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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乘
合作项目介绍
AIRLINE CABIN CREW TRAINING
COLLABORATION PROGRAM



就业前景描述 / 市场需求解析

项目概述

EMPLOYMENT PROSPECT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DEMAND ANALYSIS

从1999年到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由85万人增加到了795万人，

19年增长了835%。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积聚，2012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数量高达625万人，初次就业率为77.8%，即有139万多人待业。而

2019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834万,创历史新高,为“更难就业年”。

再加之国内民用航空公司发展步伐相对缓慢,对空乘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需

求量较小,导致国内各大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无缘"空姐"职位.

PROJECT OVERVIEW



航空运输业发展现状
FUTURE OUTLOOK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作为沟通全球的桥梁的航空运输业，其市

场与商机也在不断扩大之中。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的

2050展望报告显示，过去40年以来，航空业的旅客运输量增长了10倍

（以旅客周转量计算），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之多。其中美国与欧

洲的航空运输业市场已趋于饱和，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

中国）的市场空间广阔。对于占航空运输业67%的旅客运输市场，

IATA统计至2018年，全球旅客增长量达到44亿人次。 

图2.   2017年新增加旅客

          运输人次(与2011年对比) 

图1.   过去40年航空运输业的旅客

         运输量增长量状况 



超过100家外航进驻中国来往航线

外航中国空乘 

月需求量多大？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PLACEMENT 

DEMAND FOR PRC CANDIDATES

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胜安航空、新加坡欣丰虎航、瑞士国际航空、

新加坡捷星航空、澳门航空公司、全日空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

韩国大韩航空公司、韩国韩亚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新西兰航空、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泰国亚洲航空公司、文莱皇家航空、英国航空、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芬兰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

过去24个月部分航空公司空乘招聘计划
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三大航空公司及亚洲地区航空公司每月需要各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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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航空、新加坡酷航、卡塔尔航空

卡塔尔航空、全日空航空、阿提哈德航空、

埃塞俄比亚航空

卡塔尔航空、斯里兰卡航空、新加坡航空、

瑞士航空、新加坡虎航

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国泰港龙航空、

大韩航空、英国航空

韩亚航空、卡塔尔航空、新加坡航空、

以色列航空

卡塔尔航空、埃塞俄比亚航空、新加坡酷航、

阿提哈德航空、德国汉莎航空

卡塔尔航空、新加坡航空、日本航空、

全日空航空、印尼鹰航

新加坡酷航、卡塔尔航空、国泰港龙航空、

阿提哈德航空、英国航空

澳门航空、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

阿提哈德航空、新西兰航空

芬兰航空、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

新加坡航空、全日空航空、

卡塔尔航空、新加坡酷航、北欧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阿提哈德航空

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韩亚航空、

新加坡酷航

2017年

阿联酋航空、德国汉莎航空、新西兰航空

英国航空 

新加坡虎航、卡塔尔航空、大韩航空

阿提哈德航空

阿联酋航空、韩亚航空、澳门航空、

卡塔尔航空、斯里兰卡航空

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

全日空航空、港龙航空、阿提哈德航空

大韩航空、瑞士航空、卡塔尔航空

德国汉莎航空、肯尼亚空航空、

卡塔尔航空、埃塞俄比亚航空、阿联酋航空、

阿提哈德航空、新加坡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卡塔尔航空、新加坡航空、

阿联酋航空、英国航空、以色列航空

新加坡虎航、德国汉莎航空、阿联酋航空、

国泰航空、大韩航空

澳门航空、韩亚航空、新加坡航空、

卡塔尔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印尼鹰航

新西兰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

新加坡航空、全日空航空

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新加坡航空、

斯里兰卡航空、荷兰皇家航空

北欧航空、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

卡塔尔航空、韩亚航空



实际需求

实际供给

50
外航中国空乘
中国大陆地区月供给量

2000
外航中国空乘
中国大陆地区月供给量缺口

2000人 1:40
实际需求 差额比实际供给

50人
外航中国空乘月需求量
Demand for 

外航中国空乘月需求量 外航中国空乘月需求量
Demand for Demand for 

数据来源: 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  国际民航资讯网 

航空公司需求人数

每月2000 人

而中国大陆地区供给量

每月不足50人



案例

阿联酋航空公司
从起初的只2个乘务员租用巴基斯坦航空的1架飞机只有卡

拉奇、孟买两条航线开始，到今天第2000班乘务员毕业，

现共有在职乘务员16000余名，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两年将翻一倍的速度增长。据统计在全球各地的面试

中，被录取的乘务员中中国地区只占所有申请者的0.01% 

,目前16000千名乘务员中国籍仅占200名左右。

Share a smile in 120 languages

16000人
200人

阿联酋航空空姐

阿联酋航空中国籍空姐
阿航中国地区录取率 

100:1
中国籍空姐国籍对比率

80:1
每80个阿航空姐中仅有1名中国籍空姐



国 际 空 乘 的 优 势

国际空姐—高贵、典雅、美丽的代名词

国际空乘—有优厚的待遇，年薪在15-28万人民币

国际空乘—可以环游世界。

国际空乘—可以开拓自己的事业，学习异国文化。

国际空乘—可以接触高端人群。

国际空乘—工作三年以上，可以获得所在国家的绿卡。

国际空乘—对个人职业的升值空间和人生价值体现有重要的意义。

CAREER ADVANTAGES OF AN 
INTERNATIONAL AIRLINE CABIN CREW

国内空乘与外航空乘的差别

外貌标准

身高标准

年龄要求

英语要求

工作时间

年薪

其他福利

工作年限

职业发展

漂亮

165cm以上

20周岁左右

四级以上

80-120小时/月

8万-16万人民币

五险一金，集体宿舍

30周岁之前

很少一部分转入管理层

国内空乘

亲切、友善

160cm以上

19-35周岁

口语流利

60-90小时/月

15万-28万

五险一金、免费宿舍(多为五星级酒店)、

免费公务交通、免费的环球旅行、

每年一次（或数次）免费（或低价）

的本人（或直系亲属）探亲机票

55周岁

免费的学位进修机会、

职位晋升空间巨大

外航空乘

年薪 15万～28万     完善的晋升机制

国际化技能培养       工作年限至55岁 

环游世界  时尚优雅 

学历要求 大专以上 大专以上



精确分析 / 优劣权宜

科学方式 / 合作共赢

项目SWOT分析
SWOT ANALYSIS

TECHNOLOGY TRANSFER / TRAIN THE TRAINER /

PROCESS MANAGEMENT / PLACEMENT ASSISTANCE

本分析数据立足ACN珠海翔联国际航空商务

有限公司，针对公司自身特点与国内航空培

训业的市场环境现状，进行相应的SWOT分

析，以更好的明晰翔联现有的优劣势及未来

展望。 

• 进入市场较早，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

  品牌优势 

• 以原新加坡航空互联总会为依托，具

  有国际背景 

• 采用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等模式，市

   场份额及影响力不断扩大  

• 教学团队以外教为主，拥有专业人才

   优势 

• 业务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巨大 

• 目前宣传力度有限 

• 报名就读的学员能力参差不齐，达不 

   到最理想的招生效果

• 培养成本高,学费相对高昂

• 航空业还属于封闭刚开放阶段

OPPORTUNITIES（机遇） THREATS（威胁） 

• 航空业保持稳健发展，人力资源需求

  仍然强健 

• 外航空姐由于薪酬待遇丰厚，受求职

  者青睐 

• 国内求职者对空姐应聘了解较少，且

  在形象气质、英语能力等方面与应聘

  要求存在差距，培训市场需求广大 

• 近几年逐渐有多间大学院校、公司进

  入空乘培训及劳 务派遣市场，瓜分市

  场份额 

• 空乘应聘本身可以直接报名，不需要

  任何委托培训，公众对培训仍存在一

  定的质疑 

STRENGTHS （优势） WEAKNESSES （劣势） 



项 目 优 势 

与 保 障

该项目在大中华地区实施已有超过15年的成功经验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委

员会认可引进项目

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认可援持项目

ACN独家编制，自主开发的教材纳入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培工委教学体系

OVER 15 YEARS OF PROVEN SUCCESSFUL TRACK 
RECORD IN CHINA SINCE 2004



ACN与合作伙伴一道为外航输出的人才占外航所招中国籍空乘人员总量的87%

ACN空乘培训优势

ACN中国十五年6000名国际空乘人才输出

ACN与国内数十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部分成立办学基地

ACN是新加坡环球选美大赛创始单位

ACN与全球数十家外航公司保持优质来往

ACN得到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强有力的支持

OUR STRENGHT, NETWORK AND RESOURCES



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解决应届

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合 作 受 益

院校

解决高学历，低职位、低工资问题

学生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解决院校由于不了解外航实际需求而造成的培

养方式、培训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培养

手段、培养工具单一落后不能满足外航用工需

要的问题 , 解决学生的就业出口问题。



合作理由

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强有力的依托

NATIONAL GOVERNMENTAL ENDORSEMENT

强强联手,国家认可项目

中国大陆地区未被开发的高端就业出口

该项目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培工委重点引进项目

ACN是亚洲最专业的国际空乘培训品牌

讲话传达了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全面总结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

刻分析了“十三五”时期职业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牢牢把握加快推

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这一战略任务，重点抓好提高认识水平、服务国家战略、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内涵发展、完善条件保障、坚持依法治教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2017年12月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在京召开

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开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新局面》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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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外航

专家团队

研发

亚航会监制

全球外航

培训通用

翔联国际

自主

知识产权

国际航空专家团队

研发通用教材

Publications

PRACTICAL AVIATION STUDY MATERIAL &
REFERENCES 



ACN通过以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为依托，聘请航空

业界资深专业人士，对受训学员进行全封闭、全模拟

环境、全过程外航培训专家指导、全英语浸泡式的教

学方式。

因材施教

科学管理

OUR TRAINING METHODOLOGY

专业培训



国内空乘培训现状 
珠海翔联国际航

空商务有限公司

CCI 外航国际

空乘培育基地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
   飞行学院

中 国 民 航 大 学 于

2001年 成 立 乘 务 学

院，为国内航空公司输

送 了 数 千 名 乘 务 、 地

勤、酒店人才。

主要就业渠道为国内航

空公司，与国际航、东

航、南航、山东航空等

企业签订“订单式联合

培养”协议，升空率达

88%。

主要有形体、礼仪、化

妆、空运地理、飞行与

航行基础、民航乘务英

语、危险品运输、航空

卫生、飞机客舱系统等

课程。

缺乏实际的空乘专业上

机指导，实用性稍弱。

  国内公办最

  大空乘学校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空中

乘务学院，是中国民航

飞行学院下属的二级学

院。是专门培养空中客

舱管理与服务应用型人

才的全日制专业学院，

学 院 于2000年 开 始 招

收空中乘务（专科）学

生 ， 现 有 在 校 学 生

1200人 ， 已 毕 业 学 生

4000多名。

综合英语、形体训练

、服务心理学、客舱播

音艺术、乘务英语、乘

务概论、乘务礼仪、乘

务形象设计、客舱应急

设 施 与 程 序 、 客 舱 管

理。

缺乏实际的空乘专业上

机指导，实用性稍弱。

3年3年

航空专业人力资源服务

与 航 空 类 管 理 咨 询 ，

2005年 初 进 入 中 国 ，

十四年来已为外航公司

输出超五千多名空乘人

员，就业公司包括新加

坡航空、卡塔尔航空、

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

航空、汉莎航空、荷兰

皇家航空、芬兰航空、

港龙航空、澳门航空等

外航。

使用亚航会指定国际空

乘 培 训 全 英 文 教 材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Diploma in Inf l ight 

Service》 ， 空 乘 服 务

专 业 知 识 、 飞 机 运 行

原理、简历与求职信、

空乘面试指南、空乘生

涯以及形体、化妆、模

拟面试、游泳等。

2009年6月在重庆市成

立CCI外航国际空乘培

育 基 地 ， 参 照ACN培

训 模 式 培 训 学 员 参 加

外航应聘。

主要有形体、礼仪、化

妆、空乘服务、航空英

语、飞机客舱服务系统

与设备等。

师资及资源欠缺，师资

就业指导能力有限。

  国内公办最大
  空乘学校之一

（国内外航培训）（外航定向培训）

1年
短期班4-10个月
大专班3年

从1999年国内开始办空乘大专班起，到目前国内已有60多所空乘院校，

2008年全国空中乘务专业的毕业生约为8000人，根据相关专业就业统

计，上机的毕业生不足30％，走地勤等岗位的毕业达占50％约4000人，

余下的10％在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就业。

就对目前空中乘务、航空乘务、民航商务的培养目标和实际学生就业岗位

来看，专业之间界限模糊，专业的岗位适应性较窄，不符合教育部对于人

才培养要符合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学生缺乏较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而近几年兴起的外航空乘专业也由于对外航公司实际需求的不了解、在教

学、管理的不熟悉导致大部分优秀学生走向地勤、酒店等服务方面，更加

造成航空公司的人才紧缺。

国内空乘院校培训及就业现状 

机构

其他

就

业

输

出

培

训

内

容

学时

））
））

CURRENT PRACTICE FOR DOMESTIC 
AIRLINE CABIN CREW TRAINING



就业去向

中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韩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阿联酋 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 芬兰 瑞士 澳大利亚 新西兰 . . . 

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胜安航空、新加坡欣丰虎航、

新加坡捷星航空、澳门航空公司、全日空航空公司、

韩国大韩航空公司、韩国韩亚航空公司、新西兰航空、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泰国亚洲航空公司、文莱皇家航空、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芬兰航空公司、香港港龙航空、

瑞士国际航空公司、英国维珍航空公司、美国西北航空公司、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公司、印尼鹰航航空、

卡塔尔航空公司、阿联酋联合航空、埃及航空。

INTERNATIONAL CAREER PLACEMENT

环游世界  时尚优雅 

可供就业选择的国家

ACN 
TRAINEES 

翔联培训学员



我们将通过与学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目标，

努力为高校毕业生服务。 

实现毕业与就业的无缝对接

正确导向 / 高端目标

科学方式 / 合作共赢

项目实施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 TRAIN THE TRAINER /

PROCESS MANAGEMENT / PLACEMENT ASSISTANCE

合作模式

1.校企合作办学 

2.院校项目托管 

3.商业机构项目托管

（1）短期就业班培训 （2）大专学历班培训

校企合作办学 

(大专或本科学历)

  

 

 

   
目标人群

协议签署

应届毕业生,

社会人员20~30岁

航空乘务员岗位(退费保障)

在校大学生

（3）成人函授班培训

校企合作办学 

(大专或本科学历)

  
 
   

培训周期 32周
  

 36个月 32周

航空乘务员岗位(退费保障) 航空乘务员岗位(退费保障)

参加成人教育自考函授

的20~30岁应届毕业生

A

B 助飞项目实施计划（先就业后付款 ）

（1）冲上云霄计划 （2）冲上云霄励志基金

就读模式 短期就业培训

合作模式 高等院校

培训周期

协议签署

32周

航空乘务员岗位(就业协议，分段收费)

项目

其他

项目

其他

短期就业培训

1.政府机关 2.公益组织

32周

航空乘务员岗位(就业协议，分段收费)

目标人群 应届毕业生、贫困大学生 贫困大学生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介绍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BEIJING FENGTAI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SCHOOL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翔联国际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培训中心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于1981年4月，是教育部主管、并

经民政部注册的、由全国各类成人教育团体和成人教育工

作者组成的社会团体，亦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全

国性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业组织，属国家级协会。

中成教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委员会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委员会是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领导下的成人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交流合作与自

律性管理的社会团体，亦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全

国性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业组织。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QINGDAO HENGX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翔联国际青岛空乘实训基地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是一所具有国家统招资格的全日制

普通本科院校。学院东邻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南邻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大学，北邻潜艇学院，形成了以我

院为中心的青岛东部高校区，交通极为便利。学校校园

占地面积1008亩，校舍建筑面积35.19万平方米，固定资

产总值5.78亿元。学校坚持“行校对接、产教融合、工

学交替、实岗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被誉为“就业

率、就业质量双高院校”。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上海翔联国际就业训练基地

翔联国际沈阳空乘实训基地

上海翔联空乘培训基地是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注册成立的专注于培养、输送国际航空专业人才的职

业培训机构。

学校使用面积1200㎡，垂直电梯、步行梯、中央空调等

配套设施完善，多媒体教室、形体室、化妆室、实训

室、会议室、教师办公室等教学设施齐全.

学校地处沈阳市最繁华的商贸中心“金廊工程”的主

干线青年大街茂业大厦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

分便利。

SHANGHAI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沈阳翔联国际就业训练基地

翔联国际沈阳空乘实训基地

沈阳市翔联职业培训学校是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注册成立的专注于培养、输送国际航空专业人才的

职业培训机构。

学校使用面积1200㎡，垂直电梯、步行梯、中央空调等

配套设施完善，多媒体教室、形体室、化妆室、实训

室、会议室、教师办公室等教学设施齐全.

学校地处沈阳市最繁华的商贸中心“金廊工程”的主

干线青年大街茂业大厦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

分便利。

SHENYANG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翔联国际长沙空乘实训基地

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湖南省长沙市，是民政部

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湖南省教育厅直属普通高等院

校，全国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为民政部长沙民政学

校，创建于1986年，1999年更名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

      截至2014年12月，学院占地面积1217亩，建筑面积

45万平方米；拥有国家12个示范重点专业,已经成为国家

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基地和湖南省现代服务业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ACN合作办学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JIANGXI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LLEGE/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RAINING CENTER

翔联国际江西空乘实训基地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是一所集农林、生物、工程、

信息、财经、管理于一体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

院，隶属江西省农业厅，受江西省教育厅指导。学院前

身是创办于1940年的江西省樟树农业学校，1980年被确

定为江西省重点中专，2000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

中专，2004年设立为高等职业学院。

      学院地处中国药都——樟树市。城市环境优美，交通

便利。

     学校环境幽雅，设施齐全。学院占地面积802亩，校

舍建筑面积14.65万,固定资产总值超亿元。



ACN合作办学培训总部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    TRAINING  HEADQUARTERS BASE  |   
TRAIN THE TRAINERS HQ CENTER

珠海市高新区总部基地管理中心

珠海市高新区总部基地中心约占20万平米，是政府创建

的现代产业、区域品质高尚、生态优势明显的创新的现

代化智慧新区。

总部中心集布局会议中心、商业配套中心以及学校教育

中心为一体。

独特的“太空梭”造型，是高新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建设标准高要求，园林绿化高覆盖，休闲空间丰富，比

邻海边，风景宜人。

ACN珠海国际空乘师资培训基地

ZHUHAI GAOXIN MINISTRY OF HEADQUARTERS BASE /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教学实训室走廊

ACN合作办学培训总部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    |   TRAINING  HEADQUARTERS BASE

TRAIN THE TRAINERS HQ CENTER

珠海市高新区总部基地
管理服务中心

ACN珠海国际空乘师资培训基地

ZHUHAI GAOXIN MINISTRY OF HEADQUARTERS BASE /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形体训练室

ACN合作办学培训总部基地

珠海市高新区
管理中心

ACN珠海国际空乘师资培训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    |   TRAINING  HEADQUARTERS BASE

TRAIN THE TRAINERS HQ CENTER

ZHUHAI GAOXIN MINISTRY OF HEADQUARTERS BASE  /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空乘实训室

ACN合作办学培训总部基地

珠海市高新区
管理服务中心

ACN珠海国际空乘师资培训基地

AN ACN COLLABORATION PROGRAM   |    |   TRAINING  HEADQUARTERS BASE

TRAIN THE TRAINERS HQ CENTER

ZHUHAI GAOXIN MINISTRY OF HEADQUARTERS BASE  / 
ACN WORKFORCE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 

INTERNATIONAL CABIN CREW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ACN集团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独资企业

1999年成立于新加坡,

隶属于翔联国际教育投资集团,

现集团总部设于澳门

国际劳务招聘

派遣外包服务

业务范围

航空企业人员

职业能力培养

公务机和商务机

以及私人飞机外包服务

航空企业人力资源

解决方案提供服务

国际航空人力

资源外包服务

国际就业

项目引进

ACN2004年进入中国，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新加坡

独资企业，隶属于翔联国际教育投资集团。公司自进入中国大陆以来，

通过开展校企合作等渠道与相关机构、院校合作，通过为学校提供先进

的课程设计、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具有国际水准的标准化职业训练教材，

帮助学校有效提升学生国际化就业能力。十五年来，经不懈努力与国内

的合作伙伴一道为境内外众多企业输送了近万名具有较强职业能力、较

高职业素养的新型职业化人才，并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创造性的打造

出国际化高端服务业就业培养模式，为中国高校毕业生走出国门参与国

际人力资源竞争做出积极有益的尝试，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众多用人企

业的好评，成为行业翘首。

Publications
澳门翔联教育出版社

ACN翔联集团旗下子品牌

培 Cabin Crew Jobs
Powered by ACN 

空 姐 招 聘



资质与荣誉
HONOUR AND GLORY

其他荣誉
中国首家外商独资的航空产业教育投资企业

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官方指定的国际空乘招聘与派遣机构

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创会理事单位

首创的国际空中乘务员职业资格全国率先认证

新加坡环球小姐大赛官方形象顾问与集训机构

世界旅游小姐、国际小姐、亚洲名模、亚太小姐、世界环球才艺之星、

世界旅游小姐年度皇后等多个国际大型赛事的主办单位

中国第五届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全球航空小姐大赛承办与指导机构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

工作委员会向全国高校推广的国际就

业训练项目



国家、行业与社会认可

媒体报道

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西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南京电视台、

湖南卫视、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澳门商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新京报、

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珠江晚报、重庆晚报、武汉晚报、云南日报、

安徽市场报等国内外众多媒体均对此给予高度好评。

PRC MEDIA AND PRESS RELEASES

2004 · 2019 



ACN
国际职业教育系列

项目计划书

PLACEMENT TIED VOCATIONAL 
TRAINING SERIES  |  

BUSINESS PLAN

澳门是一座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国际旅游城市，是中国唯一博彩合法化的地区，全球超过50家顶级品牌大酒店入驻在澳门, 

澳门酒店每年对外来劳工的需求约5万人,每月需求人数4000人，而中国大陆地区供给量每月提供不足500人。澳门酒店

行政管家项目的建立解决了院校不了解实际需求而造成的培养方式差异和学生就业出口问题。而ACN在亚洲十二个国家

建立高端服务人才库,与合作伙伴一同为澳门酒店与娱乐场引入各国人才占所有高端服务人员总量的80%,该项目在澳门地

区实施已有超过15年的成功经验，通过订单培养，签订保障协议,全程专业培训导师，全方位指导、协助办证，培训合

格，百分百就业。

中国目前民用定期航班机场只有224个 （美国2000个），通用航空机场只有311个。国家“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建

设500个通用航空机场，每个机场的安保人员需求量500-1000个，投入建设的200个通航机场需求的安保人员至少需要

100000人以上，“机场安保”项目因此而生。ACN机场安保项目依托亚洲最大的国际安保业领袖企业策安集团及其先进

的培训系统，引入亚洲航空发展研究学会全球最领先的专业化培训体系及认证标准，承接翔联集团致力于航空人力资源

发展的雄厚实力与资源优势有效的解决了院校由于不了解实际需求及培训技术而造成的培养方式、培训内容与企业实际

需求脱节问题 ,时 也同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私营企业2907多万户，大型企业超过30万户，每年提供新增岗位800万，虽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

达到七百多万，而面对现实职位脱节，就行政助理人员实际市场合格人才供给率却不及10000人，差额率达1：800。

ACN高级行政助理项目的建立，汲取了国外优秀的培训理念与独有的创新教学方式，通过十五年来共十几万大学院校的

学生培训经验，与各院校的数十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的优势，有效的整合各类优秀资源，解决院校由于不了解实际需求

及培训技术而造成的培养方式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问题 ,普通让三四千的行政人员通过国际化技能培养，让学生走向高

端社会层就业的同时也保证学生的月薪达六千元，实现跳跃性的职业生涯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晋升空间。

国际职业教育系列项目计划书-高级行政助理

国际职业教育系列项目计划书-机场安保人员

国际职业教育系列项目计划书-澳门酒店行政管家



现在我们诚邀您登往

“国际空乘”航班！

Consulting | Training | Outsourcing

    管 理 咨 询 | 教 育 培 训 | 人 力 外 包

本项目书所有权及最终解释权归翔联集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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