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廣播電視台經視頻道 

 

公司簡介 

湖南廣播電視台經視頻道是中國省級地面頻道中最有實力、最負盛名的一家，創立於 1996

年 1 月 1 日，發射覆蓋湖南全省。頻道通過有線及無線方式覆蓋湖南及周邊地區近 9000 萬人群，並

通過網絡傳播輻射全國，是全國所有地面頻道中唯一一家受邀直接進駐全國兩會報導的電視媒體。 

 

該頻道在中國電視改革、電視劇拍攝出品、綜藝節目創新、大事件直播等方面具有創新領

航者的地位，電視劇《還珠格格》《宮》系列是中國無法複製的電視劇經典，《幸運系列》創造中國綜

藝欄目的空白與空前熱潮，《直播大事件》是當前中國大型挑戰競技、突發事件等活動的最高直播水

平代表。 

 

《完美假期》、《絕對男人》、《明星學院》、《越策越開心》、《奧運向前衝》、 《幸福來敲門》

等等綜藝創新，湖南經視總是以先驅者的姿態讓湖南觀眾領略到最新鮮的快樂；《還珠格格》 、《一

家老小向前衝》、《故事會》、《悠悠寸草心系列》、《大丫鬟》、《宮》、《龍年三響炮》、《幸福小丈夫》、

《野火春風逗古城》、《逗吧逗把街》等一部部自製劇的誕生，鍛造了“經視出品”的金字品牌；從 1996

年開始貸款辦台，負債經營，到 2012 年廣告創收突破 3 億，創造了令人驚嘆的業界傳奇。  

 

如今，湖南經視堅持新聞立台，主動擔當、創新推動主流宣傳，頻道高端影響力躍居新高

度；創新整合四檔新聞，全天自採播出新聞達到四個半小時，構建起實時化、立體化、多元化的新格

局；深度推進綜藝節目的特色創新，幸福向前衝等系列成就品牌新主力；《直播大事件》運營模式、

直播技術、策劃理念全面升級，成為全國頂級的直播品牌；大片戰略衍生賀歲劇新品牌，成為全國唯

一每年推出一部賀歲劇的電視媒體。 

 

資料來源：湖南廣播電視台經視頻道 百度百科 

 

 

2017 及 2019 實習生 

圖片來源：湖南廣播電視台經視頻道 

百度百科 

公司簡介及最新消息 

官方微信訂閱號 ID：hnjs888 



 
湖南金鷹之聲電台 

 

公司簡介 

湖南金鷹之聲電台是全國首家由電視台創辦的電台，調頻 FM95.5，於 2005 年 1 月 1 日正

式開播，發射覆蓋湖南全省。 
           

金鷹之聲堅持“新銳、優質、與眾不同”的理念，每年都會根據市場和受眾的變化，推

陳出新，研發節目。目前，金鷹之聲週一到週五常規節目有：新聞資訊節目《刷刷朋友圈》、《九五

五飆新聞》、《阿寶辣嘴秀》、《新聞搶鮮報》；親子節目《大大小小一起來》、《校長來了》；服務類節

目《吃香喝辣》、《看房班車》、《馬路英雄傳》、《子夜車站》；娛樂音樂類節目《今晚看什麼》、《我們

讀書吧》、《腦大福大》、《汽車總動員》、《愛上副駕駛》、《我的異想世界》、《那些人那些歌》、《節奏

開道》、《荒野時間》、《第 25 小時》；勵志類《影響一百》。另外還有《如果文物會說話》、《城市大眼

睛》的小線性。有偉勝、朱墨、子穎、馬犇、楊楠、等一批知名主持人。 

 

金鷹之聲以年平均上百場的活動，引領長沙文化以及時尚潮流，連續數年被評為“城市

文化推手”。近年來，金鷹之聲主辦或承辦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藝文活動。比如：《崔健銀沙灘搖

滾音樂節》、《蔡琴不了情演唱會》、《莫文蔚回蔚長沙演唱會》、《我是歌手演唱會》等演唱會；孟京

輝《戀愛的犀牛》、賴聲川《暗戀桃花源》、愛葛莎克利斯蒂的《無人生還》等經典話劇；蔡康永、

九把刀、蔣方舟、羅振宇等名人讀書會；《穿越天門洞》、《十萬紅旗迎聖火》、《為愛同行》、《鐵血足

球》、《社區運動會》等體育競技活動。 

 

金鷹之聲每年生產一部聲音大片。十年間，出品了《八千湘女上天山》、《長沙大會戰》、

《青瓷》、《百年航母》、《地鐵元年》、《激蕩三十年》、《長沙人家》、《長沙長沙》、《三十而立》、《我

爸我媽》等一批廣播劇和紀錄片……獲得了多項獎勵和表彰。其中，《長沙人家》、《我爸我媽》先後

獲得湖南省十二屆、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及五個工程獎。 
      

2010 年，金鷹之聲作為湖南唯一電台媒體入選湖南文化品牌 40 強，成為湖南一張新銳的文

化名片。 

資料來源：湖南金鷹之聲電台官網 http://www.ting955.com 

 

   2018 實習生            2019 實習生 

圖片來源：湖南金鷹之聲電台官網  

http://www.ting955.com 

 

公司簡介及最新消息 

官方微信訂閱號 ID：radio955 

http://www.ting955.com/


 

 

 

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 年 08 月，是經國家旅遊局批准、長沙市工

商局註冊成立的股份制有限公司。2016 年 07 月，明珠國際在新三板成功掛牌，股票代碼 838089，

是湖南省首家新三板掛牌上市的旅遊公司。 

 

長沙明珠國際專業經營教育旅遊、研學旅行、出境旅遊、入境旅遊、國內旅遊等業務，

旗下擁有湖南明珠達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永康職工療養服務有限公司、懷化、安鄉等分

（子）公司和創新體驗館，是湖南省《青少年研學旅行滿意度評估規範》地方標準的制定者。 

 

長沙明珠國際深耕青少年課外素質教育和成年人品質旅遊，其中青少年課外素質教育主

要運營研學旅行、夏冬令營、春秋遊、社會實踐、親子活動、公益活動等六大模組，形成了以服務

8-16 歲中小學生課外素質教育為特色的學生活動品牌“新少年”。公司是長沙市教育局指定出國

（境）遊學活動的承辦單位，長沙市雨花區、高新區、瀏陽市等教育局春秋遊指定接待單位。十三

年來，累計接待百萬名學生和家長，無一例安全事故，深受學校、家長、學生的高度好評。成年人

品質旅遊形成了以服務 30-55 歲為特色的“貓游時光”和“粵奇妙”品牌。“貓游時光”主要運營

國內外團隊定制、家庭旅行、職工療休養等業務；“粵奇妙”主要運營廣東省內的自由行、私人定

制、景區酒店預定等業務，是廣州長隆、珠海長隆、珠海海泉灣等景區湖南省總代理。 

 

長沙明珠國際是湖南省旅行社協會副會長單位，秉承品質服務的理念，榮獲了湖南省最

佳星級旅行社、湖南省教育培訓工作先進單位、湖南省文明旅遊先進單位、長沙市十佳旅行社、長

沙市旅遊培訓先進單位等近百項榮譽。 

 

資料來源：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www.csmzly.com 

   

圖片來源： 

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2018 實習生              2019 實習生 

www.csmzly.com 

 

公司簡介及最新消息 

官方微信訂閱號 ID：mingzhutour 



 

遠大酒店運營公司 

 

公司簡介 

遠大酒店運營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 是由遠大科技集團投資的一家全資子公司。其

中，營運一間於 2010 年興建的新方舟賓館，坐落於遠大城，位於全國排名前 20 的國家級長沙經濟

技術開發區。 

   

遠大總部—長沙遠大城 

圖片來源：遠大科技集團官網 http://www.broad.com/News-1.aspx 
 

新方舟賓館僅花 6 天時間興建，建築主體高度 49.95 米，共 16 層，總建築面積是 9861 平

米。依靠着母集團可建技術興建，具備遠大工廠化可持續建築的“七項可持續原則”：① 90% 工

廠化( 使建築垃圾少於 1%) 、②  5 倍節省能源、③99.9% 過濾 PM2.5(遠大獨創新風技術)、④ 9 

度地震不倒(全鋼結構極為抗震)、⑤ 儘量節地(只建超高層)、⑥ 儘量節材(混凝土少用 80% ，且鋼

結構廢棄可再用)、⑦ 儘量耐久(例如，給水空調消防管道全部採用不銹鋼管)。 

    

新方舟賓館 
圖片來源：遠大科技集團官網         2018 實習生 遊學考察工作        2019 實習生 
http://www.broad.com/ProductShow-52.aspx 

新方舟賓館的設計理念是“低碳、安全、健康、舒適”，向人們展示的是一種環保的生活態

度，如採用 30 公分保溫牆、 3 層玻璃窗、內外遮陽簾，以及遠大獨創的新風熱回收和冷熱電聯產，使

運行能耗比傳統不保溫建築節省 80%以上。 

「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被國家旅遊局評為全國 24 家「港澳青少年遊學基地」之一。自 2016

年 3 月，長沙縣政府與「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積極推動工業與旅遊業融合發展。遠大科技集團作為

「湖南工業旅遊聯盟」企業之一，積極開發港澳青年赴內地遊學的市場，推動遊學發展。 

資料來源：遠大科技集團官網 http://www.broad.com 

公司簡介及最新消息 

官方微信訂閱號 ID：broad-group 

http://www.broad.com/News-1.aspx
http://www.broad.com/


 

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P8 星球 

PLAN8T 

           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簡稱 P8，於 2015 年成立，坐落於遠大城，位於全國排

名前 20 的國家級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P8 是一個聯合辦公社區、 學院和孵化器的樞紐，是聯合一

切（Co-everything）的樞紐。P8 將平行的社區元素垂直化到一棟 8 層建築，每一層都是一個完整的

主題，樓層之間又有緊密的聯繫。不同的人和團隊在這裡碰撞火花。這樣的空間吸引了眾多創客來

這裡交流體驗，他們利用週末的時間與 P8 一起合作開設工作坊，一起探索實驗。 

 

   
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活動         2018 實習生                     2019 實習生 

圖片來源：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http://www.laputaproject.com 

 

自 2015 年成立至今，P8 已引進優質機構和項目 30 個，連接從 NGO 到商業組織的生態

網路，誕生了 3 個千萬級融資團隊，並成功孵化項目 4 個。孵化團隊包括藍天實驗室，該團隊在

2017 年 11 月在上海獲得美國最頂級最國際性的創業盛事 TechCrunch 國際創新峰會創業大會的第一

名。 

 

作為長沙媒體藝術的空間代表之一，P8 在數次活動中提升著長沙的藝術創意形象，曾

接待在長沙參與“一帶一路青年創意與遺產論壇”的 60 多個國家的青年代表，組織了幾百場社區創

客活動，其品牌活動 談天說地 連接了超過兩萬人。是長沙成功申請世界“媒體藝術之都”的重要合

作夥伴，搭建起一座連結長沙與聯合國的橋。 

 

P8 將全國的領先科技，教育，創意，產品都帶到了長沙，40 多個初創組織，覆蓋創新

環保、教育、生活方式、農業的展覽與產品售賣；融入青年藝術，戲劇搖滾，分享論壇的體驗；在

無霾恆溫環境中，品味美食與故事。將生活與藝術，中西方文化，歷史與未來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通過東城橋人，尋找更多有關生活方式、垂直農業和青年藝術的初創企業或團隊，為他們提供資金

支持、財務幫助及美學及概念設計。  

 

資料來源：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http://www.laputaproject.com 

 

 

 

公司簡介及最新消息 

官方微信訂閱號 ID：puyeight 

http://mp.weixin.qq.com/s/rCSs_5q1f1V9dC2-DuJYzA
http://www.laputaproject.com/%E8%B0%88%E5%A4%A9%E8%AF%B4%E5%9C%B0.name
http://mp.weixin.qq.com/s/QRuue4oGiPKKe1LaU3LkLw


2020 教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 

企業實習暫定崗位志願排列表（或按實際情況修改） 

請以數字 1-18 排列崗位志願，1 為第一志願。 

企業名稱 實習部門 實習崗位 實習內容 志願 

排列 

 

湖南廣播電視台

經視頻道 

待定 

記者及 

編導 

實習生 

⚫ 對新聞專題、紀錄片感興趣； 

⚫ 採訪、報導、編輯文案及視頻內容製作。 

（具較佳語文能力者獲優先考慮） 

 

後期美編

及網絡 

市場推廣 

實習生 

⚫ 協助策劃短視頻拍攝； 

⚫ 協助節目宣傳。 

（熟悉抖音及微博等媒體運用獲優先考慮） 

（具設計專業和軟件應用能力獲優先考慮） 

 

節目活動

策劃與 

行銷運營 

實習生 

⚫ 策劃行銷運營方案及撰寫文案。 

⚫ 協助策劃活動； 

協助籌辦及舉行活動。 

 

 

湖南金鷹之聲電台 

新聞部 

記者 

實習生 

⚫ 負責採訪、報導及編輯新聞； 

⚫ 完成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   

 

活動部 

活動策劃 

實習生 

⚫ 協助活動文案撰寫； 

⚫ 協助策劃活動； 

協助籌辦及舉行活動。 

 

 

大眼仔 

旅行社 

研學策劃

實習生 

⚫ 協助策劃 & 推介介紹（遊學）旅遊產品； 

⚫ 負責與國內外等有特色的旅遊景點代表溝通。 

 

 

未來 

事業群部 

網絡編輯

實習生 

⚫ 協助管理公司官方網站、微博等網絡媒體 

⚫ 包括內容編寫、更新、及發佈資料及活動報導。 

 

 

小程序

APP運營 
實習生 

⚫ 協助管理公司官方小程序、微信、公眾號 

⚫ 包括內容編寫、更新、及發佈資料及活動報導。 

 

 

 

長沙噼啪星球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 

 

市場部 

市場運營 

實習生 

⚫ 協助如傳媒、媒體、藝術、文化等項目營運，協

助各類項目的市場推廣。 

 

 

媒體部門 

(設計部) 

視覺設計 

實習生 

 

⚫ 滿足活動視覺及藝術需求及符合活動主題需求下

進行平面設計創作，如設計海報及排版設計等； 

⚫ 協助媒體團隊進行不同創作設計工作。 

⚫ （具設計專業和軟件應用能力獲優先考慮） 

 

 



企業名稱 實習部門 實習崗位 實習內容 志願 

排列 

 
遠大酒店運營 

有限公司 

 

市場部 

活動策劃 

實習生 

⚫ 編寫活動策劃文案； 

⚫ 策劃各類酒店節慶推廣活動； 

⚫ 向遠大酒店提供建議以協助完善酒店活動策劃制

度。 

 

市場 

實習生 

⚫ 結合遠大酒店資源，開發合適的新專案； 

⚫ 協助各項目的市場推廣。 

 

 

營銷部 

酒店旅遊

營銷 

實習生 

⚫ 從旅遊角度，對酒店產品進行行銷實戰操作； 

⚫ 遠大週末遊產品設計； 

⚫ 制定和撰寫旅遊行銷相關流程及工作制度以指導

實踐。 

 

教育旅遊

課程策劃

實習生 

⚫ 負責環保及工業旅遊的研學課程方案策劃、教材

研讀、內容提煉以及相關檔資料的撰寫； 

⚫ 負責前置課程開發及策劃； 

⚫ 負責特定夏令營和團隊的視頻拍攝的溝通； 

⚫ 各類學生活動資源對接與策劃運用； 

⚫ 完成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長沙明珠國際旅

遊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信息

中心 

（新媒體 

運營） 

網絡 

市場推廣 

實習生 

⚫ 協助管理公司官方微信、微博、公眾號 

包括內容編寫、更新、及發佈資料及活動報導； 

協助撰寫海報及 H5 文案。 

 

銷售部 旅遊銷售

實習生 

⚫ 與客戶溝通，銷售多類型旅遊產品，了解市場趨

勢，豐富旅遊知識 

 

設計部 廣東中心

產品策劃 

實習生 

⚫ 負責廣東省及大灣區等地區研學課程方案策劃、

教材研讀、內容提煉以及相關檔資料的撰寫； 

⚫ 負責前置課程開發及策劃； 

⚫ 負責特定夏令營和團隊的視頻拍攝的溝通； 

⚫ 各類學生活動資源對接與策劃運用； 

⚫ 完成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創研中心 創研中心 

產品策劃 

實習生 

⚫ 負責遊學課程方案策劃、教材研讀、內容提煉以

及相關檔資料的撰寫； 

⚫ 負責前置課程開發及策劃； 

⚫ 負責特定夏令營和團隊的視頻拍攝的溝通； 

⚫ 各類學生活動資源對接與策劃運用； 

⚫ 完成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實習日程安排 

 

實習時間 

週一至週五 

工作時間 8:30－17:30  

午餐時間為 12:00－13:30  

(按照不同部門可能有少許變化) 

實習分享會 

每週舉行實習匯報會及實習分享會，分享工作的所見所聞及互相支持。  

實習匯報 - 實習工作分享及生涯規劃分享等  

實習分享 - 參觀 5 家湖南企業（主辦機構）及與其高管對話，了解 5 個行業發展 

非工作日 

安排 

於非工作日（週末）進行參觀、考察或交流活動 

加強青年對湖南地緣文化及經濟發展等認識，促進兩地青年友誼。 

第一週 - 瀟湘古今導論 - 深度認識湖南三湘歷史及現今發展 

第二週 - 瀟湘文藝探索 - 感受湖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意義 

第三週 - 瀟湘科技經濟 - 參觀了解國內知名企業及了解長沙經開區發展 

第四週 - 瀟湘創科探索 - 認識中國智能軌道交通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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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 



 

《教育專業特刊》第 06 期報導 

 

 

 



 

 

2020 教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報名表 

 

【一】個人資料 

請以正階填寫，並與身份證/旅遊證件相同。(請附上證件近照)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國籍: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DD/MM/YYYY) 出生地點: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實習機構志願 

請以數字 1，2，3，4，5 先後次序排列實習機構志願（1=第一志願） 

____ 湖南廣播電視台經視頻道 

____ 湖南金鷹之聲電台 

____ 遠大酒店運營公司 

____ 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____ 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三】學歷資料 

學校名稱 年級及科系 就讀日期 

   

   

   

   

【四】工作/實習經驗 

工作/實習機構名稱 職位/工作 日期 

   

   

   

   

【五】參與活動 

活動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日期 

    

    

    

    

請填寫過去參加過的內地實習團經驗(包括其他機構主辦活動): 

 

 

 

 

資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 



 

【六】自我介紹 
請寫下你想表達的，並談談參與本實習計劃的原因和期望。 

 

 

 

 

【七】其他技能 
語言  

廣東話 □ 流利     □ 普通     □ 略懂 

普通話 □ 流利     □ 普通     □ 略懂 

英語 □ 流利     □ 普通     □ 略懂 

其他: ____________ 

其他專長:  

  

【八】健康資料 

請回答以下問題及提供詳情 

1. 閣下是否曾經患過嚴重的疾病?  

□ 否  □是，   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閣下是否長期服食藥物?  

□ 否  □是，   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閣下是否曾經入醫院接受手術?  

□ 否  □是，   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閣下是否對某些食物、動物、藥物、羽毛或其他東西有敏感?  

□ 否  □是，   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閣下是否有其他健康問題?  

□ 否  □是，   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關係:  

電話:  手機:    

電郵:      
【十】個人聲明 

□ 本人自願提供以上資料，如以上資料有所更改，將與籌委會秘書處聯絡。 
□ 根據本人之健康申報資料，現証明本人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參加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之「2020 教

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如在活動期間出現未經提供資料的長期性疾病，本人會自行負責有關醫療費用。 
□ 本人明白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參與活動，有關已繳交之團費將不獲退還。 
□ 本人將遵守「2020 教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的團規，如實習生因不遵照主辦單位指示而發生意外或其他問

題，有關之責任均須由該參加者承擔。 
□ 如在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本會概不對傷亡或財物損失負責。唯本會將盡力協助。 

 
申請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