人脈。
（三）增進臺灣青年學生對大陸市場環境、產業走向和未來發展趨勢的進一步瞭解。
（四）為將來有意赴陸就業的臺灣青年，體驗職場增加適應能力。
二、臺灣辦理單位：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三、參加對象資格：
（一）台灣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生及博士生，需有台灣身份證）。
（二）持有效臺胞證。
（三）有意願赴大陸就業或創業，具備溝通交流能力、赴陸短期學習生活之適應能力，
能遵守紀律、服從團體安排者。
（四）會計、經濟、金融、法律、外語、數學、電腦等相關專業為主，或其他專業有志於
從事證券行業者。
四、實習計畫時間：
本實習計畫全程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019 年 8 月 9 日。
五、實習計畫地點：廈門
六、實習對接說明：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申請者依據本簡章填寫報名並提出申請，實習委員會將依據
報名表內容及綜合參考其它各項申請者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書
面審查。書面審查通過者，將個別寄發正式錄取通知。
（二）第二階段行前培訓：本培訓預計為期一天，係實習計畫之重要內容，列入出席考
勤紀錄。
七、實習補貼安排：
（一）本計畫主辦單位將安排全程住宿。
（二）本計畫企業提供每日人民幣 100 元津貼，實習日共 15 日，共計人民幣 1,500 元。
（二）除以上補助費用之外，個人交通費用、醫療費用、通訊費用、護照及臺胞證辦理
費用、其他個人開銷等，均由個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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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習活動費用：
（一）本計畫期間 19 天，具體費用待錄取後正式通知。
（二）費用包含報名費、住宿費、接送機交通費、保險費、行政費、團務費等、保證金
（新臺幣 3,000 元，實習結束履行實習計畫所有要求義務後，全額退還，請填妥並
提交完整之保證金退款申請書）。
（三）個人交通費用、醫療費用、通訊費用、其他個人開銷等，均由個人自理。
九、實習申請流程：
（一）申請報名：填寫線上報名表，並將附件二、附件三完整填寫，與護照、台胞證電
子掃描檔、個人大頭照及在學證明或畢業證書連同個人簡歷（A4 一張
內容，提供繁體和簡體兩種版本 PDF 檔，檔名為「簡歷-姓名-2019 廈
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寄送至信箱 intern@cydu.org。
（信件名為「報
名表-姓名-2019 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有其他有助於申請的相
關文件，可一併附上。書面審查採隨到隨審，優先報名優先審查，額
滿為止。
線上報名表網址：https://forms.gle/ta7pTNySvSXCt9Fh7
檔名範例：姓名-2019 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報名表
姓名-2019 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簡體簡歷
姓名-2019 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台胞證
（二）審查說明：經書面審查通過者，將由主辦單位個別寄發正式錄取通知。
（三）公告錄取：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本會官網，並寄發錄取通知給錄取者。
（四）繳納費用：收到錄取通知後請於 5 日內繳納活動費用。匯款帳戶如下：
戶名：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銀行帳號：107540578652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號：822

（五）核對繳費：完成繳款，請提交匯款人姓名、匯款憑據至 intern@cydu.org（郵件標
題：匯款資訊-姓名-2019 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
，或傳真至本會 Fax：
02-25530607。經核對後完成實習申請程序。
十、活動內容安排：
依各實習單位業務而定，實習單位派有專人指導開展工作，熟悉環境及日常管理。實習
結束需完成書面實習報告。
十一、實習團員要求：
（一）心得撰寫：
1. 實習期間各週末必須提交 10 張以上的實習照片以及 1 篇 500 字以上「當週心得」
，
三週共三篇心得及 30 張以上的實習照片，實習照片應包括在辦公室與同事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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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在工作時的畫面。
2. 實習結束後 2 週內提交 1 篇 1,000 字以上的「心得總結」
，並附上精選實習照片 10
張以上，以及有關實習工作情況和實習心得的短片 1 至 3 分鐘。
3. 主辦單位擁有發表實習團員心得、照片的權利。
（二）嚴格守時：嚴格遵守主辦單位所要求的各項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脫隊。團
員應全程參與本計畫所安排的所有活動。
（三）遵守門禁：實習期間工作日每晚實施晚點名，23:00 實施門禁。休假日可自行安排
活動，但不得前往上海市以外的地區以策安全。若有特殊情形應立即
報備實團長。
（四）經驗分享：本計畫團員日後有義務配合本會進行實習經驗和心得分享。
（五）違規懲處：以上要求，嚴重違反紀律者，將立即取消實習資格、扣除保證金，返
臺機票需自行負擔，並將無法享有補助津貼及其他各項補助。
十二、其他說明事項：
（一）本實習計畫結束後，將由主辦單位出具實習證書。
（二）各實習企業可能會自行與團員簽訂實習協議，就工作任務、責任義務和保密條款
等進行具體約定。
（三）有特殊疾病、特殊飲食習慣、宗教信仰習慣等，請於報名表中註明清楚。未將個
人特殊病史告知主辦單位，相關醫療責任自負。嚴重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實習資
格，扣除保證金，返臺機票需自負。
（四）尚未服兵役之男性學生請在出發前自行辦理役男出境許可，須在護照加蓋出境核
准章戳或主管機關下載相關文件備查。
（五）本團行前培訓及行前說明會的時間地點將另行通知。
（六）本計畫主辦單位所提報企業崗位額滿時，得進行調劑錄取。
十三、退費安排說明：
（一）錄取後因個人因素單方面取消參加者，退費將扣除機票訂金及其它必要費用。
（二）前項經航空公司確認開票完成，依該航空公司之規定，協助辦理退票作業。
十四、聯絡諮詢方式：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李小姐
（一）電話：02-2550-0096。
（二）信箱：intern@cydu.org。網址：www.cydu.org。
（三）地址：103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06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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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實習計畫附件：
（一）實習企業說明
（二）報名表
（三）實習保證金退款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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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臺灣青年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
實習企業說明(附件二)

中國民生銀行於 1996 年 1 月 12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中國第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發起
設立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是嚴格按照中國《公司法》和《商業銀行法》設立的一家
現代金融企業。
成立 22 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在廣大客戶和社會各界的支援下，中國
民生銀行充分發揮「新銀行、新體制」的優勢，從當初只有 13.8 億元資本金的一家小銀行，
發展成為一級資本淨額超過 3800 億元、資產總額超過 5.9 萬億元、分支機搆近 3000 家、員
工近 5.8 萬人的大型商業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誌 2017 年 7 月發佈的全球 1000 家大銀
行排名中，中國民生銀行位居第 29 位；在美國《財富》雜誌 2017 年 7 月發佈的世界 500 強
企業排名中，中國民生銀行位居第 251 位。
作為中國銀行業改革試驗田，中國民生銀行秉持「為民而生、與民共生」的使命，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己任，致力於為中國銀行業探索現代商業銀行建設之路，致力於為客戶提
供專業特色的現代金融服務，致力於為投資者創造更高的市場價值和投資回報。2000 年 12
月 19 日，中國民生銀行 A 股股票（代碼：600016）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05 年 10
月 26 日，中國民生銀行完成股權分置改革，成為國內首家實施股權分置改革的商業銀行。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中國民生銀行 H 股股票（代碼：01988）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上市以來，中國民生銀行致力於完善公司治理，大力推進改革轉型，取得了良好經營業績，
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中備受關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中國銀行業面臨的經濟金融環
境發生深刻變化，商業銀行紛紛加快戰略轉型步伐。2015 年 2 月，中國民生銀行啟動全面轉
型變革的頂層設計——「鳳凰計畫」，到 2017 年末「鳳凰計畫」設計全面完成，試點落地成
效初顯。中國民生銀行以實施「鳳凰計畫」為主線，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目標，按照
「做強公司金融，做大零售金融，做優金融市場業務，做好綜合化經營」的經營思路，努力
向數位化、輕型化、綜合化的標杆銀行轉變，持續提升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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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銀行板塊，中國民生銀
行圍繞「一手抓經營發展，一手
抓轉型提升」兩條主線，打造
「專業化的商業銀行」、「場景化
的交易銀行」、「定制化的投資銀
行」三大業務特色；圍繞國家經
濟結構調整和重大戰略業務領
域，夯實公司客戶基礎，優化調
整公司信貸業務格局；創新投行
業務體制與流程，不斷提升投行
業務競爭力；優化供應鏈金融業
務模式，引領公司業務融合發展
模式轉型升級。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生銀行對公存款餘額 24,347.47 億元，境內有餘額對
公存款客戶達 101.28 萬戶，比上年末增加 17.36 萬戶，增幅 20.69%；對公貸款餘額 16,996.96
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1,433.11 億元，增幅 9.21%。
投資銀行方面，中國民生銀行聚焦醫療健康、文旅消費、高端製造及資訊技術、政
府及投資機構四大行業，力推定向增發、產業（政府）基金、Pre-IPO 直投、並購重組四大
重點業務，以及發債、證券化兩大重點產品為支柱的「4+2」投行產品體系，發行了全國首
單交易所基礎設施 PPP+ABS 項目、深交所首單 PPP+ABS 項目、全國首單軌道交通行業綠色
資產證券化項目、全國首單央企綠色環保建築證券化項目等。債券承銷方面，註冊發行了銀
行間市場首單採用批量發行模式的信託型 ABN，承銷了市場首單購房尾款 ABN 四川藍光
等。2017 年，全行債券業務發行規模 2435.47 億元。
交易銀行方面，中國民生銀行聚焦實體企業生產經營場景，著力豐富國際業務、新
供應鏈金融、結算與現金管理業務、國內貿易融資和保理業務四大系列產品，實現交易銀行
業務的線上化轉型和場景化升級。打造「跨境通」國際業務服務品牌，構建跨境融資、跨境
資金管理、跨境 E+、跨境聯動、國際信貸五大產品體系，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跨
境金融服務。推出「通」、「聚」、「盈」三大現金管理產品體系，增強差異化競爭力。加快推
廣無追索權保理、「N+1 金保理等特色產品，推廣應收賬款類解決方案在醫藥、工程、公用
事業、TMT 等特色行業應用，鞏固保理業務的同業領先地位。獲得中國銀行業協會授予的
「最佳供應鏈金融銀行」等榮譽，交易銀行業務的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
零售銀行板塊，中國民生銀行進一步明確小微金融戰略定位，加快推進小微金融戰
略轉型；全面加強財富管理體系建設，深化私人銀行業務轉型調整，不斷提升資產配置能
力；大力推動信用卡業務發展，髮卡量、交易額等指標快速增長。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
生銀行零售非零客戶達 3,556.14 萬戶，比上年末增長 522.38 萬戶；管理個人客戶金融資產
14,363.60 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1,743.47 億元。
小微金融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深入推進小微金融戰略，強化客群細分經營能
力，轉型提升小微金融發展模式。利用移動互聯和大資料等新技術，反覆運算升級樂收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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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電子帳戶等產品服務，上線「雲抵押」，推進小微金融線上線下 O2O 輕型化便捷服務。
加大二維碼收銀台、雲帳戶等結算產品的推廣力度，擴大基礎客戶群體。截至 2017 年末，
中國民生銀行小微客戶達 592.42 萬戶，比上年末增長 180.29 萬戶，增幅 43.75%；2017 年累
計投放小微貸款 4,282.38 億元。
信用卡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依靠資料驅動和科技創新，聚焦客戶的境外游、餐
飲、網購等消費需求，持續提升安心、實惠、便捷的用卡體驗。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生
銀行信用卡累計髮卡量 3,873.86 萬張，2017 年新增髮卡量 1,040.22 萬張，同比增長
119.37%；實現交易額 16,482.61 億元，同比增長 33.65%；實現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213.83 億
元，同比增長 33.26%。
私人銀行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堅持以財富管理為主體、以「投行+」為特色、
以國際化為方向、以「互聯網+」為工具的「一體三翼」服務理念，致力於為客戶提供財富
管理、專業顧問、私行專屬產品、VIP 非金融等專業化一站式服務。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
生銀行管理私人銀行金融資產 3,068.79 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101.31 億元。
社區金融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深入貫徹普惠金融戰略，全面升級社區金融商業
模式，推動社區網點持續健康經營。截至 2017 年末，持有牌照的社區支行 1,622 家，比上年
末減少 72 家；社區網點金融資產餘額 2,180.57 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517.01 億元；社區網點
客戶數 578.88 萬戶，比上年末新增 116.82 萬戶。
金融市場板塊，中國民生銀行搭建金融同業戰略客戶平臺，持續優化同業負債結
構，截至 2017 年末發行同業存單餘額 3,351.31 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31.25%；推廣託管綜合
金融服務，促進託管業務穩步發展，截至 2017 年末資產託管規模達 77,396.52 億元；全力打
造「非凡資產管理」品牌，加強資產組合管理，截至 2017 年末理財產品存續規模 11,534.89
億元；貴金屬和外匯交易業務規模不斷擴大。
同業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堅持做優做細同業客戶管理，做強做深同業業務合
作，建設同業 e+品牌，強化系統開發，深化平臺合作。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生銀行累計
搭建同業戰略客戶平臺 15 個，同 211 家戰略客戶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同業負債規模
14,320.22 億元，同業資產規模 2,437.09 億元。
資產託管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積極搭建銀基、銀信、銀保、銀銀等託管客戶合
作平臺，建立總分支行託管聯動行銷體系，推進託管「資信通」、「財富通」平臺建設，推出
「惠通」系列託管綜合金融服務，託管業務穩步發展。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生銀行資產
託管規模餘額 77,396.52 億元，養老金託管規模 850.34 億元，管理的企業年金個人帳戶 17.34
萬戶。
理財業務方面，中國民生銀行大力拓展零售客戶和企業客戶市場，全力打造「非凡
資產管理」品牌；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創新多種工具，支援實體經濟發展；及時調整投資策
略，加強資產組合管理，切實保障投資者權益。截至 2017 年末，中國民生銀行理財產品存
續規模 11,534.89 億元。
貴金屬及外匯交易方面，2017 年中國民生銀行貴金屬業務場內黃金交易量 3,346.50
噸，白銀交易量 14,102.99 噸，交易金額共計 9,495.81 億元，為上海黃金交易所第四大交易
商、上海期貨交易所最活躍的自營交易商之一、國內重要的黃金進口商之一。開發代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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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活躍做市，持續提升外匯業務競爭力。2017 年，中國民生銀行境內
即期結售匯交易量 6,502.39 億美元，同比增長 125.30%；遠期結售匯、人民幣外匯掉期交易
量 8,060.60 億美元，同比增長 28.12%。
網路金融板塊，中國民生銀行創新互聯網金融發展模式，依託新興金融科技，大力
創新直銷銀行、零售網路金融、公司網路金融、網路支付、微信銀行等平臺、產品和服務，
持續提升客戶體驗，市場份額穩居商業銀行第一梯隊。截至 2017 年末，民生銀行直銷銀行
客戶數 1,091.45 萬戶，管理金融資產 1,047.46 億元，如意寶申購總額 2.05 萬億元；手機銀行
客戶數 3,079.17 萬戶，比上年末增加 604.03 萬戶；個人網銀客戶數 1,812.88 萬戶，比上年末
增加 188.36 萬戶；企業網銀簽約客戶 104.27 萬戶，比上年末新增 16.77 萬戶；微信服務號矩
陣使用者數達 2,681.89 萬戶。
海外業務板塊，中國民生銀行穩步推進海外機構佈局，通過香港分行和民生商銀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搭建海外業務平臺，打造民生跨境金融服務品牌。截至 2017 年末，香港分
行總資產 1,897.93 億港元，較上年末增長 19.25%，2017 年實現淨收入 22.60 億港元；民生商
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總資產 154.06 億港元，較上年末增長 302.14%，2017 年實現淨利潤 2.25
億港元。
22 年來，中國民生銀行在經濟金融轉型變革的大潮中把脈方向、聚合資源、創新
求變、探路前行，實現了規模和效益持續增長。2017 年末，中國民生銀行資產總額 59,020.86
億元，2017 年實現淨利潤 498.13 億元。
22 年來，中國民生銀行牢固樹立「民生服務社會大眾、實踐情系民生事業、大眾
情系民生銀行」的責任意識，扎實開展精准扶貧工作，支持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產業扶貧
及農村基礎設施改造等項目，持續開展「我決定民生愛的力量——ME 公益創新資助計
畫」、百年巨匠、美麗鄉村等公益活動，成為金融反哺社會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
備註：每間公司福利依照各實習單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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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臺灣青年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
報名表（附件二）
中文姓名

性別

學校

科系

年級

前往大陸次數

如何得知此活動訊息

推薦人

外語檢定
專業證照
擅長軟體
獲獎事蹟
個人簡介
社團經歷
與擔任職務
兩岸交流
活動經驗
實習或
工作經歷
參與本次
實習動機
對兩岸關係
的看法
是否意願前往大陸就
學／創業
是否有意願
擔任本活動幹部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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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實習保證金退款申請表（附件三）
退款人資料
團名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臺灣青年廈門暑期金融實習計畫

姓名

電話

實習單位

實習日期
退款帳戶資訊

銀行名稱

銀行代碼

銀行帳號
是否有中國信
託的銀行帳戶

戶名

□有

□無

黏貼存摺影本（封面）

退款注意事項
一、退款資格：實習完整結束並取得合格證書或相當於完成實習所取得之證明，且未有重
大違紀事件，可申請實習保證金退款。
二、申請方式：請詳細填寫本表後，連同報名表發送至 intern@cydu.org。
三、退費標準：如有匯款手續費，退費金額將扣除手續費用。
四、退費方式：按照本表提供之退款帳戶資訊採匯款退費。
五、其它未盡事項請來電洽詢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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