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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西海岸（12 天 10 夜）

日期 地点 时间 活动安排

D 1

9 月 26 日

周一

待定--

波士顿

18：20 国内 ----波士顿

23:30
入住酒店休息

参考酒店：The Westin Waltham-Baston Hotel 或同级别酒店

D 2

9 月 27 日

周二

波士顿

09:30-12:00

【名校导览】名校参观：哈佛大学校园深度导览、名校参观：麻
省理工学院
溯源“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了解校园
历史、教育体制、入学条件等。
麻省理工学院占地 168 英亩，校园位于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

靠剑桥市（Cambridge）一侧，蔓延约 1 英里。MIT 是全球高科

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学，培养了众多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士，先后有 78 位诺贝尔

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

12:00-13:00 午餐

13:30-17:30

【文化体验】自由之路、
自由之路由一条红砖铺成，全程三公里，起点为波士顿公园，
终点为邦克山纪念碑。沿途经过了 16 个历史遗迹，其中包括
17、18 世纪的房舍、教堂和美国独立战争遗址，是波士顿历
史发展的重要之路，所以人们常说，自由之路是认识波士顿的
最好起点。
昆西市场----昆西市场是波士顿著名的购物场所，位于法纳尔

大厅旁边，这里是吃饭和购物的天堂。昆西市场有三座长条形二层建筑构成，市场的中央
建筑内有许多的美食摊位，加之整个广场上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所以也是波士
顿的著名景点。

18:00-19:30 欢迎晚宴：波士顿龙虾餐

D 3

9 月 28 日

周三

波士顿

--

西点

09:00-13:00 驱车前往西点(4 小时)

13:00-14:00 午餐

14:00-18:00 Woodbury 购物

18:00-19:00
晚餐

参考酒店：Hampton Inn Harriman Woodbury 或同级别酒店

D 4

9 月 29 日

周四

西点

--

纽约

09:30-12:00

西点军校校内深度导览：
在西点军官的带领下游览世界著名的“美国将军摇篮”西点军校，

美军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均毕业于此。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

所军事学校，主要为美国军队培养陆军军官。西点军校占地 1.6

万多英亩。校园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西点军校内的

广场、道路、建筑物都是以美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将领名字的命名

的，如华盛顿大楼、塞耶大楼、格兰特大楼、艾森豪威尔大楼和雷兹广场等。西点军校不

仅培养出了很多著名将领，更是培养商界领袖的摇篮，二战以来，该校已为美国金融界造

就了 1000 多名董事长、5000 多名高级管理者。以此计算，西点军校堪称美国最优秀的

“商学院”。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课后驱车前往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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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8:00

【文化体验】游览中央公园，第五大道、时代广场、登顶帝国大厦
坐落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帝国大厦有 102 层，高 384 米，算上
电视塔则高 448 米，自建成便雄踞世界最高建筑的宝座达 40 年之
久，您可在帝国大厦最高顶鸟瞰绚丽的纽约市夜景。

18:00-19:00
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考酒店：Sheraton New York Times Square Hotel 或同级别酒店

D 5

9 月 30 日

周五

纽约

09:30-11:30

【企业参访】纳斯达克参访（或同级别企业）

纳斯达克（英语：NASDAQ），全称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

报 价 表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是美国的一个电子证券交易机构，

是由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所拥有与操作的。NASDAQ 是全国证

券业协会行情自动传报系统的缩写，创立于 1971 年，迄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

之一。

12:00-13:00 午餐

13:00-18:00

【文化体验】大都会博物馆

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位于纽

约中央公园旁，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遥遥相望。这里是个巨大

的艺术宝库，占有四个街区，包含各国各类珍贵展品 300 万件以

上。要想真正参观出名堂来，大概要花费好几天。镇馆之宝埃及

神殿、现代感十足的美国展厅和让国人倍感亲切的中国展厅都值

得一逛。

18:00-19:00 晚餐

D 6

10 月 1 日

周六

纽约

--

费城

--

华盛顿

09:30-18:00

【文化体验】驱车前往华盛顿，途经费城，游览费城的自由钟和独立宫，夜宿华盛顿

独立宫是美国著名历史纪念建筑。在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

厦内。1732～1753 年建造。1776 年 7 月 2 日，13 个英属美洲殖

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在此举行，7 月 4 日通过了由杰克逊起草

的《独立宣言》，宣布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建立“自由独立的合

众国”。独立宫是美国独立的象征。

18:00-19:00
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考酒店为：The Westin Crystal City

D 7

10 月 2 日

周日

华盛顿

--

拉斯维加斯

09:30-12:00

【文化体验】参观总统官邸白宫，游览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美国最高法院以及绝大

多数政府机构均设在这里。。华盛顿还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全

市有乔治敦、乔治·华盛顿等 9 所高等院校，国会图书馆、华盛顿

歌剧院、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多座世界驰名的文化设施，还有相当多

博物馆，如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文化体验】国会山庄/五角大楼

国会大厦建在被称为“国会山”的全城最高点上，它是华盛顿的象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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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9:25 乘航班飞往拉斯维加斯 UA461 华盛顿----拉斯维加斯 19:25-21:46 需单买行李额

20:00-21:00
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考酒店：The Venetian Resort-Hotel-Casino 或同级别酒店

D 8

10 月 3 日

周一

拉斯维加斯

09:00-16:00

【文化体验】前往大峡谷，途中美式自助午餐。
游览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的大峡谷。
峡谷由河水深切而成，长约 349 公里，深约 1800 米，谷顶宽 8

至 25 公里，谷底水面线宽不足一公里，最窄处仅 120 米，谷壁

呈阶梯状，悬崖、峭壁、险峰比比皆是，岩层不仅硬度不同，且

颜色各异，阳光下变幻莫测，景色十分美丽。也可以自费乘坐直

升机俯瞰大峡谷。

18:00-21:00

【文化体验】拉斯维加斯夜生活
拉斯维加斯是美国内华达州的最大城市，以赌博业为中心的庞

大的旅游、购物、度假产业而著名，拥有“世界娱乐之都”和

“结婚之都”的美称。1931 年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了度过经

济难关，内华达州议会通过了赌博合法的议案，拉斯维加斯成

为一个赌城，从此迅速崛起。拉斯维加斯在 10 年间脱胎换骨，

从一百年前的小村庄变成一个巨型旅游城市。每年来拉斯维加斯旅游的 3890 万旅客中，

来购物和享受美食的占了大多数，专程来赌博的只占少数。

D 9

10 月 4 日

周二

拉斯维加斯

--

旧金山

08:00-10:25
乘机前往旧金山
参考航班：UA2033 10：25—12:06 需单买行李额

12:40-13:40 午餐

14:00-18:00

【文化体验】旧金山城市游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渔人码头、艺术宫

如果说拉斯维加斯像一所热闹的秀场，纽约是一个文化的熔炉，

芝加哥仿佛一座庞大的博物馆，那旧金山无疑是画家手中的调

色盘，在慵懒与不经意之间成就了美国最多姿多彩的创意之城。

橙红色的金门大桥、蔚蓝色的渔人码头、纯白色的泛美金字塔

大厦以及四季色彩缤纷的九曲花街，无一不吸引你流连其中，用心灵去感受这个城市的独

特气息。对于摄影爱好者，旧金山融合了现代与古典的精致街道、遍布街头的维多利亚式

建筑或者希腊罗马式艺术宫，每一样都能秒杀你的镜头。当然，这里更是讨好食客的国际

美食城，你尽可以放肆的沉醉于饕餮盛宴中。

18:00-19:00
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考酒店：DoubleTree by Hilton 或同级别酒店

D 10

10 月 5 日

周三

旧金山

09:00-11:30
【斯坦福大学课程】：《硅谷的创新传奇与颠覆动力》/《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导

力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校园导览】斯坦福大学校园导览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全名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或译

作史丹佛大学，通常直接称作斯坦福大学，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斯坦福市，是一所享誉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14:30-17:30

【企业参访】谷歌/其他高科技企业

在硅谷，Google 一直是颠覆者，广告服务 AdWords 改变了网

络广告的运营方式、Android 改变了智能手机市场……如今，谷

歌在智能硬件方面持续发力、投资机器人项目，不断突破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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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边界，不断刷新着原有的模式。Google 的成功，源于其超常的创新能力和内部创业

的机制。走进 google，深入了解它成功的关键要素，学习它厚待创新者、鼓励实验的文

化氛围，体味一群有着改变世界的、有情怀的强者是如何面向未来的。

18:00-19:00 晚餐

D 11

10 月 6 日

周四

旧金山

--

待定

上午 早餐后送机飞往国内 13:30

D 12

10 月 7 日

周五

中国 到达中国


	参考酒店：The Venetian Resort-Hotel-Casino或同级别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