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邀請函 

敬啟者： 

中南大學是一所“985”和“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2017 年入選雙一流

A 類建設高校。學校坐落在湖南省長沙市，學校一貫重視兩岸學子交流，今年是

兩岸學子學術交流活動的第 20 個年頭，通過青年聯歡節、湖湘文化之旅、學術

研討會、體育邀請賽、主題交流研習營等形式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與此同時，學

校也連續多年組團赴台參訪。今年，學校擬擴大活動的規模，同時也希望能與更

多的臺灣朋友們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特誠摯邀請貴校老師和學生參與 2019 年

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共襄盛舉！ 

一、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20 日 

二、活動地點：湖南長沙、江蘇省、浙江省 

三、活動主題：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 

四、聯繫方式： 

連絡人： 

中南大學團委副書記     童卡娜  0731-88876338   15802565556 

中南大學團委項目專員 張帥  0731-88836516     15273172550 

傳真：0731-88879469   電子郵箱：CSU_HXLAJL@163.COM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區中南大學新校區毓秀樓 302 室 

郵編：410083 

附件：中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營員招募通知 

附件一：中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營員申請表 

附件二：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排程 

中南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中南大學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中心 

2019 年 7 月

台灣聯絡學校窗口：逢甲大學國際事務處

若欲報名，請於9/2前將報名表傳遞至本校蘭潭校區國際事務處，謝謝。

備註：活動辦理日期為學期間，請參與同學自行辦理請假事宜。



附件 

中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 

營員招募通知 

中南大學是一所“985”和“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2017 年入選雙一流

A 類建設高校。學校坐落在湖南省長沙市，學校一貫重視兩岸學子交流，從 2000

年開始連續 19 年組織開展了兩岸學子學術交流活動，通過青年聯歡節、湖湘文

化之旅、學術研討會、體育邀請賽、主題交流研習營等形式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今年，我們將於 10 月份舉行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現將相關

情況說明如下： 

一、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20 日 

二、活動地點：湖南長沙、江蘇省、浙江省 

三、活動主題：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 

四、活動內容及排程：日程表附後 

五、行程費用： 

1、旅程期間之住宿費、膳食費、市內交通費、旅遊費用（包括江蘇省蘇州

市、浙江省杭州市之行，長沙嶽麓書院等）由中南大學承擔。 

2、參加者需自付往返臺灣和大陸之間的旅費，以及參訪期間的部分交通費

用(800 元人民幣/人)。 

3、為保障參加者的出行安全，中南大學將為每人購買旅遊保險。 

六、參加資格： 

1、持「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臺胞證）的臺灣院校師生。 

2、普通話熟練，能書寫及閱讀中文。 

3、未參與過該項活動的學生優先。 



七、報名方法：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8 日。請於截止日期前填妥申請表經電郵發至

中南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學術交流郵箱 CSU_HXLAJL@163.COM。 

成功的參加者將由中南大學經電郵通知。如參加者需放棄名額，應在活動開

始前 1 個月，即 9 月 21 日前告知中南大學。此郵箱用於接收報名表和發送錄用

通知，如有不明事宜，也可以通過郵件諮詢。 

 

八、聯繫方式： 

連絡人：中南大學團委副書記     童卡娜  0731-88876338   15802565556 

中南大學團委項目專員   張帥  0731-88836516     15273172550 

傳真：0731-88879469       E-mail：CSU_HXLAJL@163.COM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區中南大學新校區毓秀樓 302 室（410083） 

 

  中南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中南大學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中心 

                                       2019 年 7 月 

 

 



附件一： 

中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營員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  

學  校  專業年級  學  號  

臺胞證號碼  Email  聯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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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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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排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10 月 13 日 

星期日 

全天 迎接交流研習營臺灣師生 黃花機場 

18：00 晚餐 東麟閣酒店 

20：00 兩地師生見面交流會 東麟閣酒店會議室

10 月 14 日 

星期一 

7：30 早餐 東麟閣酒店 

8：30 交流研習營啟動儀式 

中南大學 

毓秀樓 411 演播廳

9：30 交流研習營二十周年座談會 

中南大學 

毓秀樓 411 演播廳

11：30 午餐 南校區學生食堂 

15：30 “臺灣青年在湖南”創業交流分享 

中南大學 

毓秀樓 411 演播廳

18：00 晚餐 上座餐廳 

19：30

青年觀察與創意共用——“一帶一路”

背景下兩岸經貿交流青年論壇 

中南大學 

毓秀樓 411 演播廳

10 月 15 日 

星期二 

7：30 早餐 東麟閣酒店 

8：30 參訪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 長沙市 

9：30 共植海峽兩岸青年友誼林 中南大學新校區 

10：30 參訪中南大學科技園 中南大學科技園 

11：30 午餐 東麟閣酒店 

14：30 參訪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省博物館 

17：30 夜市尋寶 

長沙歷史文化古街

太平街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6：00 早餐 酒店 

7：30 體驗高鐵之旅：前往歷史文化名城蘇州

蘇州市 17：00 晚餐 

19：00 體驗評彈文化 

10 月 17 日 

星期四 

7：00 早餐 

蘇州市 

8：00 參訪中國四大名園之一：拙政園 

9：00 參訪獅子林 

10：00 參訪蘇州博物館 

13：00 午餐 

14：30 參訪蘇州禦窯金磚博物館 

17：00 晚餐 

18：00 乘坐動車前往杭州市 

杭州市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7：00 早餐 

8：30 參訪互聯網龍頭企業：阿裡巴巴公司 

12：00 午餐：阿裡員工餐廳自助午餐 

13：30 參訪阿裡巴巴太極禪苑 

14：30 專題分享：阿裡巴巴文化和績效管理 

18：00 晚餐 

10 月 19 日 9：00 參訪 G20 峰會體驗館 杭州市 



星期六 12：00 午餐 

14：00 參訪中國唯一湖泊類文化遺產：杭州西湖

18：00 晚餐 

19：00 交流研習營閉幕式暨總結交流會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全天 歡送臺灣師生 杭州市 

注：最終行程將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細微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