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甲国际金融精英人才培训计划

——亚太金融投资协会力荐：
“2014-2016年度最佳海外游学项目”



澳洲富甲国际金融学院（FXPLUS TRADING ACADEMY）是澳大利亚第一中文金融学院。

学院资质

•学院持有金融服务执照（AFSL）和澳洲学历教育颁发与业课程培训资质，受澳洲证监会

（ASIC）和澳洲教育部监管。

精英团队

•学院由以拥有超过20年国际金融多元市场实戓经验的张彝伦院长为首集结了一群国际金融行

业精英包拪：资深交易员及银行家共同打造金融航空母舰。

培训课程

• 学院运用严谨的培训课程体系集合金融实戓经验，开设了从交易能力到个人职业素养培训在

内的与业课程。广泛涉及多种金融市场与产品，使得课程具有国际性与专业实用性。

教育成果

• 学院作为在大洋区的金融教育基地，多年以来已为澳洲、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众多金融公司

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被业内誉为金融界的“黄埔军校”。

主办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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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开发个性潜能，提升综合素养与专业能力，放眼于国际化大格局，为年轻之秀结合个人特点在国际

金 融市场寻找起点。

真正意义上结合实习学习与学习实战提升人才综合素养与能力。在实战中培养人才，并真正让人才

走入实战。

自2012首批项目启劢至今，已经迎接了数十所国内高校的优秀人才，激发以及实现数千位新一代

年轻力量的职业潜能。

本次项目由亚太金融投资协会—中澳资本峰会主办方鼎力相助，并与数十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合作，为广

大的青年学子提供与第一线金融导师、顾问团队面对面接触的良机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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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与业
认可

本项目关键词：



时间安排

四周实习项目

• 2017年7月17日-8月13日( 共 28天 )

六周实习项目

• 2016年7月17日-8月27日（共 42天）

注：如有特殊安排将正式通知学员，富甲国际金融学院对课程安排保留最终解释权



•深度解析全球宏观经济走向

•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实务操作的能力

全面掌握金融交易实务操作技能

课程结束获得与业课程结业证书

两周高端金融实戓课程

•详细了解澳洲金融市场以及运作机制

•对话商务精英人士，感受名家风采

通过多种金融产品研究投资趋势

身体力行体验高端职场生活

•实习结束获后获得与业实习证明以及名企高管亲笔推荐信

两周或四周的世界名企实习

• 明日之星外汇交易大赛 模拟面试与评估 户外素质拓展 微纪录片大赛

实践展示

•探访悉尼名府 体验澳洲多元文化 享受异国美食 纵情如画美景

深度体验

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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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机构
认证

学员将获得由FXPLUS金融交易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所在实习公司的实
习证明以及名企高管的推荐信，在起跑线上一马当先。



实战
金融
课程

学员将接受学院精英团队多年实践洗礼的金融实战系统培训。依托理论

而不局限于理论，学习金融交易实务操作技能。全面分析世界金融行业

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学以致用。

• 王牌交易培训

• 金融量化建模

• 世界经济分析



学有所成

• 明日之星外汇交易大赛

• 模拟面试评估

• 户外素质拓展



世界
名企
实习

学生有机会参加悉尼顶尖金融公司实习，切实感受本土职场的别样魅力。项

目中还包括实地考察500强企业，行业精英高端人士的直面交流，能够深度

体验澳洲职场的国际氛围，把握最真实的职业体验。

西太平洋银行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普华永道

Hall Chadwick会计事务
所

誉扬国际基金

CMC Markets

OANDA Corporation



过去实习岗位回顾

• 基金公司交易员助理

• 会计事务所助理会计

• 金融公司营销

• 证券公司客户经理

• 金融事务所行政

• 地产公司投资顾问



澳洲
全景
游览

参与项目的学生将全方位感受富饶南半球的风土人情，享受悉尼的美食

及美景，领略原始大自然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

• 悉尼歌剧院

• 雪梨大桥

• 悉尼塔



• 动物园

• QVB

• 海滩



高校
深度
体验

项目期间，将在团队老师的带领下深度参观游览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

大学等各大学府，体验留学生的学习氛围。

•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 悉尼大学（USYD）

• 麦考瑞大学（MQU）



Jack ZHANG
Dean of FXPLUS Trading

Academy

最强导师戓队（部分）



Jonny Du
Senior trader and

lecturer,
FXPLUS Trading

Academy

Matt Starkey
Director of proprietary

trading,
Goldman Sachs

Andrew Parker
Partner, Deals and Asia

Practice Leader ,
PWC



日程安排

Week

Monday 开学典礼&讲座：如何成为金融人才

Tuesday 世界价值传递：货币交易 （上）

Week1 Wednesday 世界价值传递：货币交易 （中）

Thursday 世界价值传递：货币交易 （下）

Friday 悉尼Blue Mountain (蓝山)一日游



日程安排

Week

Monday 货币交易回顾考试与复习演练

Tuesday 澳洲八大名校之旅：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麦考瑞大学

Week 2Wednesday
举手投足间的不凡：国际商务礼仪与 MBTI职业性格测试

Thursday
金融新视界：自动化交易的魅力

Friday 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Taronga Zoo



日程安排

Week Morning Afternoon

Monday 职场英语培训&礼仪培训（1） 名企实习

Tuesday 名企实习

Week 3 Wednesday 名企实习

Thursday 名企实习

Friday 感受真实：模拟面试评估中心 海边烧烤BBQ



日程安排

Week Morning Afternoon

Monday 名企实习

Tuesday 名企实习

Week 4 Wednesday 名企实习

Thursday 名企实习

Friday 结业Party



日程安排

Week Morning Afternoon

Monday 职业英语培训&礼仪培训 （2） 面试技巧&简历修改

Tuesday 名企实习

Week 5 Wednesday 名企实习

Thursday 名企实习

Friday 名企实习



日程安排

Week Morning Afternoon

Monday 名企实习

Tuesday 名企实习

Week 6 Wednesday 名企实习

Thursday 名企实习

Friday 与交易员 &专业投资人零接触 总结欢送会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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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代表

Duke Hu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财经专业
本科。2012年大二的他，带着好奇，参

与富甲国际金融学院的第一期寒假精英
培训项目。这次项目的震撼使他有了理
想的方向。同时，在他参加项目期间，
也收获了完美的爱情。2014年双双毕业

以后，他们直接来到悉尼，成为了新南
威尔士大学的研究生。

2016年毕业的他，走进了他的理想目的

地。成为了富甲国际金融学院教师部门
的主管助理。

2016年毕业的她，通过在富甲国际学院
的实习，现在就职与当地知名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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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

四周实习项目（共28天）

• 39800 RMB

六周实习项目（共42天）

• 49800 RMB

注：费用包括：项目学费、注册费、项目相关交通费用、澳洲境内住宿、保险、签证等费
用。不包括：国际往返机票、伙食费及个人相关的其他花费。



报名申请

• 有意报名参加国际领导力培养计划的学生向校方相关负责人处提交报名申请，由相关

负责人在规定日期前统一将申请表格提交富甲国际金融学院悉尼总部审核

远程面试

• 由富甲国际金融学院统一安排时间，对递交报名申请表格同学迕行远程面试，学院导

师依据学员自身情况及面试表现，择优录取特定数量学生。

录取通知

• 面试结束后，由富甲国际金融学院向面试合格学员统一发送录取通知，并确认相关细

节。

缴纳费用

• 为方便后续工作进行，富甲国际金融学院要求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学生，在项目开始

前 30天内，向相关负责单位明确确认参加项目并及时交付相关费用。

行前准备

• 富甲国际金融学院确认参加项目学生名单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解答相关疑问并帮助

学生做好行前准备。

申请步骤



1、参加Fxplus海外实习项目我可以收获什么？

•参加FXPLUS海外实习项目可以体验在澳洲的生活和工作，在实习经历、工作能力、人脉

以及海外经历等多方面有所收获，对参加者未来进一步求学有巨大的帮助。

2、我不是学金融的，是否可以申请参与项目？

• 项目对于申请者的专业和年级没有限制。我们欢迎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参与到项目

中来。往届的学员中经济、金融和管理相关的专业占了近50%，此外还有不少理工科、

新闻传媒、语言、法律等相关就业的学员参加。

•项目对英语有一定的要求。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强调的是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而非语

法本身，提倡各位学员勇于开口，在面试中敢于用英语表达。

3、项目对于英语有多高要求？

4、项目的机票、住宿、交通如何安排？

• 机票、交通费用均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费用中，住宿服务会由富甲金融学院提供。

常见问题



5、面试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 学习成绩丌为主要判断依据，项目旨在开发学员潜在能力，我们欢迎有上进

心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学员。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学生在项目期间能够充分开

发潜在能力，加强团队合作精神，提升综合素质－在导师的安排下完成工作

任务。

6、在悉尼期间花费大概要多少?

• 学生赴澳期间需要自付的主要为用餐费，平均每餐$10-12澳币，学生也可选

择自己做饭来降低生活成本，并体验留学生活乐趣。另：电话费平均每月$30。

• 我们会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意愿来安排适合自己的工作任务，主要工作种

类有：基金公司交易员助理、会计事务所助理会计、金融公司营销人员、证

券公司客户经理、理财公司行政人员、地产公司投资顾问等。

7、实习项目期间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任务？

http://www.myguancha.com/post/20281



客服微信号：fxplus_

扫描二维码让富甲小财神成为您的贴身
财经助理！专业金融，副业卖萌哦！

公众号：Fxplus Trading Academy

扫描二维码获得一手国际金融时事和外汇
财经咨询分析！

TEL | 02 9460 8868

EMAIL| info@fxplu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