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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香港荆旭国际 Hong Kong Rosy Sunr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具有香港注册证书的（中文译名：香港荆旭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号:（1734919）。

注册资金 100万。属于独立品牌， 总部在香港，主营业务为海外留学，国际房产。

香港荆旭国际所提倡的品牌授权，谋求的是与授权方双赢的目标，走一条共同发展，合作共生的道路，利用彼此的优势、资源和管理经验打造一支专业、多元的

集团军。多元化业务: 移民，留学/游学，出国实习培训，海外房产，海外投资及融资等。

荆旭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是香港荆旭国际在大陆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00万。公司位于上海，作为一个具专业的教育咨询公司，宁波办事处也同步成
立。

香港荆旭国际以香港为依托，专业团队研发特色项目。与香港海通国际，中银商业，宏利国际，以及各大银行，教育公司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自香港办事处

于 2011年初运作以来，率先通过考核，开创了国内独家的几大项目：留学后续服务套餐增值项目（含实习体验计划，住宿计划，面试官交流计划），高等院校 MBA
等专业独家名额（如公开大学），移民特色服务（唯一性的银行融资移民计划），国际房产实力项目（马来上市公司的合作）等。

一个获得近 100%客户满意率的知名品牌；一个拥有创新意识、专业精神的职业团队，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加入我们，互利共赢。

荆旭的网站（香港留学网 www.51cg.org）（海外房产网 www.ijuwai.com)涵盖海外留学，移民，出国交流，国际房产四大板块，面向全国大力推广，并与海
外人气网站建立论坛专区。网站资讯全面，风格简约大气，架接国内三大群体（留学人群，移民人群，房产人群）与海外两大人群（海外院校群，海外房产商群），

并计划积极研发手机平台资讯合作。

荆旭国际经过多年努力，已成功打造三大核心竞争优势：

l 作为研究性咨询机构，荆旭国际成功的建立了一支成熟，稳定和专业的咨询团队以诚信，负责和专业为根本，使荆旭国际成功的在同行业中树立了自己优质品牌通
过广泛的海外合作交流；

l 荆旭国际成功的实现海外资源优化整合荆旭国际始终坚守以诚信，专业，负责和敬业作为企业使命，并以此为集团员工的核心价值观去服务大众 我们是：专业的留

学移民，房产询机构；

l 香港公立大学前列成功的资深团队；泰国 Vonchavalikul University中国办事处；香港公开大学独家指定代理机构；建立海内外几百家机构合作关系的境外公司。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企业⽂化
荆旭国际创建于 2009年，前身为香港国际院校升学培训中心，于 2012年正式更名为香港荆旭国际，成长于在留学行业日益竞争的浪潮中。六年来，荆旭国际以

香港为依托，办事处扩展至大陆。公司以创造客户价值为目标，一路创新发展，历经专业化战略，网络化战略，品牌化战略三个阶段，2015年进入第四个阶段—国际
化战略阶段。致力于服务标准提升至国际化标准体系。

荆旭国际的愿望和使命是致力于成为香港留学行业内的领先主导，为意向申请公立大学研究生的学子们解决成功率的需求。并通过建立境内外双线合一的国际化

标准服务体系创造一个专业性，尖端性，纯粹性的留学客户服务模式。对内，打造紧密的动态网状组织，对外，构建开放的咨询平台。在项目研发的一路逐梦中，创

造互联网时代的留学新模式开发者与实践者。

荆旭国际的崇尚之道，即专业化之道。其内涵是“打造产生一流人才的机制和平台，持续不断地为留学意向者提供专业的申请方法与操作技巧，与时俱进研究细

节领域的改良方法，让留学申请做到”未雨绸缪，精准定位，谨慎操作，创新实践”.

荆旭国际的核心价值观是：

专业观—专业成为公立大学研究生领域的申请先驱

发展观—创新精神与实践精神

全局观—不以申请为单一服务，更多的创造申请后的价值

荆旭国际社会价值的构建基于两大服务系统：

境内外双线合一的国际化标准服务体系

这是一个梦幻的服务架构，所有的梦幻最终落地于现实。国际化标准，不仅体现于申请过程中的境内外双线合一，即香港专业团队的执行主力与国内跟进辅助的紧密

配合，引入境外先进与成熟的留学申请专业实力的同时，也解决了远程沟通的客观难题。更重要的，体现于申请后的留学管家式服务，将国内客户的服务战略延长至

毕业。这一周期漫长的服务体系基于大量的本土人力资源与合作资源，依托商业联盟的完美结合下设计完成工作体验，入学培训，就业输送，租房会员等人情化后续

增值项目。并构建良好的业内口碑与客户价值。

我们提供的不是服务，而是结果

我们深知每一位学子的需求与担忧，正如我们的企业理念，所提供的不是服务，而是结果。如果以产品或服务为商业理念的核心，那么在成功率无法保障之下，亦可

证明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但，作为专业性留学申请机构，我们以结果为导向，贯穿于学生评估，专业定位，文书撰写，直至最后的 offer跟进服务。每一个环节，我们
都以成功率的结果为鞭策，为警醒，为调控。也只有实现最终的成功数据，才实现你我的双赢。紧密的评估体系，严谨的操作流程，多样性的境外服务，人情化的增

值项目，皆环绕于这一经营策略。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荆旭国际⾹港公⽴⼤学申请成功数据
4+覆盖⼤学⽣，社会精英，⾼中⽣，企业接班⼈等多个群体

7+
自香港成立运营以来

长久不衰的 7年历史

10+
超过 10 个全国首选经典项目开放服务

50+
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

与业界企业家参与授

课与指导

200+
超过 200 个专业领域的留学申请办理

3000+
七年来累积申请会员超过 3000 人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荆旭国际四⼤板块总览——留学、实习、海外地产、移民
移民

拥有一支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英国、香港、澳

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移民律师、出国顾问、会计师、投资专家等组

成的专业队伍。我们结合每位客户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的定位，度身

打造投资计划和定居方案，是您移民成功的有力保证。

海外地产

荆旭国际提供多个国家海外房地产投资项目。我们一直致力打造

成为中国最好的国际物业投资的置业機構，與海外當地首屈一指的發

展商合作。先后引进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房产和英國校院宿舍房产进入

中国市场，为中国海外房产投资者提供行业最全的买房移民，以房养

学，投资租赁等服务，逐步成为华人置业全球的领军机构。

海外留学

荆旭的服务内容包括海外院校申请、工作情况介绍、移民信息提

供、签证培训、留学文书修改等多项业务。组织成员均有多年的留学

移民工作经验，成功为上百名学生申请到世界一流名校。

出国交流游学及实习

出国访学为学术交流创建平台，提供出国研习、参加会议及学术

交流机会。荆旭国际与泰国 Vonchavalikul University 合作并成为

其中国办事处，独家提供中泰双方学生及学术上交流的机会。我们提

供海外游学项目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及亚洲各国。

除了游学外，我们跟国际 500强企业于香港的公司合作，每年提供
实习机会给国内优秀学员，让他们开阔视野。 境内外国际化标准服务体系 港家园让您在港有个温馨家园世界 500强实习名企实训留学申请本⼟机构独家环节服务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留学资源优势⼀ 天 时
荆旭国际自 2008 年起成立香港总部，正式运作世界一流

大学申请服务，专注于香港，新加坡等公立大学的研究生申

请。一路研发行内领先项目。在这 7 年间，我们见证了香港

生源从冷门到热门，再到爆满的趋势。从行内办理香港新加

坡的无人问津，到跟风四起。而我们，一直屹立在尖端领域。

因我们早年研发的天时之利，这七年来平稳的走过风风雨雨。

公立大学研究生申请的研发已历经七年，经历过专业化

路线，网络化路线和品牌化路线后，我们目前正迎来第四个

阶段—国际化战略路线。走出国门，去开发国外更广阔的市

场。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留学资源优势⼆ 地 利
荆旭国际为香港本土公司，国内成立上海，宁波两地公

司。我们依托香港研发团队的基地优势，以及香港尖端人才

的技术优势，特色并专业化的开展留学与实习服务。全套申

请流程实质性操作由香港团队完成，国内辅助外向型咨询与

跟进服务。双线合一，配合完美。在香港本土人力资源的依

托下，我们不仅每年保持着较高的申请成功率，也完善于后

续服务的研发，为我们有限的申请学子带来丰厚福利。

唯有接地气地开发特色服务，集合境外世界级人才的智

慧，才能在留学尖端领域长青不败。将境外的国际化服务体

系延伸至境内，所向披靡。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留学资源优势三 ⼈ 和
荆旭国际每年有限招收适宜人群，办理香港新加坡等公

立大学研究生申请。我们拒绝海量招收的泛泛之路。因世界

名校不同于多数大学的招收特征，每年实际录取的总比例非

常有限，因此，为保障我们服务人群的申请质量与服务素质，

我们采用配额制规范每位主笔老师的操作限额。我们的服务

原则是：招收有限，服务无限。

我们的服务特色，得到了申请学员们的口碑与好评。人

和优势便由此而来。唯有倾情为学生着想，为申请者服务，

才能得到相应的回馈，并每年稳定比例的推荐学生慕名而来。

我们将坚持这一人和之路，在众多纷纭的留学行业越走越远。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专家团队
Caxtonho

香港資深培訓講師，取得英國大學碩士學位及雙學士學位，並曾於澳洲悉尼

深造。現於香港及海外各院校教授英語、商業及傳意課程。擁有 7年以上專
上教育經驗, 海外專上教育經驗包括曾經擔任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學士海
外教授及澳洲北墨爾本理工學院(NMIT)屬政府的專上理工學院香港預科文
憑導師。

除了海外教育培訓背景, 他還替香港政府擔任其持續進修基金及再培訓
課程導師, 主要教授就業人士商業英語及生活英語. 同時於不同教育機構教
授 IELTS 及 BULATS 等不同公開考試. 業餘時間會教授 LCCI (倫敦商會)
簿記及會計考試 – 卷 2 導師.
過往還沒有踏足教育業前, 他於國際融資及項目管理方面工作超過 5年.

見證當年香港從海外企業踏足中國中扮演非常主要的角色到中國開放市場吸

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轉變. 現在他於一新加坡融資及項目管理擔任顧問. 為國
際企業項目設計融資方案包括天使基金等

Mr. Kevin Ng

於英國出生及長大, 及後回港於香港浸會大學心理學系榮譽畢業.
由於是英籍華人, 加上曾於中港兩地多個教育機構任教, 因此深諳中港兩地
及與西方學生的思想和文化差異, 並能對症下藥, 令各學子於面對香港或海
外院校面試時迎刃有餘. 加上擅用心理學了解學生實際需要和心理障礙, 因
此可令學生的面試技巧得以重點提昇.

以下為 Kevin老師之履歷:

－英籍華人

－香港浸會大學心理學系榮譽畢業

－從事教育服務業逾 10年
－曾獲香港保良局轄下教育機構頒發服務證書

－遊歷超過二十個歐洲國家，曾親身見証柏林圍牆倒下

－身任香港多個制服團隊長官

－曾任香港政府紀律部隊

－曾任中國解放軍廣州軍區特種兵射擊助理顧問

Alan

于 1988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后再于香港城市大学获得第二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起曾在一家由中国国务院指定的中国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工作长
达七年之久， 负责香港的联络和业务拓展工作， 于 2003年成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至今。
曾联合香港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多次举办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熟知中国及香港专利、商标申请的各项事务和程序，代理了大量的商标注册案和商标侵权等

相关法律事务， 处理的专利申请包括国际专利、 欧洲专利和美国专利等。 现时的客户是中小企业、 大学、 电子及生物科技行业的公司。

于 199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2002年再取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市场学理学硕士衔。 自 2004年， 为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商业法及公司法兼
职讲师，及澳洲科廷大學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士課程商业法及公司法兼职课程主任及讲师。欧先生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及英语。目前并兼任香港八所公立大学
之一的持续进修学院教授法律及英文课程。（因教授名义问题，不可透明告知学校具体名称，只能告知八校范围）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项源于本⼟的独家服务项⽬，⾏内领先全国
独家导师预审，确保专业选择科学性

英文口语测试，提早分析语言潜在问题

学术论文指导发表，提高学生综合软性实力

跨境文书撰写，多元化国际水准

世界名企实习，获得权威资质证明

申请名额配额制，确保网申递交第一时间

一对一面试模拟，精准题集检索

境内外服务双线合一，大陆咨询跟进辅助效果

调剂潜在风险性专业，配备个别专业内部名额

公立大学招生教授交流项目，深入了解香港教育

“港家园”租房落地服务，会员专属权益

研究生入学课程培训，在港指导学生切实学习

“绿色人才输送通道”，缓解学子在港就业压力

粤语培训家教式服务，提高在港生活技能

英文培训一对一，香港导师倾情指导

公益慈善活动邀约，传播学生在港的社会爱心

总部服务监督体系，法律保障客户权益

告客户书（所有申请意向者可浏览）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服务流程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经典项⽬展现 留学篇 项⽬优势：·85%+世界名校录取·最精⼼和最充分的准备·名校申请抢占先机·天⼠地利⼈和之势·本⼟资源提升学⽣综合背景·专⼀化办理尽显专业化实⼒·丰富经验为您保驾护航
项⽬⽬标：项⽬旨在⾯向⼤三以上学⽣中招收优秀的学⼦进⼊申请⾹港，新加坡，澳门，英国等世界百强的知名⼤学，申请层次以本科，研究⽣为主。更有优秀者帮助申请世界⼀流⼤学全奖博⼠。我们的⽬标是为优秀学⽣申请顶尖学府，协助塑造前程⽆量的⼈⽣。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经典项⽬展现 实习篇项⽬⽬标：项⽬旨在⾯向⼤学在读⽣群体中招收优秀的学⼦进⼊申请⾹港，新加坡，澳门，英国等世界知名企业实习体验，为今后的出国深造或求职就业提升背景。我们的⽬标是借助⾹港得天独厚的世界商业中⼼地位，致⼒于培养当代青年的国际化视野和领导能⼒，提升对全球化趋势的认知，掌握前沿商业分析技能。在与跨国企业⾼管的交流互动中，进⾏⾼端规划，搭建经营⼈脉。项⽬优势：·全程为学员量⾝定做，课程包括独⼀⽆⼆的⼼理课程让你认识⾃⼰·国际化的体验，铸造国际化职业道路·多位⼈⽣发展导师，提升你发展平台·专属的实习证明和推荐信，点亮你未来的深造与求职道路·系统化商业培训，将你蜕变成商界精英的最具潜⼒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



⾹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To study in Hong Kong,Just find us
香港读研，找荆旭国际就够了！To 荆旭国际：

我希望你们提供我以下服务内容

申请人

(打印此页扫描发送至 jingxu@51c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