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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津学联（OXCSSA）习近平主席访英迎接
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将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到 23 日对
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牛津学联（OXCSSA）特组织大家前往伦敦
进行迎接活动，我们将提供免费大巴包车及相应的配套服务，为大家做好后勤服务，提供一个安全、
舒心的迎接环境。
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到 23 日，可选择一天或若干天不等。
10 月 20 日具体安排：牛津出发时间及地点待定，我们将于早上 9 点前抵达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
s Park）观察点，活动结束时间约为下午 3：30。
注意：
1）当天早上气温较低，请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先到达的前 100 位同学有相关衣物，并有国旗发放。
2）请大家随身准备一些水和食物，由于安检的原因，请携带小包，尽量避免大包。
学联提供：免费往返大巴包车，欢迎横幅、旗帜及标语，法律顾问及相关专业服务人员。

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点击以下报名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我们需要统计人数安排车辆和人员服务，
随后给您发送确认通知（Email）
。如果您有疑问和建议也可联系我们呢，希望我们共同将习近平主席
的来访迎接共同做好。
报名请点击链接：http://www.sojump.com/jq/5876116.aspx
咨询联系：沈青骥（邮箱：qingji.shen@oxcssa.org.uk 电话：+44(0)7784617723）
2. 2015 Lockin China 海归专属招聘季求职 Workshop
时间：2015 年 10 月 17 日 13：30 签到入场 14：00 正式开始
在哪里：Miles Room, St Peter’s College, New Inn Hall St, Oxford, OX1 2DL
【报名方式】
（就三步）：
1. 登录 www.lockinchina.com
2. 点击顶部 2015 中国雇主环球高校搜索 80 天
3. 活动页面右侧找到海外校园落地 Workshop 活动“牛津站”，进去点报名，点报名！！
！
精选线上职位
Workshop 演讲嘉宾介绍
N 多职位持续增加中……
参加现场 Workshop 有机会抽中回国机票一张！
2015 专属海归招聘季，针对 2015 及 2016 届毕业生，线上海归职位申请+ 海外校园专属海归求职指
导双管齐下打造完美海归毕业季。
10 月 17 日，Lockin China 将空投海外活动小分队到 Oxford，为当地的小伙伴们带去最酷炫的海归
求职 Workshop，说好的好东西我们都会带去给你
说好了，你可别不来啊，大家一起切克闹~~
【Workshop 演讲嘉宾】
孔晶晶 Crystal
中国海外人才招聘的开创者
Lockin China CEO
毕业于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北美留学、工作 10 年，曾工作于世界 500 强
公司。回国后应邀加入国内最大传统招聘网站，开创国内海外人才招聘先河，并建立了成熟的海外招
聘的服务流程及招聘体系。
曾服务过诸多知名国企、外企以及政府机构等，直接参与招聘的各项环节、熟知不同客户的用人需求、
对海外人才在应聘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见解独特、对于海外人才的就业培训有着丰富的经验。参与过
的海归招聘项目包括交通银行总行、民生银行总行、一汽大众、奥迪中国、雅居乐地产、汇丰软件、
渣打科营中心、金山软件、英国使馆文化处、法国使馆文化处、澳大利亚使馆商务处等。
讲座内容：
- 海外留学生毕业求职最佳时间、名企校园招聘流程，防止应届生错过名企申请时间

- 中国最青睐海归雇主，深度剖析各种企业、职位
- 解决面试小白各种难题，典型问题回答、薪资面议、群面攻略
仇知 Kenny
最了解海归创业者的 IT 领域投资专家
北京华创盛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多所美国名校经历，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双学士，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波士顿大学经济
学硕士。涉猎 IT 和投资领域，拥有丰富的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和自主创业的经验，积累了广泛的商
业网络资源；深度了解一、二级资本市场并具备极强的运作能力，长期专注于数千万人民币级别投资
的中早期项目。
担任过多次知名创业项目大赛的导师及评委：创业家，黑马大赛、天使汇、创投圈、创业潮等，亲自
指导过众多创业者，投资过多家高新技术创业项目。
讲座内容：
- 合格的海归创业者具有怎样的素质
- 什么样的项目更容易找到投资
-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人
- 中外创业特点大点评
刘锋 Frank
十亿人民币级别的互联网领域投资人
华科基金管理合伙人
英国顶尖大学约克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拥有十年的知名管理咨询公司、上市公司工作经验。自主创业
创立华科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近 10 亿人民币。
擅长互联网领域投资，了解创业者，能为创业者提供各种有效支持，一年之内参与的投资项目超过
30 个，参与的项目不乏融资过亿优秀品牌：璧合广告、百度秀吧、派派、超级减肥王、搜达足球等。
讲座内容：
- 如何打动投资人
- 目前市场上缺少什么样的互联网项目
-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人
- 互联网项目的趋势
详情请见附件。
3. 牛津学联华人篮球队招经理
牛津学联华人篮球队招经理啦！！欢迎喜欢篮球的小伙伴们赶快报名吧！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每届成员的努力，牛津学联华人篮球队已经成为一支团结有序的整体！在过去的一
年里，我们球队连创佳绩，拿下华威赛季军，并成功在布里斯托赛上夺冠。今年我们将继续扬帆起航，
争取拿下更好的成绩！作为一支成熟的球队，怎么能没有经理呢！！
（唉，好心酸）
。如果你热爱篮球，
亦或者你喜欢看帅哥打球（我们有夏阳哦，嗯，并不是柯震东～此处会有图片，哈哈哈），亦或者你

想锻炼下个人能力认识更多有意思的小伙伴，欢迎加入我们。我们是一支打球好，高智商，有颜值的
球队。队内气氛相当和谐，经常组织聚餐，聚会（喝酒？游戏？），郊游等活动。还在犹豫什么，有
意向者赶快报名吧！
【经理要求】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我们都欢迎。性别不限（当然最
好是女生）；性格开朗，积极热情。不怕辛苦不怕麻烦不怕无聊，其实我们球队大家都很独立的！！有
经验者优先考虑（没有也没关系），会拍照有文字能力者优先。
【经理职责】
篮球方面的事并不需要负责太多，我们每周五周日会有训练，周五 8.30-10.00，周日 7-9。训练时候
经理需要到场，组织一下，然后视频记录我们每次训练的情况（设备我们有提供的）训练结束后，将
视频上传一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每年都会去一些地方打比赛，经理可以选择性随球队出征，
当然这个不是强制要求啦，大家看时间看心情就好！！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快来报名吧，名额有限哦！
鼓励团队报名。
【报名方式】
请联系刘鑫, Wechat: liuxin11236。电话：07516378998。
牛津学联华人篮球队隶属于牛津学联并由 OxBros 以及速递中国共同赞助。
4. 巴斯巨石阵一日游
领略古典英伦风
探寻神秘史前遗迹巴斯（Bath）& 巨石阵（Stonehenge）一日游
在牛津待久了，大家是不是也想去英国的其他地方走走逛逛，领略一下英格兰的美好风光呢？这一次，
学联旅游部将带领大家前往一个最美丽最特别的城市—巴斯，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漫步在气势恢弘的世
界奇迹—巨石阵旁，感受史前遗迹的古老气息，绝对让你不虚此行！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约上好友，
一起报名吧！
【景点介绍】
巴斯（BATH）
位于英格兰埃文郡东部的小城巴斯，是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巴斯的人口不足九万，但
却被誉为英国最漂亮典雅的城市之一的小城，他拥有英国最高贵的街道和曲线最优美的建筑，巴斯的
建筑既继承了古罗马风格，又融入后哥德式风格，风格独特。罗马人最早在这里发现了温泉，兴建了
庞大的浴场，如今的古浴场遗址是英国古罗马时代的遗迹，温泉也成为了巴斯的一大旅游特色。
日期：2015 年 10 月 24 日，第二周周六
巨石阵（Stonehenge）
巨石阵，也叫做圆形石林，位于英国离伦敦大约 120 公里一个叫做埃姆斯伯里的地方。建造年代约在
公元前 4000-公元前 2000 年，其中几十块巨石围成一个大圆圈，其中一些石块足有六米之高。据估计，
圆形石林已经在这个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矗立了几千年。这些巍峨巨石呈环形屹立在绿色的旷野间，这
就是英伦三岛最著名、最神秘的史前遗迹。在这里，我们将会感受自然的巧夺天工，历史的巍峨壮丽，
是与英国常见的城镇迥然不同的粗矿的魅力。

【集合时间】
：8：30 am
【集合地点】
：Ashmolean Museum, Beaumont St, Oxford OX12PH
【行程简述】
：
8：30 在 Ashmolean Museum 门口集合，准时出发
10：00 左右到达巨石阵
之后自行参观巨石阵
11：00 集合前往巴斯
12：00 到达巴斯
集体参观罗马浴池博物馆，维多利亚艺术馆和服饰博物馆后自由活动
17：00 集合返回牛津
19：00 左右到达牛津 Ashmolean Museum
*午餐可在巴斯自行解决，或自备
*巨石阵： £14.5（成人）£8.7（儿童 5 岁至 15 岁） (进入里面的票价，为可选项目)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visit/places/stonehenge/prices-and-opening-times#
巴斯：罗马浴池博物馆，维多利亚艺术馆，服饰博物馆（包门票）
其他景点：皇家新月楼，议会厅等
【费用】：32 镑/人（成人） 24 镑/人（<12 岁儿童）(此费用包含巴斯景点罗马浴池博物馆，维多利
亚艺术馆，服饰博物馆的门票)
【带队人】：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刘鑫（07516378998）
陈丁丁（07512313481）
【报名方式】
：
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先到先得！
！另外，如不便转账，
现场也可以用现金报名，如果仍有空余名额的话。
请发送邮件至 travel@oxcssa.org ，注明报名人的姓名，
人数，联系电话（手机号）；并将报名费用汇款至陈丁丁，请在汇款信息处注明如下：
姓名：
人数：
联系电话：
收款人：
陈丁丁
Name: DingDing Chen
Sort code: 20-65-18
Account number: 73436071
5. 本周日在 wolfson college 有一次香槟主题的品酒活动，欢迎各位前来参加！
本次 tasting 主题：香槟
大家以前肯定喝过或者听说过香槟，而香槟也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庆祝用酒。由于受限于装瓶技术，起

泡酒的历史相比红酒就要短了许多，所以香槟其实也只有 300 年的历史。在本次品酒活动中，我们将
探索香槟的制作过程，并且挖掘其不同于其他起泡酒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品酒爱好者
群（1 群已满，请扫码加入 2 群）
时间：2015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15:00-17:00
地点：Florey Room, Wolfson College, OX2 6UD
费用：£ 25
位置有限 请向以下账户转账来留位 Cherwell Wine Academy 40-35-34 83955923 转账的 reference 请
写自己姓名
关于 Cherwell Wine Academy：2014 年由五位牛津的博士生发起成立，是本次学联新生 Ball 的唯一葡
萄酒咨询机构。目前已拿到 WSET(Wine and Spirit Educational Trust)官方认证的 Approved Programme
Provider，是英国境内唯一一家可以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的葡萄酒教育机构，可提供专业的 WSET 1 级和
2 级课程。

6. 2016 玛氏－箭牌校园招聘
现在开始，加入我们，
一起成就你的故事。
请登录以下网址申请职位：
http://www.marswrigley.com.cn/
玛氏校园招聘官方微博：@玛氏箭牌校园在线
玛氏校园招聘官方微信：marscampus
玛氏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除了广为人知的巧克力，
我们还以优质的宠物护理产品精心呵护您的爱宠，以简单快乐的口香糖和糖果点缀您的精彩生活，以

美味的茶和咖啡陪伴您神采飞扬的每一天，以及把更多健康食品带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让家的味道
更浓郁。
在全球权威调研机构优信咨询公司（universum communications）近期公布的“2015 最佳雇主”排
名中，玛氏－箭牌（中国）荣获快速消费品行业最佳雇主第四名。
玛氏巧克力
＊玛氏中国总部设在北京
玛氏作为全球领先的巧克力生产商，倾力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时刻，更多地方，更多欢笑“。玛
氏巧克力产品行销全球 20 个国家，拥有超过 17000 名同事。
玛氏在中国拥有两间巧克力工厂，分别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和浙江省嘉兴市，拥有众多知名品牌，包括
德芙巧克力，士力架巧克力，M&M’s 巧克力，脆香米巧克力等。
1990 年，作为最大的赞助商之一，玛氏公司以 M&M’s 品牌赞助了第十一届亚运会，使 M&M’s 成为
中国最受欢迎的糖果品牌之一。1993 年，玛氏中国工厂在背景正式成立，是最早的外商独资企业之
一。2008 年，玛氏中国以士力架巧克力赞助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箭牌
＊箭牌中国总部设在广州
箭牌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是始创于 1911 年的私营家族企业玛氏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
超过 40 个国家及地区开展业务，产品行销 180 多个国家及地区。
箭牌是中国最大的糖果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口香糖制造商。目前，箭牌在中国拥有 3 家工厂，1 个
亚太创新中心，36 个分公司，和超过 8000 名同事。
玛氏宠物护理
＊玛氏宠物总部设在北京
作为玛氏全球最大的事业部，玛氏宠物护理拥有 37000 多名同事，产品覆盖了全球 49 个国家，总部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作为全球宠物产品领导者，玛氏还拥有全球资源最庞大，科技最先进，最具影
响力的宠物护理及营养研究组织－威豪中心。
皇家宠物食品
＊皇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
作为玛氏宠物护理业务品类旗下的子公司，皇家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8 年，总部坐落在法国
南部的埃玛格。皇家于 1995 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总部设在上海，目前在中国有 1 家工厂，1 个亚
太区实验室，4 个分公司和近 400 名同事。
玛氏信息技术服务亚太中心
玛氏信息技术服务亚太中心是玛氏全球服务（简称 MGS)在亚太区唯一的营运中心，是玛氏信息技术
服务中心在全球发展计划的战略部署之一。为｀1 玛氏集团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各个事业部提供
具有前瞻性的技术支持，并深入参与各事业的长短期发展策略，成为业务持续发展的促成者。这些玛
氏集团事业部在亚太区的分布主要位于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地，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巧克力，
宠物护理，口香糖及糖果，食品，饮料及系统生物科学等各个事业部。在全球，玛氏信息技术服务中
心共有 7 个运营中心及超过 1600 名同事。
3 大培训生项目火热招聘
2016 年玛氏校园招聘三大类别的培训生，分别是综合管理培训生，销售培训生，技术培训生。三大

培训生项目各有特色，为你提供了三种职业发展机遇和路径。
＊招聘流程详见附件。
玛氏－箭牌 综合管理培训生项目（Mars-Wrigley General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为期三年，是专为渴望成为综合型，国际化，高级职业经理的毕业生设计的领导力发展项目。根据全
球统一标准，项目选拔具有商业头脑，广阔视野，创新思维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优秀应届生，并给予最
大的机会和挑战，使他们成为公司未来的领导者。
职位要求：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不限城市，专业，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在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之间，并且截止 2015 年 10 月 22 日的累计全职工作时间不
超过 12 个月
＊勇于接受挑战，快速学习，追求成效
＊拥有广泛的视野及全球思维，渴望全球化环境下的跨部门／地区／国家的轮岗
＊出色的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
招聘职位：
玛氏 2016 综合管理培训生－主要工作机会在北京总部，部分工作机会分布在广州，上海等地
箭牌 2016 综合管理培训生－主要工作机会在广州，部分工作机会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地
申请地址：
www.marswrigley.com.cn/index.aspx
玛氏－箭牌－皇家 销售培训生项目（Mars-Wrigley－RoyalCanin Sales Trainee Program)项目
旨在为有志于挑战自己，并在跨国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的学子提供一流的职业发展平台。通过高效的实
践，销售培训生可以快速而全面地了解公司的销售渠道和策略，在优秀的销售团队中得到充分锻炼，
一展所长。我们的目标是为公司培养销售核心岗位的管理精英。玛氏－箭牌－皇家销售培训生项目面
向所有专业的毕业生。
职位要求：
＊毕业时间在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之间，并且截止 2015 年 10 月 22 日的累计全职工作时间不
超过 12 个月
＊本科或以上学历
＊对销售工作充满热情，勇于挑战自我，坚韧不拔，愿意长期从事销售或相关支持职能工作
＊愿意服从因工作需要的工作地点调动
＊英语良好（CET-4 以上）
招聘职位：
玛氏 2016 销售培训生
箭牌 2016 销售培训生
皇家 2016 销售培训生
申请地址：
www.marswrigley.com.cn/index.aspx
玛氏－箭牌－皇家技术培训生项目（Mars-Wrigley-RoyalCanin Technical Trainee Program)
为期二／三年（根据不同的业务单元和个人发展方向的需求）。是为志在研发，生产，工程，质量等
岗位成为专业型管理人才的毕业生量身定做的职业发展项目。玛氏－箭牌－皇家技术培训生项目面向
2016 届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
职业要求：

＊毕业时间在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之间，并且截止 2015 年 10 月 22 日的累计全职工作时间不
超过 12 个月
＊专业要求：食品科学，食品工程，化学专业，机械工程，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工业工程，宠
物医学及营养学，财务，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
＊英语良好（CET-4 以上）
＊对工作充满热情，愿意长期从事相关支持职能工作
招聘职位：
玛氏 2016 技术培训生－北京／嘉兴
皇家 2016 技术培训生－上海
箭牌 2016 技术培训生－广州／上海
申请地址：
www.marswrigley.com.cn/index.aspx
详情请见附件。

7. 2015 年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及环境学科分论坛 / East Lak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Outstanding Overseas Young Scholars
2015 年 12 月 26 日-28 日，中国武汉
Dec 26th – 28th, 2015
主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协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Learn more about Credit Suisse APAC and our 2016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s
一、论坛简介
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旨在集聚海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优秀青年学者，在国际前沿科技及热点研究
领域展开交流与探讨。设置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与能源环境、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医
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八个分论坛。通过报告和讨论，促进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为解决国
际前沿问题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努力。
二、申请条件
年龄在 40 岁以下；具有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或者具有国内博士学位，并在海外工作 2 年以上。
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与人文社科等领域取得一定成绩或具有发展潜力的海内外优秀青年
人才。
对环境化学、环境材料、环境工程、环境管理与规划、市政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相关领域感兴
趣，有意于参加环境分论坛的青年学者，在申请东湖论坛时欢迎和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进行前期沟
通。尤其欢迎有意向全职回国工作，和有意向、有潜力依托环境学院申报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的
优秀青年学者参加。
三、申请时间
登陆 http://www.eastlakeforum-hust.org 了解会议详情，并提交参会申请。11 月 30 日申请截止；
11 月 30 日前发出参会通知。
联
系
环
境
分
论
坛
时
，
请
填
写
链
接
中
的
：
http://ese.hust.edu.cn/uploadfile/EditFile/20151008162640579.doc 表格，并和简历一起提交

到如下学院联系人：
环境学院联系人：
吴旭教授 （profxuwu@hust.edu.cn，负责欧洲和亚洲区域）；
刘冰川副教授（bingchuan@hust.edu.cn，负责美洲区域）。
四、日程安排
12 月 26 日 全天报到；
12 月 27 日 上午 开幕式及主题论坛
12 月 27 日 下午 分论坛报告
12 月 28 日 全天 分论坛报告、学科交流参观座谈等
五、差旅及住宿
主办单位为每位受邀参会学者提供往返差旅经费一万元人民币（实报实销），论坛期间食宿由主办单
位统一安排。
六、联系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吴旭教授（profxuwu@hust.edu.cn）、刘冰川副教授（bingchuan@hust.edu.cn）、胡敬平教
授 （ hujp@hust.edu.cn ）、 李 必 胜 老 师 （ libisheng@hust.edu.cn ）、 谢 鹏 超 老 师
（pengchao_xie@hust.edu.cn）、朱娜老师（bezhuna@163.com）
华中科技大学 人事处
电话：+86-27-87556046，传真：+86-27-87542527
联系人：明伟伟 （mingweiwei@mail.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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