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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中国

通过管理专业，拥抱世界



● 关于CHT

● 学院项目

● 未来发展

● 如何申请



关于CHT集团



关于CHT集团

CHT集团专注于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培养。集团下属CHT国际管理学院、CHT国际实

习网络、LinkedTour旅脉—全球旅游业人脉社交平台。

 
CHT创始于2007年，给来自全球管理类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提供了独

特的学习与实践机会，在世界范围内连接了管理类院校、学生、专业人士、知名企

业。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CHT构建了产教国际合作网络，有65所管理类院校合作伙伴及

500多家企业合作伙伴，向行业输送了3000多名国际化管理人才，也是芬兰教育部国

际交流署实习奖学金项目在中国的执行机构。

 
目前CHT拥有一支具有丰富行业资源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外管理团队，总部位于浙江

杭州，在英国、德国、西班牙建立了海外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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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院校

CHT与国内外的65所管理类院校建

立了合作关系。我们为国 内管理专

业的学生打造高质量 的桥梁课程，

提供国际化的教 学，帮助学生提升

学习能力， 从而能够更快地适应海

外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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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与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合作。企业不仅 
会为我们在教学中提供行业经验与指导， 还
会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优质的实习、就业 岗位

，助力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

我们的合作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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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CHT国际管理学院

● 生活在杭州

● 杭州校区

● 学生社团与活动

CHT国际管理学院由CHT教育集团发起，专注于国际化管理 人
才的培养。学院提供优质的国际专升本桥梁课程、海外专 业实

习、行业培训等项目。目前学院已经与中国、欧洲及其 他国家65
所大学建立合作，同时与世界上众多知名企业合作。

自2007年以来，CHT已经通过我们的全球项目向行业输送 了
3000多名国际化管理人才。CHT国际管理学院坚持“以 人为本，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拥有一支具备丰富 教学经验和实践

经验的海内外师资团队。在人才的培养方案 中，我们实行英文授

课，用实践和知识的结合来打造行业所 需的国际化管理人才。

 

● CHT国际管理学院与众不同

● CHT国际管理学院宗旨

● 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



CHT国际管理学院与众不同

名校认证优质桥梁课程

CHT提供全球优质的、与行业相结合的

管理课程。所有桥梁课程均被合作大学

认证，学分合理转换。

 

欧洲教育体系

CHT使用欧洲教育体系，英文教

学，通过桥梁课程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技能，适应海外学习方式。

 

多元文化教学环境

CHT国际管理学院拥有国际多元化

的教学环境。我们的学生和教学团队

来自世界各地。

 

高端全球实习就业

CHT在全世界与近500家知名企

业合作，学生拥有丰富的实习就

业资源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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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国际管理学院宗旨

卓越的教育

我们的愿景: 

通过管理专业，拥抱世界

我们的使命: 

给学习者提供优质的管理教育，认识世界，知行合一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诚信  创新  开明  乐趣  至善



杭州，中国

杭州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它以迷

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了许多

游客。它正逐渐转变成一个科技之城。

阿联酋

阿联酋是一个以产油著称的西亚沙漠国

家，有“沙漠中的花朵”的美称。是阿拉伯

世界的明珠，巧妙融合了奢侈时尚与传统

宗教。

法国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

第五，其首都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

化和交通中心，卢浮宫博物馆和巴黎圣母

院誉满全球。

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

芬兰

芬兰地处北欧，环境优美，社会安全，连

续2018，2019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幸

福的国家，芬兰高等教育被世界经济论坛

评为世界第一。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坐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岛

国，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众多游

客来享受奢华的海岛度假。马尔代夫一

岛一酒店，以其高端的酒店服务品质而

闻名于旅行类海岛，成为其吸引游客入

住的一大特色。



卓越的教育

我们的愿景: 

通过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拥抱世界

我们的使命: 

给学习者提供优质的酒店与旅游教育，认识世界，知行合一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诚信  创新  开明  乐趣  至善

学在杭州

一座适宜学习和享受户外的城市

400+
著名旅游景点

150+
五星级及以上奢华酒店

杭州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它以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吸引了许多游客。

当今的杭州拥有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知名企业，还拥有26家独角

兽公司（私营公司价值超过10亿美元）和105家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

这些公司主要专注于电子商务、IT和互联网融资，杭州处于中国发展数字

经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最前沿。  

●中国最具幸福感和宜居的城市

●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东方休闲之都

●生活品质之城

●中国古都，爱情之都

●中国茶都，丝绸之府

杭州，2016年举办G20峰会，2022年举办亚洲运动会。让我们相聚于杭州

这座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未来之城。



CHT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校舍

校舍环境

CHT国际管理学院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西湖龙井茶产地 — 
梅家坞。校舍位于梅家坞茶文化休闲村梅竺度假村，系三星级旅游饭

店，校舍四周被茶园环绕，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亲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5次来这里考察和陪同外宾参观。2003年
10月16日江泽民主席携夫人王冶平亲临梅家坞视察并与饭店服务人

员合影留念。今天的梅家坞是杭州市政府着力建设的杭州市8条旅游

商贸特色街区之一，是独特的旅游新亮点。

别致的设施设备

CHT国际管理学院的建筑为别致的中式群楼别墅。

天然氧吧，户外运动天堂

校舍环绕茶园慢跑道，毗邻杭州最美登山徒步路线-十里琅珰古道。

● 50余间学生宿舍

● 2间教室

● 图书阅览室

● 中餐厅

● 多功能厅

● 商务中心

● 休闲吧

● 仿古茶楼

● 景观茶院

学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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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与活动 

CHT连接国外的管理类院校和中国知名企业，为年轻的外籍管理专业学生打造独特的管理培训实习已经有十多年了，帮助项 目
参与者成为行业未来的领导者。项目参与者分享给企业国际视角的管理知识，与当地员工交换有价值的经验。

作为CHT国际管理学院的中国学生，也拥有许多机会和CHT外籍管培生一起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 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举行

节日庆典、体育比赛、主题派对等活动，就等你来参加!

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举行节日庆典、体育比赛、主题派对等活动，就等你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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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CHT国际管理学院

想要了解更多学院资讯？

帮助您更详细的了解CHT国际管理学院的学习与生活，我们提供以
下方式：

● 登录CHT国际管理学院官网在线资讯

        www.chtschool.com

● 关注公众号，联系我们的课程顾问

CHT国际管理学院公众号 课程顾问



学院项目

●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专升本项目

●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介绍

●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合作认证

● 全球酒店与旅游业产教合作

● CHT国际管理学院教学团队和教学方式

●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桥梁课程框架

●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专升本项目特色

● 生活和学习在芬兰



全球酒店与旅游业产教合作

赋予学生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

酒店与旅游业是一个热情好客，专业性极强的行业。CHT国际管
理学院课程为学生创造有趣和引人入胜的学习体验，通过体验学

习，情景演练等方式赋予学生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

全球酒店与旅游实习机会

CHT国际管理学院国际专升本项目安排两次全球实习机会。
第一次实习，你将融入到酒店与旅游业，并提升你的个人职业
技能。第二次实习为毕业实习，毕业院校将为你安排全球高端

实习机会，在工作中提升个人管理能力。

应用实操

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国际专升本桥梁课程中，你将在指导下运
用学到的知识开发真实的商业项目。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专升本项目

学在芬兰

体验管理、服务管理、旅游管理学士学位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颁发             获中国教育部认证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是：

● 芬兰最大的商学院

● 科研能力和教育水准在芬兰的应用科学大学中排名第一

● 毕业生就业率、校友在世界级企业管理岗位覆盖率、国际学生满意度，均为芬兰第一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前身是赫尔辛基商学院。2006年，应芬兰国家教育改革需要，哈格商学院

与哈里亚理工学院合并成为崭新的“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是芬兰国家教育及文化部体系下的

高等学府，并获得北欧权威之一“芬兰教育评估机构（FINEEC）”的最高标准认证。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培训销售、服务和创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并开展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研究和开

发。约11,000 名哈格哈里亚的学生在五个不同校区组成了一个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学习社区。

在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习与工作生活相关，学生在学习期间即可开始与公司建立联系。学校

提供有与合作公司的项目，还有许多可用于实践培训的选择。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还可以帮助您

创建自己的公司。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

HH 在芬兰拥有5 大校区，其中帕西拉、哈格、马尔米3 大

校区位于有“波罗的海明珠”之称的北欧大都会、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另两座分校分别位于“芬兰六大中世纪古城”之

一的波尔沃，和“芬兰度假天堂”维埃鲁姆斯基。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业位于赫尔辛基哈格校区。

▲ 帕西拉校区Pasila Campus
             （ 主校区）



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专升本项目
为了解决专科学生名校升学难、高端就业难的问题，CHT国际管理学院推出芬兰名

校——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1.5年专升本项目。

该项目采用了独特的2+1+1.5学制（2年国内高职院校学习＋1年CHT国际管理学院学习

桥梁课程＋1.5年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学生通过CHT入学评估后进入CHT国际管理学院参加1年的桥梁课程学习，获得语言水

平和学术水平的综合提升，所学课程学分合理转换，被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认

可。随后进入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习1.5年（含实习），顺利毕业后拿到本科学

历。学生可以继续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也可选择在芬兰就业。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

学为毕业学生推荐全球就业机会，CHT国际管理学院为学生们推荐国内主管级及以上

高端就业机会。



项目介绍

学期时间根据院校情况调整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 — 中国教育部认可



CHT国际管理学院是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专升本项目在

中国唯一授权机构



https://www.haaga-helia.fi/en/finland-pathway-program-chinese-colleg
e-students

https://www.haaga-helia.fi/en/cht

https://www.haaga-helia.fi/en/finland-pathway-program-chinese-college-students
https://www.haaga-helia.fi/en/finland-pathway-program-chinese-college-students
https://www.haaga-helia.fi/en/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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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教学

全日制

住校管理

27小时

每一个学分对应的课程时间为27小时
（包含面授、小组讨论、考试、教师辅导、

自学）

英文

教材，授课

1年内

修完CHT国际管理学院桥梁课程

互动式教学

体验式学习、小组讨论、情景演练、案例
研究

在CHT，我们相信好的学习方法是积极主动地激励学

生。 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行业不仅需要理论，而且需

要应 用。案例研究、行业特邀嘉宾分享、实践经验、行

业实 习可以为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并为他们在现实

职场中 工作做好准备。我们的课程不仅旨在培养学生

具备行业 所需的各种必要技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培

养他们的正 确态度。我们的行业是为客户服务，为客

户带来快乐。 因此，让学生愉快的学习也是我们的主

要教学风格!

我们的师资团队均为经营企业

或 学校任教的全职教授和讲

师。他 们在教学中传达更多个

人在行业 中的丰富经验，这也

反映了CHT 以实践为基础、以

行业为中心的 教学方法。CHT

国际管理学院教 师目前共11

人，其中博士3人， 硕士8人。

CHT国际管理学院教学团队和教学方式

● 酒店与旅游管理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 CHE(认证酒店教育导师，美国饭店教育协会）

● 旅游学优秀研究生(詹姆斯库克大学) 

● 教育学研究生(香港大学) 

● 社会科学文学荣誉学士(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 

● 认证GSTC（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培训师

● 亚洲生态旅游网副主席

有超过二十年的酒店和旅游业不同领域的行业教育经验

CHT国际管理学院院长 黄志恩博士



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Dusan

讲师

国际酒店管理学硕士（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

大学&英国德比大学双学位）

拥有二十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上海谷歌康帕斯酒店 总经理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开发运营；酒店服务管理

王佩佩  / Peipei

讲师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硕士（坦普尔大学）

拥有八年酒店业收益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上海希尔顿酒店集群收益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定价与收益管理

Alisa

讲师

国际商务酒店旅游管理硕士（瑞士恺撒里

兹酒店管理大学 )

拥有十年酒店与旅游业工作经验

曾任携程海外市场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市场与销售

World class 
teachers

我们的师资团队



张文烽 / Jack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 )

拥有二十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

为学；团队领导力

Kadu

讲师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

拥有二十一年在全球范 围内的不同领域市场

营销和企业管 理经验，曾在德国、中国、美国

和巴西大型跨国公司  工作。在中国有 13年以

上的工作经验，具备丰富的  创业公司的知

识。

主讲课程：国际市场与销售；创业与创新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Dusan

讲师

国际酒店管理学硕士（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 &英国德比大学双学位）

拥有二十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上海谷歌康帕斯酒店 总经理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开发运营；酒店服务管理

胡晓 / Ricky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拥有十五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资深人力资源培训与教学专家

曾任洲际集团大中华区校企合作高级经理

主讲课程：学习技巧

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王佩佩  / Peipei

讲师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硕士（坦普尔大学）

拥有八年酒店业收益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上海希尔顿酒店集群收益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定价与收益管理

Alisa

讲师

国际商务酒店旅游管理硕士（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 )

拥有十年酒店与旅游业工作经验

曾任携程海外市场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市场销售；个人销售技能

丁珺锋 / Phoon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硕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五年国际酒店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洲际，希尔顿，万豪，雅高等酒店集 团

财务总监

主讲课程：财务会计

柏艺雨 /  Cassandra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硕士（香港理工大学）

拥有七年酒店与餐椅业工作经验

主讲课程：跨文化交流 ;数字化营销

我们的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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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CHT-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的
八大理由：

一.   权威认证 —— 学士学位获中国教育部认证及国际承认。

二.   顶级教育 —— 芬兰教育体系全球领先。

三.   直通名校 —— 一年桥梁课程结业直升芬兰最大商学院，大学多项排名芬兰第一。

四.   安全放心 —— 芬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芬关系友好。

五.   就业保障 —— 安排芬兰实习，全球高端就业机会推荐。

六.   移民便利 —— 毕业后芬兰就业一年，可申请移民。

七.   英语教学 —— 在国内快速提升英语及学习能力，提前适应海外留学生活。

八.   继续深造 —— 本科毕业后可选择本校或其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游在芬兰

● 北欧枢纽，交通便利，物价相对较低，可漫

游26个申根国家

● 北欧自然风光，人文艺术之旅

● 北欧经典美食打卡，感受咖啡文化

● 入住雪地玻璃屋,躺赏绝美极光

● 探访北极圈分界线上的圣诞老人村

● 体验世界级滑雪场

● 解密桑拿世界，体验蒸桑拿的一百种方法

● 夏季慢生活，感受海风温情

   了解芬兰

● 世界最佳教育和培训体系

●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 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之一

● 芬兰拥有世界上最清洁的空气

● 最佳极光观赏城市

● 550万人

● 18万个湖泊和岛屿

● 70%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学在芬兰

●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提供宿

舍信息咨询

●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提供课

程学习咨询

● 丰富的校园社团生活

●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为毕业

生推荐全球高端就业机会

● 毕业后帮助留芬兰工作，申请永

久居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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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 通往成功之路

● 拥有无限机遇的酒店与旅游业

● 国内外高端实习就业岗位

● 职业发展帮助

● 校友分享

● 全球化旅游人脉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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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成功之路

          全球旅游业人脉社交平台

          学生可以通过CHT集团旗下的Linked Tour旅脉网

           拓展  行业人脉，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国内外高端实习就业岗位

 
  CHT与国内外高端酒店品牌合作， 为学生

提供高端就业岗位，助力未来职业生涯。

职业发展帮助

学校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咨询、职场

技能提升课程，帮助学生获得最佳职

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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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无限机遇的酒店与旅游业

酒店与旅游业

酒店和度假村

餐厅和酒吧

博彩业

航空业

景区

邮轮

在线旅行社

园林设施

食品健康

收益管理

市场营销

会展经济与管理

国际体育赛事

世界博览会

大中小型会议

节庆策划与组织

音乐节

展览

时尚秀

婚礼

私宴

在线会务

房地产财务

酒店和度假村开发

资产管理

投资金融

地产中介公司开发

保险福利

私人银行业务

租赁业务

品质管理

质量管理

组织和人事管理

管理人员会计实务

国际商业物流

公共事务

奢侈品管理

高端时尚设计行业

奢侈零售业

品牌营销推广

贵宾服务

奢华旅行体验

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属于工商管理下二级学科，侧重于研究旅游企业管理，旅游开

发与旅游市场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等业务领域，有着庞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国际经

济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培训营销、服务和创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并开展与这些领

域相关的研究和开发。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士学位作为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的王

牌专业之一，校友覆盖世界级企业，获得了行业的高度认可。毕业于哈格哈里亚应用

科学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你将拥有无比广阔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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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端实习就业岗位 

“我们的教师团队会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目

标，不再为未来的生涯而迷茫。我们会通过

国际化的课堂，让学生学会学习，懂得为自

己而学。”

柏艺雨/Cassandra
高级讲师

跨文化交流，海外实习就业指导老师

在世界知名的地方实践，成为行业的精英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将会为学生安排全 
球高端实习机会，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融入到 
真正的酒店与旅游行业中，在实践中提升专 
业技能，培养行业思维，提高个人竞争力。 学
生可以留在芬兰，也可以选择在其他国家 就
业。若选择回到中国，CHT国际管理学院 会为

学生推荐国内主管级及以上高端工作机 会。

在这段毕业实习期间，学生们将能够运 用自

己的职业魅力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业人脉 网络

，成为更加独立稳重，具有国际视野的 酒店与

旅游业年轻的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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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帮助

规划职业发展和建立人脉网络

我们的团队不仅为每一位学生推荐实习就业机

会，也为他们在进入职场前就准备了一系列定

制化的职业发展指导。

● 个人职业规划制定

● 简历制作

● 面试技巧

● 国际商务礼仪

● 跨文化交流

● 就业心理咨询

● 行业交流会

500+
知名公司合作

“我们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场发展上拥有更多的

可能性，能够在进入职场前就准备充分，自信满

满。正如酒店与旅游业是一个热情好客，多元化

又富有创新的行业，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我们

授之以渔，为学生规划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职场

未来，赋能学生掌握高质量的内职业生涯，加速

个人职业发展！”

钱莎莉 / Shelley
高级讲师

行业学习与发展，职业规划指导老师



我选择在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酒店管理课程

是芬兰最好的，并且以国际化著称。学习期间的综合实践训练，以及对酒店

财务和商业策略的理论学习和深入理解，为我成为今天的部门负责人做好

了准备。现在，我在中国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担任收益总监。我从哈格

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感受到了鼓励，这一切帮助我取

得了今天的成就！

Else Urpelainen

国籍：芬兰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体验管理、服务管理、旅游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毕业于2013年

现任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  收益总监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校友分享



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校友分享

我一直生活在伦敦，在奢华酒店工作了

6年。我选择申请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

大学酒店管理学位课程的原因是因为我

认为从一所“世界领先的酒店学院”获

得酒店学位可以在全球酒店业晋升到更

高的管理层。而且在芬兰学习可比在英

国要便宜得多！

我强烈建议所有的学生汲取大学最好的

学习资源与人脉。从经验丰富的老师那

里学习知识，与你所有的同学（包括所

有其他班级的同学）建立“关系网”，

他们将在你毕业后成为你的热情好客的

同事。在未来的许多酒店、餐厅和旅游

品牌中，有朋友是无价之宝！

Roope Musto

Factor Nova经理

从申请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习学士学位课

程到毕业我都保持着认真的态度。我不知道在我

的职业生涯中我将去往何处，但我从第一天起就

满怀激情地开始了学习。在HH的第一天，我遇到

了我的同学，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在我的学习

早期，我的一个特别的同学会成为我的商业伙伴

，我们一起开始建立特许经营品牌。当然，在学

习的同时，你很容易找到你想拓展的领域。我们

加入了创业学校（Startup School），这是一个

面向创业初学者的HH计划，从那时起，我们在HH

校园遇到了我们的导师，他鼓励我们，帮助我们

开始公司的基础工作。你在HH投入的越多，你就

越能从中学习更多，社交机会也就越特别，谁会

想到你能在教室里见到你未来的商业伙伴呢！

Michael Schuning and Sanna Rangi 

（Kitty’s Milkshake Bar合作创始人）



如何申请 

● 入学条件

● 招生计划及奖学金

● 项目费用概况

● 申请流程

● 如何准备入学材料

● 常见问题及答疑

● 院长寄语



● 专科在读大二学生及以上学历者

● 需年满18周岁

● 大学英语三级或同等英语能力及以上

● 管理类、经济类、语言类，其余专业视情况进

入面试

● 申请者需通过入学考试

费用
入学条件

● CHT国际管理学院奖学金：

符合条件，可获得5万元奖学金

奖学金

专业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士学位）

人数 50人

学制 1+1.5年 

招生计划

入学条件 奖学金



费用

入学条件 项目费用概况

CHT国际管理学院学费（1年） 12.8万元人民币

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学费（1.5年） 13000欧元/约10.8万元人民币

国内食宿费（1年） 约3500元/月*10个月=约3.5万元人民币

国外生活费（1.5年） 约560欧元/月*18个月=10080欧元/约8.4万元

人民币

留学兼职与实习补贴 在芬兰学习期间，学生可每周打工20小时（其

中4个月假期时间不限），学生工资约为6-15欧

元/小时（约50-120元人民币/小时）；在芬兰的

实习补贴。

共计约15万元人民币

净花费 约20.5万元人民币

CHT国际管理学院奖学金 符合条件，可获得5万元人民币奖学金



申请流程

确认入学

为了确认您的名额， 请于收
到准录取通知书后的15个工
作日内缴纳学费

在线报名

至少在项目开始前三个月以
上提交申请。由于报名人数
有限，请尽早报名。
春季入学时间：每年3月
秋季入学时间：每年9月

登录官网
www.chtschool.com在线报
名或通过扫描CHT国际管理
学院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提交申请材料

您在线报名后，我们的教育

顾问将在3天内联系您，帮助

您提交申请材料，确定您的

入学测试时间。

申请材料：报名表、 成绩单、 
在读证明、 身份证复印件、 
护照复印件、 2寸白底彩照6
张

入学考试：笔试和面试。

接收准录取通知书  

1-3周内， 如果您顺利通过
了入学测试，您将会收到：

准录取通知书，学生手册，
学费缴纳单   

入学指导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准备新的
学期，班主任会提前联系您      

为您提供：宿舍入住指导，路
线指导，材料准备指导

报到

在报到周，我们将会为您提
供：交通帮助 ，入学注册指
导，校内欢迎活动

 3  4  5  6 2 1

http://www.chtschool.com


如何准备入学材料

面试申请表格

您可以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官网或CHT国际管理学院公众号中下载面试申请表格，请如实

填写个人信息，我们的教育咨询顾问会及时联系您。

简历

您可以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官网或CHT国际管理学院公众号中可下载简历模板。请详细填

写您的学历情况，与专业相关实践经历，个人技能等内容。

成绩单

入学需要您提供学校认证的已完成学期的所有成绩证明。

体检单

您可以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公众号中找到具体体检要求。

身份证和护照复印件，彩色白底2寸证件照

请您提供清晰的在有效期内的身份 证和护照复印件各一张，以及清晰彩色白底2寸证件照二

张

预约面试成功邮件 
您可以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公众号或询问您的教育咨询顾问预约入学面试。成功预约面试后

，您将会收到一封预约面试成功邮件，请打印邮件并准时出席面试。



常见问题及答疑

1.   CHT国际专升本课程最终本科文凭是否能被中国教育部认证？

CHT合作院校均100%受中国教育部承认。详情可前往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官方网站查询。http://jsj.moe.gov.cn
 
2.   进入CHT就代表我能够在一年后直接进入我所选择的大学吗？

是的，进入CHT国际专升本课程并且成绩合格，就可以在课程结束后直接进入你所选择的大学。

 
3.   我需要几年获得我的本科学位？

您获得本科学位总共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是4.5年。国内专科院校2年＋CHT国际专升本课程1年＋海外大学1.5年。

 
4.   我如果大三进入CHT学习，我还可以拿到原来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吗？

可以。

 
5.   CHT芬兰国际专升本课程，芬兰留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

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教育；留学芬兰费用低；安全和安宁的居住地；了解欧洲东西方文化的窗口

 
6.   CHT国际专升本课程需要考雅思吗？需要考托福吗？我要达到什么样的英语水平？

不需要提供。你在进入CHT时需要拥有良好的英语水平，通过CHT与国外大学笔试和面试。（题库或学习材料请询问

指导老师）

 
7.   如果我申请芬兰国际专升本课程，需要芬兰语基础吗？

CHT国际专升本课程1年＋海外大学1.5年课程均为英语授课。英语在芬兰普及率非常高，很多高校会为学生提供芬兰

语兴趣学习课程。

 
8.   学校是否提供住宿吗？费用如何收取？怎么申请？宿舍形式？什么时候可以入住？

学校为学生提供收费住宿，详情请见录取通知邮件学费及相关费用选择附件。宿舍为双人间，宿舍一般开学前一周可

以入住。如有任何疑问可联系指导老师。

 
9.我到达机场后，学校会派人接机吗?
学校不提供免费接机服务，请自行到达学校。

 
10.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这个项目？

您就可以申请我们的项目。你可以在大二上半学年开始申请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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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CHT国际管理学院！

如您所知，我们是一个拥有产教国际合作网络的教育集团。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拥有 

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帮助他们在今后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在CHT国际管理学院学习 

期间，您将参与我们的启发式教学课程，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乐趣，正如行业很重 

要的部分就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体验。最后，我要祝贺大家

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度过珍贵且快乐的时光

， 努力实现您的梦想!

CHT国际管理学院院长 黄志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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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bring their knowledge and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to the work.

全球化旅游人脉网建立

● 数以千计的实习和工作机会；

● 与行业高管建立联系；

● 链接全球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大学

● 寻找业内顶尖的服务提供商

更多专业资源，尽在旅脉网

    Linkedtour.com 



扫码咨询：芬老师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南路梅家坞3号
电话：+86 17280193981
邮件：hospitality@chtschool.com

www.chtschool.com

关注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



Juandre 南非

酒店：北京丽亭酒店
院校：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

我选择来到中国实习是因为我想要了解一种
新的文化，同时我也想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去探索和旅行。在实习期间，语言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挑战，我和我的同事们互相教学，
学习中文让我感到非常有趣。在中国实习是
我一生中难忘的记忆，我现在回到了自己的
国家，但我已经有再次来中国实习或者工作
的打算了！

Lina 巴西
酒店：杭州洲际酒店实习
院校：埃斯托利尔酒店学院

能够到中国的酒店来实习对我来说是既幸运
又有趣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文化的差异
，在同事们热情的帮助下也逐渐克服了，我
非常推荐大家来中国实习。这对我个人来说
是一次成长，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Giacomo 瑞士

酒店：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实习

院校：法国昂格斯旅游学院

六个月的实习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意义重大

，不仅让我生活在一个新的地方、了解了一

个新的文化、吃到了不同的食物，还让我与

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虽然和拥有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共事是一个挑战，但

是让我很有成就感。我认为所有像我一样专

业的学生都应该来加入这样的实习项目，如

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到一个“新的世界”去探索

，你一定要尝试！

校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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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Dusan

讲师

国际酒店管理学硕士（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

理大学&英国德比大学双学位）

拥有二十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上海谷歌康帕斯酒店总经理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开发运营；酒店服务管理

World class 
teachers

我们的师资团队

Make new slides : 1 Dean speaking 
about the teaching staff… 2 and 3 
about specific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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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王佩佩 / Peipei

讲师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硕士（坦普尔大学）

拥有八年酒店业收益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上海希尔顿酒店集群收益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定价与收益管理

Alisa

讲师

国际商务酒店旅游管理硕士（瑞士恺撒里兹

酒店管理大学)

拥有十年酒店与旅游业工作经验

曾任携程海外市场经理

主讲课程：酒店业市场与销售

World class 
teachers

我们的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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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张文烽 / Jack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

拥有二十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团队

领导力

kadu

讲师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

拥有二十一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领域市场营销和企业

管理经验，曾在德国、中国、美国和巴西大型跨国公司 

工作。在中国有1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备丰富的 创业

公司的知识。

主讲课程：国际市场与销售；创业与创新

World class 
teachers

我们的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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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浏河 / Alice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年酒店与旅游业院校及行业教育经验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Victor

讲师

康奈尔大学GMP

拥有二十六年酒店业工作经验

国际酒店集团营运专家

主讲课程：酒店业务动态管理

丁珺锋 / Phoon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硕士（香港理工大学）

超十五年国际酒店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洲际，希尔顿，万豪，雅高等酒店集团财务总监

主讲课程：财务会计

柏艺雨 /  Cassandra

讲师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香港理工大学）

拥有七年酒店与餐椅业工作经验

主讲课程：跨文化交流;数字化营销

World class 
teachers

我们的师资团队



国内实习就业机会

CHT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均拥有许多酒店合作伙伴，每年都

有上千名学生通过CHT的实习就业平台找到适合自己的酒店岗

位。

马尔代夫专业实习

阿联酋专业实习

法国专业实习

Create Internships in China

linktour？



海外专业实习

CHT与海外高端酒店进行合作，为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

生提供海外专业实习的机会。

 
海外专业实习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实习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感受专业的工作氛围、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学生还能

够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当地的工作人员交换不同的酒

店管理知识。

 
我们合作的酒店在马尔代夫、阿联酋、法国等不同国家，酒店

提供多种不同的职位，有前厅、餐饮、厨房等岗位，我们会根

据申请者的意愿和合作酒店的需求来进行岗位的匹配。

 
从2007年起，有数千名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们

的海外专业实习项目，快来参与吧！
马尔代夫专业实习

阿联酋专业实习

法国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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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培训

培训方法

 
为了促进所有培训，将根据当地培训场地和客户的

需求采用多种培训方法，所有培训的目的都是为了

创造有趣的和引人入胜的学习体验。我们的一些培

训方法包括 :
 

● 体验式学习

● 游戏

● 讨论

● 角色扮演

● 案例研究

培训课程

● 服务业的领导力与团队建设

● 危机管理的领导

● 为顾客提供优质温馨的服务

● 节约成本和创造利润的可持续生态实践

● 跨文化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 员工离职解决方案 : 全面视角

● 师资教学法

● 奖励旅游规划师

● 国际商务礼仪

● 酒店管培生面试

● 小型创业指导培训

 
 

为赋能酒店与旅游行业的发展，CHT开发了优质的行业培训课程，配备资深培训导师，按需定

制，为学员创造有趣和引人入胜的学习体验，赋予学员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

 
 培训理念

促进学员积极学习，并赋予他们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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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期

高职

院校

学习

第二

学期

高职

院校

学习

第三

学期

高职

院校

学习

第四

学期

高职

院校

学习

第六

学期

CHT

桥梁

课程

学习

专科

毕业

第五

学期

CHT

桥梁

课程

学习

第七

学期

  HH

学习

第九

学期

  HH

学习

本科

毕业

第八

学期

  HH

学习

国内高职院校

芬兰哈格哈
里亚应用科学

大学
（HH)

CHT酒店与
旅游管理学
院桥梁课程



校友分享

方诗棋

酒店：安娜塔纳度假村

院校：浙江海洋大学

在马尔代夫经过六个月的专业实习， 英语流利了

，见闻多了，朋友也多了，自己也 变更加自信了。

对于未来的路，有了更开阔的事业，更清晰的职

业规划。毕业后，我回到马尔代夫开始了酒店职业

生涯。

学生毕业后在马尔代夫W HOTEL担任前厅主管

岗位。

陈波

酒店：英国万豪酒店

院校：浙江海洋大学

时间如白驹过隙，半年的实习期

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我

学到了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不明

了的知识，也看到了一个跨国的

酒店集团在管理经验上的独到之

处。无论是从F＆B做实习生时对

于餐饮业的基础服务程序和技巧

，还是说在如何做到切实用心服

务每个客人，亦或是对于酒店专

业的相关深入了解，这一切对于

我个人而言都是人生中十分关键

的一步，这也使我明白了以后自

己应该提升的侧重点，清晰了对

于未来的规划。

学生实习回国后进入杭州四季酒

店工作，现任职亚马逊中国负责

客户培训。

岑易轩

酒店：康斯丹魔富士酒店

学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初到moofushi时，全英文的环境给了

我很大的压力，语法错误，人称用错

，单词匮乏，一度让我想要放弃，但

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挑战，才让

我变得更加勇敢，四个半月已经过去

了，现在的我已经能熟练的用英语交

流，同样也开始把大学学到的酒店管

理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

去。我很庆幸有这一次来到马代的机

会，让我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与

众不同，也让我在毕业之后飞快的成

长着！

学生现任职康斯丹魔富士酒店



59

未来的酒店管理生涯

在管理领域你将会学到:
● 会议、会展和活动策划

● 食品服务

● 租房

● 销售

● 市场营销

● 住宿

● 餐厅

● 旅游

● 旅行社

在酒店管理专业，你将会:
● 研究酒店业的基础

● 了解食品科学和餐饮业

● 学习餐饮服务相关法律法规

● 解酒店管理规定

● 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来找到方

法去解决实际酒店管理中遇

到的问题

● 与酒店管理行业的领导者们

见面学习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