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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恩斯教育集团
美国安恩斯教育集团（简称“安恩斯教育”）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大芝加哥地区，有着

十五年的服务历史。安恩斯教育致力于为中国

留学代理和客户提供美国留学、游学、教育

培训，留学生求职等等一站式服务；为教育中

介和美国高校搭建教育资源共享的桥梁。我们

的专家团队由美国当地的精锐留学升学专家、

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职场专家组

成，为留学生提供360度"全程无忧"的关心、帮

助和指导。

关于我们

丰富的经验 经验丰富的留学申请团

队，提供留学前、中、后端一站式服务

权威的顾问 名校王牌的升学顾问德

鲁希拉·布莱克曼亲自把关

便捷的配套 方便快捷的线上辅导课

程，帮助学生答疑解惑

定制的辅导 充分深入的挖掘每一个

学生亮点与优势，优化学生背景

真实的提高 真实全面的全面提升学

生竞争力，实现名校求学梦

01



——J.Y. 被哈佛大学录取

“十分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你们一直都是那么的热心，并且努力帮助

我，使我的申请从其他学生中脱颖而出。我认识你们还不到一年，现在我就

已经被哈佛 2017 级录取了！我想对你们给予我的帮助表达再一次的感谢！”

学生感言

       你们一直都是那么的
热心，并且努力帮助我，
使我的申请从其他学生中
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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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恩斯教育过去指导过的学生中，100% 会被顶尖大学所录取超过 ，90% 的学生被他们的第一

志愿大学录取，其中包括许多美国名校及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杜克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乔治城大学等等。

2010-2017年，排名前50的大学， 录取总人数近 1000人
 

2010-2017年，排名前20的大学， 录取总人数 679人
 

2010-2017年，8所常春藤盟校， 录取总人数 427人

过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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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

斯坦福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杜克大学

达特茅斯大学

布朗大学

院校名称 院校排名院校录取率录取人数录取情况

05



学生感言

“大学申请的过程真的十分煎熬—你会采纳来自你家长、朋友、或学校老师的建

议吗？安恩斯教育老师的中肯之言和对我的定位让我不再迷茫，她会帮助你制定

计划，让你的才华在其他的竞争者中显得与众不同。”

         安恩斯教育老师的中
肯之言和对我的定位让我
不再迷茫

——大卫 Z  被哈佛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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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服务

我们的服务

帮助建立学生申请账户

辅助学生准备所有材料

进行在线填表/上传材料

与学校预约面试

就住宿、接机事宜与学校沟通

美高申请需要准备的材料

标准化考试成绩：

目前申请美国高中，学校普遍要求提供托福/SSAT成绩

学术成绩：

即在校成绩单，美国中学一般需要近三年的成绩单

文书：个人陈述

推荐信：一般要求三封教师推荐信

高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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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申请

大学申请提前规划服务

（针对9、10、11年级学生）

大学申请定位

学业评估

选班

测试指导

学校活动推荐

社区服务活动推荐

假期规划

暑假规划

教师推荐信指导

工作经历规划

注：此服务仅针对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

大学申请服务

（针对12年级学生）

创建目标大学清单

优化大学申请文书

创建活动清单

创建个人荣誉清单

测试分数的分析与提交

教师推荐信指导

面试指导

大学申请指导

大学申请审阅

本科申请需要准备的材料

标准化考试成绩：托福/雅思/SAT/ACT成绩

学术成绩：9-12年级（国内初三-高三）成绩单

课外活动：学生参加过的课外活动列表

文书：个人陈述/补充文书

推荐信：一般要求三封教师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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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全面申请辅导

确定目标学校清单

推荐信指导

个人陈述指导

补充文书指导

研究生/博士申请需要准备的资料

标准化考试成绩：托福/雅思/GRE/GMAT成绩

学术成绩： GPA，名校一般要求GPA 3.5以上

学习/工作/研究经历/课外活动：一般来说，申请商学

院专业的学生最好有实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最好有

科研经历；申请博士最好能够有文章发表

文书：个人陈述/补充文书

推荐信：一般要求三封教师推荐信，可以来自认可教

授、辅导员、论文导师、科研导师、系主任、学院院

长、实习公司的上司

研究生/博士申请

美国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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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本科申请材料全套评估服务，含5所学校。包括通过Common App提交的大学和独立大学。

Common App学校的补充文章、简答题等。

服务说明

针对学生的每一份申请，我们都会总结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列出我们对于学生的申请所提出建议，

以便于提高学生的录取率。每一个小的细节都有可能决定学生最终能否被录取。申请定位是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能够帮助学生从顶尖大学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将学生的优势突出，与其他申请者区别

开来。准确的申请定位能够大大增加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修改建议可以包括删除暴露学生劣势的部

分，以及在招生官的角度看，如何加强和突出学生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重写Essay是没有必要

的。只需要对以下几项内容进行简单的修改。判定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

需要修改的地方可能包括

选择专业

选择就业方向

学术兴趣

课外活动兴趣

荣誉清单

补充文章问题修改

简答题

本科申请材料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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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W 被康奈尔大学录取

“安恩斯教育对我的大学申请帮助非常大。帮助我修改论文，确定最适合我

的大学清单，让我在整个大学申请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方法。在你们的帮助

下，我申请了几所顶尖大学，并如愿被一所优秀的工程学校录取了!”

       安恩斯教育对我的大
学申请帮助非常大...让我
在整个大学申请过程中坚
持正确的方法。

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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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背景
提升项目

美国留学后
管理服务

留学法律
相关服务

职场专业
培训项目

美国

夏/冬令营
美国签证
相关服务

其他的服务



团队介绍

Drusilla Blackman 德鲁希拉·布莱克曼在大学申请领域有超过 30 

年之久的工作经验。她本人也是常春藤院校的校友，获得了布朗大学的

心理学学士学位以及耶鲁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

疗师之后，她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继续深造，并且获得了工

商管理学 MBA 硕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本科招生院院长期间，大致每年要审阅超过 

15,000 份申请材料。作为院长，她对每一位申请者都很负责，并且熟

知申请人的材料里涵盖哪些内容能够得到重点大学的青睐。通过多年积

累的经验，她非常清楚顶尖大学申请的策略和方法。

她也曾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生招生院院长，所以她非常清楚每一位学生

的本科经验对学生本人的学术能力和职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过去的

几年里，她作为资深升学顾问，帮助很多家庭成功地申请到了顶尖大

学。

DRUSILLA BLACKMAN
德鲁希拉 · 布莱克曼

安恩斯教育 名校王牌升学顾问

哈佛大学研究生招生院前院长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招生院前院长

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耶鲁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     

布朗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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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EE HERDMAN

安恩斯教育 留学管理专家

美国资深教育顾问

美国留学生管理专家

Sherree Herdman 雪莉·赫德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教育学硕士。 

她是一位教育家和留学管理专家、并担任A+国际教育主席。雪莉·赫德

曼曾在4个国家执教20多年，其中12年任职校长，并为2个国家的老师担

任课程顾问，拥有非常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和寄宿家庭管理经验。

雪莉·赫德曼的职业生涯还包括为多语言国际学校处理师生问题。她深

知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的需求，明白学生处于新文化环境

的感受。雪莉·赫德曼还擅长启蒙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管

理、教学、课程开发、课程创新、教师培训、ESL、数字化教学、演

讲、教育领导、心理辅导。

EUGENE YUJUN RAN
冉玉俊

安恩斯教育 名校王牌升学顾问

美国高等学校咨询协会（HECA）会员

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会员

Eugene Yujun Ran 冉玉俊老师是美国资深教育咨询顾问，专业升学指导。

冉老师为前中国大学老师，在美国生活近30余年，深度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和

理念，熟悉常青藤名校的录取要求和程序。亲自实地访问百余所美国大学和文理

学院，为广大中美华人家庭提供专业的美国大学规划和申请咨询服务。

过去几年冉老师为近百位中美高中生提供了专业的升学指导服务，所提供咨询服

务的学生成功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

工学院，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等

众多常青藤名校和前100名大学和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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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ROBERT C. Divine

安恩斯教育 法律专家 

前美国移民局代理局长  

著名移民律师

Robert C. Divine 罗伯特·迪万曾经担任美国移民局代理局长，2004年7月到

2006年11月，罗伯特先生被美国总统亲自任命为美国移民局首席律师。他是Baker 

Donelson 国际移民公司的股东之一，负责公司的全球移民业务，专注于商业移民和商

业诉讼。他在以商业为基础的各种类型的临时和永久移民方面有着丰富的服务经验，服

务过来自全球的众多客户。

罗伯特·迪万出版过《移民实践》一书，全书共1600页，详尽地介绍美国移民法律各

方面的实践案例，目前已经到第十五版。罗伯特先生还发表过17篇专业性文章，荣获

过7项EB-5行业大奖。从1986年起开始从事移民法律并曾担任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多个

委员会的主席，他连续五年担任EB-5区域中心的行业协会—美国投资移民行业协会

（IIUSA)的副主席。

Jenny Wilson 杨小燕

安恩斯教育 资深法律顾问

纽约州执业律师

全美移民律师协会会员

Jenny Yang 杨小燕律师曾在北京一家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师6年，教授国

际经济法。2000年移美后，杨律师也没有停止再深造，就读并取得了加州橙

郡的一家法学院的法律硕士学位，系统地学习了构筑美国制度的基本大法，包

括美国宪法、合同法、民事侵权法、家庭法、地产法等，全方位地深刻地通晓

美国的制度、文化和风俗。 

11年前，随着留学热的兴起，本着移民留学不分家的初衷，杨律师进入为学生

服务的专业领域。杨律师经常为美国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所发生的问题而代

表家长与校方还有任何第三方进行接触及谈判，以此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在众

多解决的问题当中，遇到过不少棘手的法律、文化和生活冲突问题，杨律师都

能全面彻底的解决，继而拯救了不少学生，使他们重回正常的留学和人生轨

道，深受家长的好评和赞誉。



蔡斯·斯托布
前宾夕法尼亚大学招生官

    前佐治亚大学招生官

霍普·温斯坦
前耶鲁大学招生官    

前耶鲁大学STEM专业面试团队成员

里查德·李
高级课程辅导老师

SAT/ACT双满分

洛琳·拉克斯顿
ESL英文课程在职老师

多伦多大学教育硕士 / 约克大学文学学士

李志江
安恩斯教育总裁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高级顾问

克莱尔·刘
金牌留学顾问

教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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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感谢你们在大学申请过程中对我的指导。在遇见你们之前，我很迷茫，既没有

目标大学名单，也不知道该如何从数千所本科院校中选出最适合我的学校。是你

们的耐心指导和专业知识，帮我把申请重点放在了能够让我获得理想大学经历的

院校上。”

       是你们的耐心指导和专业
知识，帮我把申请重点放在了
能够让我获得理想大学经历的
院校上。

——蔡斯 L 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20





免责声明：本宣传册仅供参考和讨论之用，接收人不得依赖于或以任何方式使用本宣传册。本宣传册所含信息为展示形式，因而

在范围方面有所局限，且并无意于提供文中所提及主题的完整信息和讨论。针对本宣传册所含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恕不提供

任何担保；本宣传册内表达的看法与观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美国电话： (630)701-6163

中国电话：400-999-0948

电子邮箱：john.li@ancedugroup.com

官方网站：www.ancedugroup.com

美国总部地址：210 W Ogden Avenue, Naperville, IL 60563

北京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 17号楼2701室

长沙办公室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蔡锷南路119号丰泉大厦618室

安恩斯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