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WH-J1-ITP 

             美途国际文化交流·赴美专业实习项目 

                                     Internship / Training USA Program 

                                                           服务协议 

   

   

   

美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客服热线：400-0820-989 

微信公众平台：chinametoo   

微信/QQ 客服：5516584 

网址：www.chinametoo.com 

 

申请人：             汉语拼音：             (与护照一致）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就读学校：               院系：          年级：     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微  信：                       ； Q Q：                           

最早抵美时间： 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_ 日 

申请赴美时长：□6-12 个月、□13-18 个月 

紧急联系人：        /        ；紧急联系人与申请人关系：     /      

紧急联系人电话：              /               



  

 
我保证本页内容已全部详细阅读并接受，所提供信息准确真实。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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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甲方为美途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途）接受乙方申请人的委托，按照以下条款为乙方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服务包括：协助乙方获得由美国国务院主办、美国国务院指定基金会（以下简称

美国主办方）执行的赴美专业实习项目，即 J-1 Intern/Trainee Program（以下简称项目）的名额。并

在乙方自主申请美国交流访问学者签证（即 J-1Visa，以下简称签证）过程中协助翻译、整理材料至

乙方获得签证止。 

乙方为项目的申请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无犯罪记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对其

提供信息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2.1 向乙方提供全面细致的项目咨询服务； 

2.2 对乙方的资格进行形式审查，协助合格的申请人取得项目的名额； 

2.3 承担为乙方确定美国实习企业岗位、签发 DS-2019 表真实性而产生的相关责任； 

2.4 协助乙方与美国企业沟通，有权根据乙方的条件及岗位情况协调乙方的实习岗位，并获取工作确

认函以及 DS-7002 实习计划表； 

2.5 提供申请 J--1 签证的信息咨询、材料整理与翻译、境外联络及辅导等辅助服务； 

2.6 根据乙方要求，额外提供赴美相关的其他境外服务费用由乙方另行承担； 

2.7 确保乙方在 DS-2019 表实习起止日期间内享受美国的医疗保险，其额度按照美国国务院对申请人

赴美专业实习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 

2.8 竭尽其知识能力所能，协助乙方申请。但乙方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赴美后行为生活负责，

甲方不承担乙方赴美后产生的相关责任，如有必要将会提供翻译、咨询等相关服务； 

2.9 不承担乙方因个人原因丢失项目资料及提供虚假资料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相关责任。 

 

二、申请人的权利与义务 

3.1 遵守中、美两国的法律及有关出入境的各项规定； 

3.2 有权了解项目进展、实习企业与职位的相关情况； 

3.3 应保持本协议所留联系方式的畅通，包括固定电话、手机、常用电子邮箱地址，并积极响应甲方

的联络； 

3.4 按照要求及时准备项目申请的各种材料和文件，并保证其真实性；自行承担因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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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签证材料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相关责任； 

3.5 应按照确定的预约时间前往美国使（领）馆进行签证面试，如有自行取消面试等消极行为，则甲

方可能采取停止服务，所交申请服务费与项目费无法退还； 

3.6 按本协议第四条规定，及时向甲方交纳费用，自行承担拒缴、迟交费用产生的后果以法律责任； 

3.7 按照美国企业要求的时间抵美，不可擅自更改，在美期间认真工作； 

3.8 乙方成功赴美后，应该严格遵循美国法律与项目相关要求，自行承担在美期间的全部责任。在美

期间如产生任何争议，依照乙方与美国主办发签订的协议执行； 

3.9 项目结束后申请人不得滞留美国，须按时回国。同时，甲方可能将情况通知美国移民局，可能导

致遣返或乙方的父母及直系亲属无法成功申请美国签证等不利后果，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对于甲方

产生任何名誉及商业损失，甲方保留依照第五条违约责任进行追偿的权利。 

 

四、费  用  

4.1 付款 

4.1.1 乙方报名后，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报名费：人民币(大写)柒仟元整 (RMB 7,000 元)； 

4.1.2 乙方通过美国主办方的综合评估取得岗位后，7 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向甲方支付项目费。

不同项目时间长度，具体项目费用如下： 

□9-12 个月 （含 12 个月）   项目费：（大写）叁万伍仟捌佰元（RMB 35,800） 

□13-18 个月（含 18 个月）   项目费：（大写）肆万零捌佰元（RMB 40,800） 

 

费用包含： 

● 申请赴美带薪实习项目录取名额、核发 DS-2019 表、DS-7002 表； 

● 申请材料的制作和整合； 

● 美国国土安全部注册费用（SEVIS 费）； 

● 美国使（领）馆签证预约； 

● 签证材料准备指导及签证面试培训； 

● 行前综合培训及安全教育； 

● 到达美国后的接机； 

● 美国实习期间 （DS-2019 表起止日期内）的医疗保险； 

● 美国主办方的紧急支持服务。 

费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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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期间的食宿、交通、旅行等个人花费 

● 中美之间的往返机票（美途可代购优惠机票）； 

● 美国使馆签证费及签证费； 

● 旅行期间（DS-2019 表截止日期后）保险以及个人费用； 

● 归国保证金     元（若申请人经审核无需交纳保证金，则不适用此条款）。 

 

4.2 退款 

4.2.1 如乙方没有通过甲方以及美国主办方的考核，甲方将全额退还所缴费用； 

4.2.2 乙方通过美国主办方考核之日起 6 个月内未能成功匹配到岗位，经乙方申请，甲方全额退还所

缴费用； 

4.2.3 乙方决定的赴美时间超出 4.2.2 项规定 6 个月的，作为提前申请者以其确定的时间为准（应在

第八条备注），超出约定时间，经乙方申请，甲方全额退还所缴费用； 

4.2.4 乙方通过主办方考核后，因任何个人原因放弃申请的或提供虚假信息，而导致项目申请失败的，

则已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4.2.5 乙方通过美国雇主的面试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不接受美途安排的实习企业、无法与申

请人取得联系、不按照预约时间赴美使馆签证、签署工作确认函后拒绝赴美实习、签证成功未赴美按

时报到，从而导致岗位取消，所缴费用不予退还； 

  4.2.6 乙方提供虚假信息而遭拒签，所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4.2.7 乙方提供真实的信息而遭到拒签，且申请人放弃再次申请的，扣除报名费，甲方将全额退还项

目费； 

4.2.8 乙方取得签证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无论以任何理由退出该项目，所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4.2.9 因不可抗力，影响到本协议书的执行，如：战争、地震、自然灾害、国家政策的变化等，甲方

协助乙方申请退还项目费。申请人的个人因素（包括健康、学业工作状况、家庭感情原因等）依据法

律规定，不属于不可抗力； 

4.2.10 符合以上不予退款情况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协议自动终止。符合退款条件情况的，自

退款完成时，协议自动终止。 

4.2.11 甲方收到申请人的收费凭据（转账记录）、DS-2019 表、DS-7002 表原件后办理退费事宜，

并于 14 个工作日内日完成退款。如遇 DS-2019 表原件丢失或损坏需补发的情况，申请人需另外支付

费用为叁佰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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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约责任 

申请人完成项目或因违反规定被取消项目后，应在规定日期前回国。如到期非法滞留，通过任何方

式（包含但不限于：留学、婚姻、庇护等）改变身份，将会对甲方以及美国项目主办方造成名誉及利益

损失，申请人应赔偿甲方人民币 15 万元，并立即回国。 

 

六、相关规定与声明 

6.1 赴美专业实习项目，即 J-1 Intern/Trainee Program 是基于美国国会在 1948 年通过信息及教育交流

法案(Smith-Mundt Act)，此法案于 1961 年被纳入并扩展为教育及文化平等交流法案(Fulbright-Hayes 

Act)。本法案致力于通过教育及文化的交流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人民的共识，并被看作美国公共外

交的基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赴美专业实习项目不是单纯的工作或旅游项目，其的目的是促进美国

企业与外国青年的商业交流，实习生一方面感受美国企业及文化了解美国企业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两

一方面提升其综合能力； 

6.2 赴美专业实习的项目时间由岗位要求和 DS-7002 表确定，因为每年实习的名额有限，不能保证完

全按照申请人的意愿来安排工作，申请人一旦到某工作岗位工作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更换工作； 

6.3 怀孕的女性以及有任何犯罪记录的申请人不能参加该项目； 

6.4 申请人在抵达美国后，按照规定应当第一时与美国主办方取得联系（英文为 Check-in），报告入境

信息，以便美国主办方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的 SEVIS 系统注册。因申请人没有按规定报告，有可能造成

的申请人被取消实习资格，申请人自行承担后果； 

6.5 申请人需在 DS-2019 表格所规定的授权工作期限内进行工作，若申请人中途脱离实习项目或自行

回国，则视为自动放弃，同时美途将立即通报美国主办方，保留通报移民局的权利； 

6.6 申请人在实习中可能需要回国或旅行，但应当经过实习单位批准，并报告给美国主办方。未经批准

的旅行有可能会导致实习项目的取消、无法再次入境等不利后果。 

6.7 申请人在美国享有 DS2019 表起止日期内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突发身体不适，需要赴医院

就诊时，要立即联系保险公司。美途建议申请人自行购买感恩期（DS-2019、DS7002 表截止日期后归

国前 30 日内）的保险； 

6.8 申请人需在美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如果严重违反美国企业规定，企业有辞退申请人。

申请人有可能需要立即回国，所产生费用有自己承担； 

6.9 申请人在美务必保管好自己的护照以及 DS-2019 表格，并预留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当文件遗失

时，应及时与中国驻美使（领）馆以及 DS-2019 表格签发机构取得联系，报备丢失情况，并申领补办，

申请人需要独立承担相关责任。 

6.10 申请人在美国需要自行保管好个人财务，以及注意人身安全。建议出发前办理有 Master、VISA

等标志的双币（美元）信用卡，避免随身携带过多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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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申请人同意向美途提供在美照片、视频等相关材料，并同意美途作为宣传材料使用。实习末期，申

请人须提交实习报告，获得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和证书。 

6.10 申请人在美期间不能变更签证类型。实习结束后，有 30 日的感恩期，用来旅行、道别、收拾行李，

申请人必须在 DS-2019 表上注明的截止日期后 30 日内（合法滞留时间）离开美国。 

6.11 美途协助符合以上 1-10 款的申请人，独立申请赴美专业实习项目的名额，项目主办方为美国国务

院相关部门以及美国国务院指定的主办方（英文为 Sponsor）而非美途，项目的申请主体是申请人。申

请人应自行负责在美期间安全。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美途或美国主办方发给申请人的所有材料，如有异

议应当及时提出；美途提供沟通、整理材料、翻译等信息咨询的居间服务。美途经过申请人的授权，转

交其提供的材料给美国主办方。美途的协助服务包括：确定美国实习岗位、项目名额（DS-2019 表）、

协助翻译材料、与美国主办方沟通、通报申请人情况。 

6.12 美途期望申请人珍惜时间与机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您第一份正式的海外实习经历，希望

申请人明白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工作意味责任、纪律、服从，报酬意味着付出。任何困难和压力都需

要独立去面对，因为您迟早要离开父母和学校。任何陌生环境都需要你们去适应，因为您迟早要远行。

希望这些成为您成长过程中的宝贵财富。 

 

七、其  他 

7.1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乙方获得 J-1 签证时终止。 

7.2 本协议的未尽事宜，由双方经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诉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如

补充协议中有约定，从其约定。 

7.3 本协议为可通过电子方式（邮件、网络软件、传真等）确认或签署。协议中的确认、通知均可以电

子方式送达，报名缴费视为同意本协议。 

 

八、备  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  方（楷书）：                

 

      美途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签  字：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联系我们：  

   

美途国际文化（中国）             美途国际文化（美国）             

Tel：400-0820-989                Tel：+1 332-203-6999 

Add：沈阳市浑南区天赐街 7号           Add：134 Maple Ave, New York, 

Web：www.chinametoo.com                     NY, United States 11355 
官方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