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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程安排（7 天 6 夜）

日期 地点 时间 活动安排

Day 1

广州

--

旧金山

06:00

参考航班：南航 CZ657 广州-旧金山 12:30-09:10

机场航站楼集合, 行前培训，办理值机手续,准备登机。

由广州飞往旧金山， 当地时间 09:10 抵达旧金山。（以下所有时间均按照美国当地时

间计算。）

10:00–13:00 办理入住手续、吃午餐。

14:00–17:30

旧金山市区游览：

旧金山市区游览及晚餐：游览著名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九曲花

街、双峰山。

18:00-20:00 欢迎晚宴：珍宝蟹大餐

20:30 回酒店休息

Day 2

旧金山

--

硅谷

09:00-12:00

斯坦福大学校园深度导览及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深度参观体验.

深入 参观 斯坦 福大 学,专人 讲解 。 斯坦 福大 学（ Stanford

University），全称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是美国的一所私立大学，其在 2014 年

USNEWS 最新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5 名，2013 年 QS 世界大

学排名世界第 7 名，2013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4 名，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顶尖学府之一，以创新精神引领美国新经

济而著名。在硅谷,大约 80%高科技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师生校友创立起来的。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不仅藏书 650 多万册，而且全电脑化管理。

其中这所是全美第二大校园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由利兰·斯

坦福于 1885 年始建，1891 年开始招生。学校建立之初，收

集了 3000 册图书作为学校图书馆最初的藏书。由于建立初期

发展缓慢，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增加得也比较慢。不过通过图书

馆自身的努力和学校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斯坦福大学摆脱了财政上的危机之后，图

书馆也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12:30-13:30 午餐。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9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9911/8142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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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17:00

硅谷企业参访：Twitter

是一家美国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是全球互联网

上访问量最大的十个网站之一。是微博客的典型应用。这

个服务是由杰克·多西在 2006 年 3 月创办并在当年 7 月启

动的。Twitter 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 据 Twitter 现任 CEO

迪克·科斯特洛宣布，截至 2012 年 3 月，Twitter 共有 1.4 亿活跃用户，Twitter 被形

容为“互联网的短信服务”的？

17:00-19:00 晚餐

19:30 返回酒店休息。

Day 3 硅谷

09:00-12:00

硅谷企业参访：期望凭借智能设备重新称王的硅谷之歌——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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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眼

镜将颠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谷歌是如何突破自我，不断

进行颠覆性创新

参观区域：谷歌园区、visiting center

12:30-13:30 午餐：谷歌员工餐厅用餐（3 人或以上）

13:30-16:30

硅谷企业参访： UBER

UBER TECHNOLOGIES,INC.（简称：Uber），是一家风险

投资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佛尼

亚州旧金山，以移动应用程序链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

及实时共乘的服务。

优步已在全世界数十个城市提供服务。乘客可以通过发送

短信或是使用移动应用程序来预约车辆，利用移动应用程序时还可以追踪车辆的位置。

17:00-18:00 晚餐。

18:30 返回酒店休息。

Day 4 硅谷

09:00-12:00

硅谷企业参访：IBM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万国商业机器公司，简称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总公司在纽约州阿蒙克市，1911 年托马斯·沃森创立于美国，

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全球雇

员 30 多万人，业务遍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硅谷企业参访：Intel

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NASDAQ：INTC，港交

所：4335），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工程技术部和销售部以及 6

个芯片制造工厂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现任 CEO 是布莱恩·科兹安尼克（Brian Krzanich）
17:00-18: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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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企业介绍
Airbnb 成立于 2008 年 8 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Airbnb 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用户可通过网

络或手机应用程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定程序。Airbnb 用户遍布 190 个国家近 34000

个城市，发布的房屋租赁信息达到 5 万条。AirBnB 被时代周刊称为“住房中的 EBay”。

Plugandplay 创业投资孵化器是美国硅谷著名投资机构，孵化了如 Dropbox 并进行过 Google 早期投资等。

每年筛选数千家企业并最终投资其中 1%，Plug and Play 服务使计算机在极少或没有用户输入的情况下能

识别并适应硬件的更改。此服务使您能够添加或删除设备，而不需对计算机硬件有任何详细的了解，并且您

也不需要手动配置硬件或操作系统。

思科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Cisco 的名字取自 San Francisco（旧金山），那里有座闻名于世

界的金门大桥。可以说，依靠自身的技术和对网络经济模式的深刻理解，思科成为了网络应用的成功实践者之

一。与此同时思科正在致力于为无数的企业构筑网络间畅通无阻的“桥梁”，并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

行业经验、先进的技术，帮助企业把网络应用转化为战略性的资产，充分挖掘网络的能量，获得竞争的优势。

20:30 抵达酒店，入住休息。

Day 5

硅谷

--

旧金山

09:00-11:00

硅谷企业参访：LinkedIn

LinkedIn (领英) 创建于 2002 年，致力于向全球职场人士提

供沟通平台，并协助他们事半功倍，发挥所长。作为全球最

大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 会员人数在世界范围内已超过

3 亿，每个《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均有高管加入。

2002 年，Reid Hoffman 在自家客厅里与合作伙伴共同创

建了领英，2003 年 5 月 5 日，网站正式上线。

以上行程中备选企业：AIRBNB，PLUG&PLAY， CISCO

11:00-13:30 午餐

13:30-16:00

旧金山市区游览：

设计独特的艺术宫、唐人街以及渔人码头、联合广场购物

联 合 广 场 是 旧 金 山 的 交 通 中 心 ， Powell-Mason 和

Powell-Hyde 两线电缆车均经过广场，而各路线巴士也几

乎都经过这里或邻近大街，交通非常方便。所谓的“联合

广场”指的是位于邮政街（ Post St. ）、史塔克顿街

（ Stockton St. ）、基立街（ Geary St. ）和鲍尔街

（ Powell St. ）之间的一个只有 1 公顷的小广场。

18:00 晚餐

20:00 返回酒店休息。

Day 6

旧金山

--

广州

08:30-10:00 在酒店餐厅享用美式自助早餐，办理酒店退房。然后前往旧金山机场。

11:10 参考航班：南航 CZ658 旧金山-广州 11:10-17:30+1

Day 7 广州 17:30 安全抵达广州，结束旅程。

以上行程为预订，实施时会有部分调整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