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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董事长致辞

各位同仁：

德天众集团是以国际教育与科技发展为核心的跨国性企业集团。

我们的总部设立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地区。集团拥有享有百年声

誉的芝加哥西北林肯学院，专注于国际职业类教育的德天众国际（北

京）教育有限公司，专注于科技发展的德天众信息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成立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研

究生院国际培训中心，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专注于职业教育国际

化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我们搭建中美职业教育、资格认证教育交流和

互动的平台，为中国的职业院校、美国的社区学校、实习就业机构提

供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合作方式。

我们关注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我们也积极地履行作为一

个集团化公司的社会责任。2013 年起，我们每年以“德天众奖学金”

的方式，培养 5-10 名优秀的职业技能类学生，派送到美国的社区大学

对应的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我们关注这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努力将其培养成为具有国际化素养的职业技能专业人才，并能够带动

更多的国内职业院校学生参与其中，让他们带着国际化的素养和专业

进入社会，更好的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我们的每一名员工。集团作为国际教育与

科技发展行业，更加注重在集团内部建立学习型组织，我们鼓励每一

名员工的学习与创新，我们提倡效率与效力，我们为所有的员工设计

差异化的职业发展规划，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学习环境，每年组织中美

两地员工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在德天众集团，每一名员工都是一位“领

导”，充分发挥着主人翁的精神。

作为德天众集团的领航人，我和我的团队，将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客户、我们的股东、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我们作为一个

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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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德天众国际集团(Telansun International

Group)成立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地区,是多元

化、国际化发展的集团型跨国机构。集团设立国际

文化教育事业部、信息科技事业部和新能源事业

部，涵盖文化教育交流、信息科技、新能源三大业

务领域，在集团的战略管理下，三大业务领域相辅

相成，集成发展。旗下子公司包括以文化教育事业

部为核心的德天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中传统文

化交流协会、北京联合国际旅行社、德天众国际商

学院、芝加哥 Northwest Lincoln Academy (CNLA)；

以信息科技事业部为核心的德天众信息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无锡中金鼎讯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中金鼎讯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新能源事

业部为核心的宿州德天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Organization

us 关于我们

组织结构 structure

德天众集团围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搭建了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平台、学历教

育交流平台以及德天众国际商学院，通过“三平台相互联动，商学院为技术孵化”的产业链体系，开

展中美、中日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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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国际化平台
德天众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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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平台

Overview
项目总览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地区拥有占地 53 英亩的私立学

校 — Chicago Northwest

Lincoln Academy (CNLA)，涵盖

幼儿园至高中的美国学历教育。

该校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受到大

芝加哥地区埃尔金市政府高度

关注与大力支持。CNLA 致力于

为学生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的

全日制教学服务，关注学生的综

合能力素质培养与提升。集团受

芝加哥埃尔金市政府委托，以

CNLA 为基础，通过招收国际学

生、中美教师互访、社区中国文

化讲座等方式，广泛开展中美文

化交流，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

色的知识理念与美国教育文化

相融合，促进两地文化融合发

展。

响应“2025 中国制造”

的战略方针，专注于培养具有

国际化、专业化的职业技能类

人才领域。与美国、日本多所

社 区 大 学 （ Community

College）建立战略合作，帮

助中国职业院校通过平台进

行对接。开展学生、教师等多

方交流学习。包括输送中国职

业院校的学生到美国对应院

校对应专业学习项目，美国优

秀教师国家认证项目，中美、

中日教师及学生互访交流项

目等。

商学院作为德天众集团国际教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从职业教育国际化（大国

工匠）政策研究、日中传统文化交流、为侨服务、个人-团队-组织能力测评、国际化职

业人才培养需求预测等方面深入开展技术孵化，并集成集团旗下信息科技领域专业能力，

开展基于三个平台的数据分析工作。

依托中美、中日合作背

景，将国际先进的培训理念

和课程引入中国，与中国企

业经营实际、人才发展实际、

社会需求实际进行有效结

合，在人力资源、大数据互

联网+、金融、信息科技等方

面的先进课程引入中国，以

学习+认证的模式，作为职业

资格和技术的引进方，搭建

平台促进发展。

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 学历教育交流平台

德天众国际商学院



德天众国际针对中国、美

国、日本等社会专业需求，开

展各类交流与合作。目前，德

天众国际与中国多所职业类院

校以及美国、日本的社区大学

和专业院校建立战略合作，搭

建平台为中美、中日职业院校

进行资源对接和整合。为中国

职业类院校年满 17 周岁的学

生提供进入美国、日本的专业

院校进行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IPMA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师认

证项目是人力资源行业国际化、专

业化、现代化的证书类培训项目。

IPMA 认证体系包含：国际初级

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IPMA-CE）、

国际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

（IPMA-CP）、国际高级人力资源

管理师证书（IPMA-CL）。

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公共管理

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中国国家外

国专家局培训中心、教育部考试中

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四方共

同推出

顺应着教育国际化的潮流，

在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

（NBPTS），美国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大学及德天众国际

商学院的共同努力下，美国优秀

教师国家认证项目已正式引入我

国。

Ⅳ

Abstract
项目简介 1

IPMA-HR

(美国)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证书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授权

北京德天众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

心为 “IPMA-CP”国际人力资源管

理能力（高级）认证项目特许培训

机构。

美国优秀教师国家认证项

目（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 Program）在教育日益

国际化的中国也有很大的潜力，

其将主要面向：

1：有国际化理念的教师群体

2：开设有国际班的各类院校

3：有国际教育合作的各类院校

通过该项目认证的教师将

获得由 NBPTS 颁发的美国国家

优秀资格教师（NBCT）证书

美国优秀教师国家认证项目
中国职业类学生赴美日

学习深造项目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平台 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

此项目将中国、美国、日

本的职业类院校、社区、用人

机构进口有效对接,通过线上

服务,将线下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真正实现高效、互利的文

化、教育交流。



Abstract
项目简介 2

能力测评

领导力测评从30个维度深入解析被测评者

的领导力水平及发展趋势。涵盖了以身作则、

能力提升、团队建设、激励人心、创新发展及

前瞻未来等六个板块的内容。

团队协作测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清

楚地了解对自己所在的团队在团队协作方面

有哪些长处，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测

评题目由信任、冲突、承诺、责任、结果，

五个方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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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天众商学院

学历教育交流平台

集团所属的 Chicago Northwest Lincoln Academy (CNLA)坐落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地区，占

地 53 英亩，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美国学历教育。该校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一所历史悠久、教学资源

丰富的历史名校。德天众集团对于 CNLA 的收购和经营，受到大芝加哥地区埃尔金市政府高度关注与

大力支持。目前的 CNLA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全日制教学服务,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

素 质培养与提升。受芝加哥埃尔金市政府委托,我们以 CNLA 为基础,通过招收国际学生、组织中美教

师互访、社区中国文化讲座等方式,广泛开展中美文化交流。



Partner
合作伙伴

部分合作伙伴
COOPERATIVE PARTNER

德天众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一直秉承着多元化、国际

化的发展理念，着力于搭建

国际化平台，培养国际型技

能人才。目前，国内外多家

协会与企业与我们达成战略

合作关系，我们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德天众国际能够

开拓更多的领域，与更多的

企业协会达成合作，让更多

的人了解公司文化，共同促

进公司的繁荣发展。

Contact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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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telansun.org

电话：（010）6468005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0 号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 B幢 115 室
us

Address：7 Beacon Hill Drive,South Barrington,lllinois 60010,USA

Phone: +1 630-35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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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oper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长按即可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