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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未来

北京自然选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铁
未来) 成立于2013 年，旗下拥有完全知
识产权的商赛品牌: 铁未来商业模拟挑
战赛；与多家香港名校及名企官方合作
的香港金融研习营 :“ 铁未来 · 山行
”。自2011 年起，铁未来已成功为超
过5000 名中学生提供过优质的商业模
拟挑战赛服务。2015 年铁未来成为
CCTV 央视网广告合作伙伴，并于2016
年初接受央视《品牌力量》节目专访。
除众多国内高中外，多家国内大学与海
外高中也受到铁未来的吸引，与铁未来
共同开展商业模拟教学活动。在此基础
上，铁未来长期与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
“雏鹰体验计划”、中银国际（HK）
、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 HK）、
美国万通(Mass Mutual) 等公司官方合
作，开展“铁未来· 山行”香港金融研
习营项目。截至2017 年8 月，铁未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铁未来· 山行
”香港金融研习营，近1500名中学生参
与其中，汲取亚洲名校知识、体验国际
金融职场。

铁未来精心安排“山行”研习项
目：由香港名校教授讲授商业课程、
由资深高管及行业专才向学生讲授关
于国际金融、企业管理、区域营销的
知识，组织商业策划比赛，为学生提
供企业实习机会。香港大学中国事务
处将为每位学生颁发港大官方项目证
书，全球500 强金融公司将会为结业
的每一位学生颁发参赛证明及由企业
高管亲笔签名的推荐信。除此以外，
学生还将获得国际志愿者证书。

申哲先，南加州大学，铁未来·山行项目校友

关于山行

铁未来·山行

内容概况

领导力管理学 / 市场学 / 会计学 / 商务演说技巧/
香港金融市场概况 / 企业文化 / 投资管理模拟沙盘
/投资工具概况 / 商业策划工具实践 / 4P分析 实习
报告 / MESE分析模型 / 跨国企业商务演说 产品发
布会 / 商业策划书写作 / 商业案例分析/商业问卷
调查 / 案例分析工具实践 / 大学案例演说/实习报
告/ 跨国企业实习证明 / 企业高管推荐信/大学项
目证书/ 商业案例比赛证书 大学教授推荐信

铁未来·山行

铁未来·山行

铁未来·山行

铁未来·山行

铁未来·山行

香港大學
課堂內容

香港大學
課堂內容

香港大學
課堂內容

跨國企業
培訓內容

跨國企業
培訓內容

跨國企業
培訓內容

铁未来·山行

跨國企業
培訓內容

铁未来·山行

領導力管理

市場學

會計學

香港金融
市場概況

風險管理

企業文化

投資工具概況

課程地點:香港大學

課程地點:香港大學

課程地點:香港大學

課程地點:跨國金融企業（香港）

課程地點:跨國金融企業（香港）

課程地點:跨國金融企業（香港）

課程地點:跨國金融企業（香港）

国际商务写作工具

Program Day

Program Day

Program Day

Program Day

参访中银香港总部
大楼

开幕礼/会计学
大学课堂

市场学
大学课堂

投资管理模拟沙盘
企业研习

企业测试
企业研习

公司开幕礼/企业
文化
企业培训课程

领导力管理学
大学课堂

金融学
大学课堂

4P市场模型分析
企业研习实践

实习报告展示
企业商业策划比赛

1 2 3 4 5
香港金融市场概况
企业培训课程

商业案例分析实践
商业案例比赛筹备

商业策划工具实践
研习任务

—

商业文书写作

—

项目管理

产品发布会
企业商业策划演说

案例分析工具实践
商业案例比赛

企业商业演说预演
企业研习实践

企业实习证书
企业研习颁奖典礼

—

压力管理

商业策划比赛证书
企业研习颁奖典礼

—

团队名片设计

企业高层推荐信
企业研习颁奖典礼

—

商业策划分析工具

—

案例分析工具

—

铁未来·山行简历模板

—

往届商业案例题目

—

商业案例演说模板

—

其他（公益活动、
面试技巧、案例参考、
团队合作指导等）

案例比赛题目公布
商业案例比赛

SWOT模型分析
企业研习实践

大学课堂（Program Day2-3）
实习报告写作

商业演说技巧

企业实习报告写作
企业研习实践

投资工具概况
企业培训课程

跨国企业策划书

—

大学出席证明
大学颁奖典礼

商业问卷调查
研习任务

风险管理
企业培训课程

团队强化
学习内容

企业培训
企业研习

业务实践
企业研习

72小时策划比赛
跨国金融企业

团队 合作
商业 比赛
快速阅读 模型分析 商业写作 商务演说
审美 领导力 沟通 危机应变 人脉 团队合作

团队名片设计
邢俊伟
XING JUNWEI

Phone:
Email:
School:

商业策划分析工具

案例分析工具

EUTURE
FURTHER

Program Day

项目
优势

香港大学
体验课程
The Market and
Marketing Strategy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商业的本质就是市场活动，从十八世纪
阿当 史密斯 (Adam Smith) 以来的经济
学研究也就是关于人类市场行为的解释。
课堂将简要阐述市场学的最核心问题，
包括营商价值观、消费者心理分析、品
牌建立和市场策略等；也会将中国大陆
和香港两个非常不同的营商环境作比较。

公司财务不单是商业收支的纪录，也是企
业管治的核心知识。每间公司的股东( 包
括股票投资者)、董事会、CEO 和各级管
理阶层都要学会对公司财务的理解，并培
养出灵敏的分析力、能洞悉公司的管治实
况、市场价值和经营前景。

Essentials of
Business Leadership
/Human Resources

Effective Business
English Skills

课堂的主题是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
出色的领导能为公司建立愿景和订定可
行的发展策略，也能建立和带领一支能
干和充满活力的员工队伍。若从企业的
人力资源角度着眼，则一间公司必须有
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可以提升人力素质的
管理制度。

英语是国际商业语言，一个人要能有效地
运用英语于商业活动，必须同时懂得书写
(writing) 和口语表达 (presentation) 的
技巧：主题清晰、言简意赅、用词有力、
心灵相应。讲座将教懂学员如何构思表
达内容和自我锻鍊实际应用英文的能力。

跨国企业
香港研习

企业培训

企业导师

香港金融概况：跨地区行业了解
风险管理：公司产品设计工具
企业文化：了解公司的企业愿景
投资工具：了解公司产品优势
企业年报：通过年报分析了解公司动向

学员将进入跨国金融企业，我们学员与导
师的比例高达2:10。 在资深员工的全天候
指导下，充分了解公司的架构，晋升制度
和发展空间，并在日常培训和与员工的交
流过程中深入认识500 强工作当中的能力
需求及压力。

现金流比赛

报告/演说

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涉及到各种理财概念
，学员将透过现金流比赛的过程为人生
不同阶段进行财富增值，避险和长线投
资等的操作，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谨
慎或大胆的判断，借此了解跨国企业理
财策划师如何把理论运用在日常工作。

跨国企业客户案例分析：分析客户需求
行业金融产品分析：寻找产品差异化
市场调查报告：客户咨询技巧实践
行业竞争报告分析：产品优势定位
企业产品发布会：公众销售推广能力
企业商务演说：应变能力与抗压能力

香港项目证书

案例比赛证书

企业实习证书

参与学生通过24小时商业案例分析比赛，
可获得由香港大学评审签发的商业案例
比赛证书。

参与学生完成完整的企业实习报告后，将
可获得由企业高层签发之企业实习证书
(Business Internship Certificate)。

香港大学证明

高层推荐信

参与学生满足相关要求可获得由香港大
学中国事务部签发之商业体验计划证书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for Business
Immersion Project)。

参与学生完成实习报告，成功完成商业策
划演说后，可获得由企业高层针对其工作
表现签发推荐信。企业高层推荐信将连同
高层名片一起签发，以便日后留学申请。

商策比赛证书

国际志愿者证书

参与学生满足相关要求可获得由企业高层
签发之国际商业策划书比赛证书。

参与学生完成铁未来山行·香港金融研习
营可获得国际志愿者证书。

EUTURE
FURTHER

产品发布会
One Page Product Overview &
Product Launch Press Release

邢俊伟
XING JUNWEI

Phone:
Email:
School:

准备名片
开拓你的社交圈子

企业研习/与管理层对话
超越固有思维，改变职业的未来，改变人生的轨迹。

简历写作

推荐信

商业案例分析工具

Day 2 am.

Day 2 pm.

Day 3 am.

Day 3 pm.

Day 4 am.

Day 4 pm.

BPC

Day 6 am.

Day 6 pm.

Day 7 am.

Day 7 pm.

A Product Launch in Hong Kong
公司证书

英文商业文书写作
产品发布会产品分析演说稿

大学课堂内容
HB R
Guide t o
Persuasive
Presentations

HBR
Guide t o
Finance
B asics for
Managers

Inspire a ction
Engage the audie nce
Sell your ideas

Speak the langua ge
Decide with da ta
Manage p r tab ly

铁未来·山行

On
S tr ategic
Ma r keti ng

On
L eader ship

HBR TOOLS
SWOT ANALYSIS
Business
Partner

Classic

from
This document is autho rized for use only by HCIA Compa ny (guide@hcia.co) . Co pying or posting is an
infringement of co pyright . Please contact customerse
rvice@ha rvard busines s .org or 800-988-0886 for
additional copie s .

This document is autho rized for use only by HCIA Compa ny (hong kongand@hcia.co) . Co pying or posting is
an inf ringement of co pyright . Please contact customerse
rvice@ha rvard busines s .org or 800-988-0886 for
additional copie s .

Business
Partner
Premium
Gold

Business
Partner
Platinum

Business
Partner
Premium

FEUTURE

香港大学课堂证书
证书不会改变世界，
我们留给拥有证书的人

FEUTURE

行前准备
铁未来·山行团队为每名香港金
融研习营参与者准备项目参与指南。

G U I
D E B
O O K

Day 5 pm.

Business Plan Challenge

商业策划书比赛/跨国金融企业

香港大学课堂体验

Day 5 am.

FEUTURE

Day 1 pm.

FEUTURE

Day 1 am.

申请流程
项目的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01 月 07 日，收款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01 月 20 日
NO.

· 个人申请 : 登陆 www.feuture.cn 或在
铁未来官方微信平台（封底二维码）直接线
上填写报名表。
· 团队申请：由相关负责人统一将团队报
名表和所有代表个人申请表统一打包发送至
further@feuture.cn

如果在 2017 年 11 月 28 日以前缴费，可以享受 400 元人民币的折扣；
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以前缴费，可以享受 200 元人民币的折扣。

NO.

录取通知
如果申请者成功通过面试并且公司认为
该申请者将会对铁未来 · 山行项目做出积
极的贡献，自然选择公司会向你发出电子版
录取通知书、Guidebook、项目合同及汇
款通知单。

以下优惠只针对“铁未来 · 山行”香港金融研习营（港大课程 + 公司实习）：如您是团队报名，10 人 / 团队，每
人可优惠 100 元人民币；15 人 / 团，每人可优惠 200 元人民币；20 人 / 团队，每人 可优惠 300 元人民币。* 所有
优惠都需先缴纳项目全款，山行项目组再依照实情将优惠费用退还至您的付款账户或者在项目期间兑换成等值港
币返还。
如果您决定参加本次项目，请您尽快订好往返航班。并且建议您尽量预订 2018 年 02 月 07 日中午 12 点前抵达深
圳和 2018 年 02 月 13 日 16 点后离开深圳的航班。如您有特殊情况（提前抵达或推后离开、目的地离深圳过远等），
不要担心，我们会另外安排。
您签署完毕的项目协议，需代表参加项目时带来一份交回给项目组。

NO.

缴纳申请费用

申请者通过审核，需在五个工作日内向
自然选择公司提交人民币叁佰圆
（RMB300）或其他等值外币作为项目申请
费用。若申请者未能通过项目申请初审，申
请费用将全额退还，若通过初审，申请者中
途退出项目，申请费用将不予退还。

NO.

项目名称
NO.

缴纳项目费
申请者需在收到录取材料后支付项目费
用。费用主要为香港高校及世界名企期间费
用（包含讲师费、教材费、教室费等）、企
业提案大赛比赛评审费、教室及设备使用费、
教材费、香港高校讲师费用、全程酒店费用、
八达通及电话卡费用、境外保险费用、项目
执行相关费用、每天交通费用及铁未来项目
组行政费用。

电话面试

（部分高中由香港方面进行现场筛选）
申请者交纳申请费后，铁未来 · 山行
项目组将对申请者进行电话面试，考核其综
合素质和能力。面试不通过，申请费用全额
退还。若通过面试，申请者中途退出项目，
申请费用将不予退还。

项目费用 / 人

FURTHER 铁未来 · 山行 香港金融研习营（名校课程+ 公司实习）

￥13,500

注： 项目费用均不包含学生往返深圳费用
项目费用均已包含前期 300 元人民币的申请费用
公司账户：
账户名称（Account Name）：北京自然选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Account Number）:1100 1113 8000 5250 9059
收款银行名称（Beneficiary Bank Name）：中国建设银行 (CBC)
账户地址（Account Address）：建设银行北京金成支行（金成分理处）
支付宝对公账户：
账户名称（Account Name）：北京自然选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Account Number）：18610729426

NO.

行前准备
确认参加项目的申请者需要在项目开始
前 2 周以上，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办理一
年两次有效签证或一年一次有效签证）, 同
样要注意签证类型（G/L , 会影响入关方式）
查看 Guidebook，提前预订机票等手
续，同时准备赴港所需的材料，如笔记本电
脑、名片、正装等。

请汇款时备注好代表姓名，如为柜台汇款，请您保留好存根并拍照，发送至
further@feuture.cn. 邮件标题为：“山行 + 汇款信息 + 代表姓名” 汇款后第一时间
与项目负责人联系，我们也会在收到汇款的第一时间通知您。

扫描二维码
即可提交报名申请

关于缴费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集团

我什么时候申请比较好？
自项目开放申请日即可申请。
名额录满即止，请尽早提交项目申请。

该旗下有如心铜锣湾海景酒店、如
心艾朗酒店（具体酒店选择视实习公司
地址而定）。所有房间均备有完善设施及
配套服务，包括浴缸及花洒淋浴间、宽
频上网、网络接驳器及电源插头。酒店
环境优美，服务完善，交通四通八达，
步行两分钟即可达到金融公司，并且邻
近地铁站，抵达各繁华商业区最多仅需
20-30 分钟。酒店周边基础设施配备齐
全，便利店、超市、商场、餐厅、医院
等一应俱全，可以满足学生的一切日常
需求。
同时，我们也为学生们准备了营养丰富
的酒店早餐（120$HK 标准，仅限优选
计划），每天都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好的开
始。

公司与香港高校和金融公司的关系？
我们是与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香港科
技大学和金融公司官方合作。
同样在学生完成整个项目之后，会获得
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盖章颁发的证书和知
名金融公司的高管推荐信。

L’HOTEL

为什么是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
香港大学是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全亚
洲排名为第一。是针对全世界的学生来招生
的，而中国事务处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学
生招生的部门，参加我们项目的代表大部分
都来自于中国大陆，自然这个活动就由香港
大学中国事务处来负责。同样，香港大学中
国事务处开设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为了能够吸
引更多的大陆学生参加，从而来宣传香港大
学。
在港全程都需要使用英语么？孩子上课听不
懂怎么办？
只有上课时间是使用英语的，自由活动
时间，香港公民可以听的懂普通话，因此使
用普通话就好。而且有导师带领，即使是粤
语也没有问题。
在铁未来举办的多届的香港金融研习营
过程中，很少出现学生全程听不懂课程的情
况，确实会有部分英语基础较差的同学，在
最初（通常是第一天晚上，见 Tutor 的时候）
会有对英文不够理解的情况，但在项目实际
过程中，我们发现：
第一、参加项目的同学是团队合作的形
式，因此，一名同学遇到困难，整个团队会
对他进行帮助。
第二、无论是港大老师还是公司导师都
是会普通话的，出现大家都不明白的情况，
他们都会使用普通话给大家解释；
第三、很多基础较差的同学，在短短的
七天时间内，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反而突飞
猛进，这更多是因为，在高强度下，基础较
差的同学为了让自己跟上进度、不拖团队后
腿，会比平常更为严格要求自己，短期内迅
速提升英语的应用能力。

住宿安排

我们为什么是飞到深圳而不是直接飞到香
港？
第一、从大陆直接飞到香港的机票会比
较贵。
第二、如果学生直接飞到香港，在还没
有领到我们所发的电话卡和未办理国际漫游
业务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见过代表，因此会
出现与代表失去联系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危
险。
第三、当大部分学生都是以深圳为目的
地的时候，个别学生选择抵达香港，会给该
学生带来不便。
关于结业证书的认可度？
结业证书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官方颁
发。香港大学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均属一
流大学，大学在学术和科研方面良好的知名
度，已经确保了证书的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
事实上，无论是在未来深造或求职过程中，
这样的一份证书，都能为自己高品质海外交
流及学习经历的证明，将具备很大的竞争力。
代表抵达香港需要携带多少现金？应该如何
兑换？
代表来港时，通常兑换 2,000 港币就足
够。可以到当地的大型银行兑换（四大专业、
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都可以兑换），如果
不够的话，可以来香港换币公司进行兑换。
（建议在大陆就兑换好港币，因为兑换公司
换币要收取较高的手续费，而大陆银行不收
取任何手续费）
同样，山行项目组也会兑换较多的港币，
以方便学生有需要时能够找负责人直接兑
换，汇率按照当下汇率来计算，不收取任何
手续费。由于我们携带的港币有限，尽量自
己换好。
备注：尽量不要换取千元面值的钞票尤
其是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千元钞票，因为有些
很多小商家不收取千元大钞，假币比较多。

常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