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国大学生暑期 

赴德国、法国世界 500 强著名企业公务访问及实地观摩创意创新交流 
调研项目计划行程 

 
 
调研企业及大学（计划安排时间和个别调研企业，有可能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及更改，）： 

 

 

 

 

  

 

 
 

计划时间：（2019 年 7 月至 8 月）   

第一周：  

日 期 Datum 上 午  下 午 备注： 



01 天 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入住修整 含晚餐 

02 天 

 

德意志联邦国家银行 

 

实地调研： 

1、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一家全能银行，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从

事商业银行投资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它与集团所属的德国国

内和国际的公司及控股公司一起，提供一系列的现代金融服务。

2、详细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吸收存款、借款、公司金融、银

团贷款、证券交易、外汇买卖和衍生金融工具。德意志联邦银

行还开展结算业务，发行证券，处理信用证、保函、投标和履

约保函并安排融资。国际贸易融资也是该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经常单独或与其他银团及特殊金融机构联合提供中长期信贷。

3、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债危机期间，是怎样防范金融风险的。

法兰克福 — 科隆，游览科隆大教堂 

含早、中、晚餐 

03 天 科隆 — 法国巴黎 含早、中、晚餐 

 

04 天 

施耐德电气国际集团 
 

实地调研：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Schneider Electric SA )是世界 500 强

企业之一， 1836 年由施耐德兄弟建立。如今，它的总部位于法

国吕埃，施耐德电气公司是全球能效管理领域的领导者，为 100

多个国家的能源及基础设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

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其中在能源与基础设施、工业过

程控制、楼宇自动化和数据中心与网络等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 2012 财年，施耐德在全球的总营收达到 240 亿欧元，在

10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40，000 名员工。 

 

法国卢浮宫 

 

含早、中餐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巴黎美食 

05 天 法国巴黎大学生创业产业园 自由活动 含早，中餐 



— 参观调研交流 

1、介绍会，听取园区创业大学生介绍相关创业情况，了解创业

过程、产业方向及相关体验。 

2、同园区法国大学生交流创业经验。  

3、实地参观园区 1—2个创业公司。 

法国工业象征——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塞纳河游览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巴黎美食 

06 天 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 

含早，中餐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当地美食 

07 天 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明斯特 含早、中、晚餐 

第二周： 

08 天 德国明斯特——汉堡，游览 

含早，中餐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汉堡美食 

09 天 

空中客车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空中客车公司是业界领先的飞机制造商。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

理念、商业知识、技术领先地位和制造效率使其跻身行业前沿。

2010 年，空中客车公司的营业额将近 300 亿欧元，目前已牢固

地掌握了全球约一半的民用飞机订单。空中客车公司是一家全

球性企业，全球员工约 54000 人，在汉堡、设有零备件中心，

并提供航空技术服务。  

前往德国首都柏林 含早、中、晚餐 

10 天 柏林游览 自由活动 

含早、中餐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当地美食 



11 天 柏林-德累斯顿 

世界名表企业-格拉苏蒂  

实地调研 

（德国第一品牌名表） 

 
格拉苏蒂早在 1845 年，著名表匠 ALange 受德国政府资助，

在德国东部创立的格拉苏蒂（Glashutte）品牌，他们的造

表技术绝对超越很多瑞士牌子。1930 年已经发明了飞行式

陀飞轮（是极其复杂的微细装置，用来抵销地球引力对机械

表运行时引致的误差），西方世界要到 90 年才在巴塞尔展出

“世界上第一只飞行式陀飞轮”。 

 
含早、中、晚餐 

12 天 前往纽伦堡 含早、中、晚餐 

13 天 

宝马汽车工厂    

 

实地调研： 

德国汽车行业作为制造业中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较高，产业

集中度较高的代表，能够成为工业 4.0 的前沿阵地，如宝马、

奔驰、大众、博世等公司都纷纷试水工业 4.0。其中，宝马莱比

锡工厂作为宝马公司在德国技术 先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都

走在 前列的汽车工厂，可以看作是 具 4.0 工厂味道的代表

之一。

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 
 

慕尼黑（德文：München），也称明兴，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

首府。慕尼黑分为老城与新城两部分，总面积达 310 平方公

里。2010 年人口为 130 万，是德国南部第一大城，全德国

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和汉堡）；都会区人口达到 270 万

 

尼黑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伊萨尔河畔，是德国主

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慕尼黑同时又保留

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因此被人们称作“百万

人的村庄”。是生物工程学、软件及服务业的中心 

含早餐、中餐 

晚餐自理 

自己品尝慕尼黑美食 

14 天 

拜访世界知名学府 

“慕尼黑工业大学” 

届时由慕尼黑工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负责人，向同学们介绍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申请

含早、中、晚餐 



及在此留学生活体会，陪同大家一起交流参观。 

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德国 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国际享有盛誉的世界顶尖大学，也是“柴油机之父”狄塞

尔，“制冷机之父”林德，“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文豪托马斯·曼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及社会名人的母校。近现代以来，

慕尼黑工业大学被认为是德国大学在当今世界上的标志。迄今为止，慕尼黑工业大学已培养出 20 位诺贝尔奖得主。特别是

在和企业、实业界的产学研对接、合作上成就斐然，蜚声国际。 

15 天 慕尼黑游览 

前往德国工业城市—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及其周边以高科技企业而著名，其中代表有戴姆勒

（即著名的梅赛德斯-奔驰生产商）、保时捷、罗伯特·博世

有限公司、国际商业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这些闻名德国甚至

是闻名世界的企业都将这里选为他们的总部所在地。 

这是一座骑乘在速度之上的城市，它孕育了世界上 为杰出

的汽车品牌。在这座神奇的城市，诞生了诸如梅赛德斯·奔

驰、保时捷、迈巴赫这样重量级的汽车品牌，也诞生了由费

迪南德·保时捷打造的畅销汽车甲壳虫，因此当地的居民也

亲切的戏称自己的家乡为“汽车的摇篮”。 

含早、中、晚餐 

第三周： 

16 天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工厂 

 

实地调研： 

在新一代 S级轿车的生产中，工业 4.0 的技术优势与员工的专业知识及技能进行了完美结合。实现一辆完美的新一代 S级轿

车的生产不仅取决于高科技，更取决于员工的投入与热忱，而这样的范例在工厂每天都真实地发生着。工厂几乎参与并见证

了汽车工业发展的完整图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它经历了工业 2.0（电气化）与工业 3.0（自动化）的更替，今天依然

走在了引领工业 4.0（智能化）的 前沿，并持续为实现生产制造业的全面智能化而砥砺前行。在装配线的终端，工厂使用

了新开发的专利技术，通过相机、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配合工作，可以使车辆自动行驶约 1.5 公里到工厂内的装载区域，车

辆可以独立加速和制动，可靠地保持行走路线。在全景摄像头、雷达以及超声波传感器等设备融合协作下，功能强大的软件

对新一代 S级轿车进行自主加速及制动等驾驶操作，确保新车始终行驶在正确的路径上。而这项智能领航的测试也为未来在

公共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宝贵的实测经验，这些经验都将被应用到未来研发中。 

   含早、中、晚餐 



17 天 

麦琴跟国际购物中心 

作为全球知名品牌 Hugo Boss 的发源地，麦琴根发明了工厂店直

销购物（Outlet-Shopping）这种形式。每年三百万的访客量使

麦琴根名品村成为全球 重要的购物目的地之一。麦琴根云集

60 多家知名品牌，其中不少是知名设计师品牌的旗舰直销店。

从女士、男士、儿童、服饰，到手袋、皮带、首饰、手表、鞋、

内衣、香水等。品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在德国，高档设计师

品牌和奢侈品的售价本就比中国低，麦琴根则打破了价格的底

线：日常优惠幅度在 30%至 70%之间，全年如是。 

 

前往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海德堡 

海德堡是诗人歌德“把心

遗失的地方”。马克·吐温

曾说海德堡是他“ 到过的

美的地方 ”。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海德堡

是浪漫德国的缩影。八百多

年间，有许多诗人和艺术家

来到海德堡，为海德堡深深心折过。19 世纪德国浪漫主义

在海德堡发源和发展，海德堡成为了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地

和精神圣地。有许多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传记不能略过海德

堡，没有一部世界文学史的著作可以略过海德堡。 

海德堡实在有太多理由值得被人宠爱，这是一个“偷心”的

城市。 

含早、晚餐 
（中餐自理，自己品尝

美食） 

18 天 

德国汉高集团 

 

企业实地调研： 

汉高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均衡且多元化的业务组合。通过强大的

品牌、卓越的创新和先进的技术，公司在工业和消费领域的三

大业务板块中确立了领导地位。汉高粘合剂技术事业部是全球

粘合剂市场的领头羊，服务于全球几乎所有行业。洗涤剂及家

庭护理以及美容护理两大业务也是各国市场和众多产品类别中

的龙头品牌。公司成立于 1876 年，迄今已有 140 多年历史。汉

高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5 万多名员工，在强大的企业文化和共同

的价值观的引领下，他们融合为一支热情、多元化的团队，共

同为实现公司业务持续增长而奋斗。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表

率，汉高在许多国际性指数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汉高的优先

股已列入德国 DAX 指数。 

海德堡游览 

前往法兰克福，自由活动 

含早、中餐、 
晚餐自理，自己品尝美

食） 



19 天 
法兰克福-----Frankfurt 

法兰克福机场集合/乘机返回 Sammeplatz: am Franfurter Flughafen Abreise 含早餐 

20 天 抵达中国-北京 BEIJING/上海 SHANGHAI  

1、参观访问期间均统一安排大巴出行。  

2、调研、参观学习其间学生住宿为标准 2 人间（三星级酒店）  

3、行程过程中共计有 8 顿中餐或晚餐自理，品尝当地美食，其中推荐三顿特色餐。  

4、以上行程如遇天气，堵车等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均需要合理调整。 

5、为保障活动有序，顺利实施，参加活动的的学生必须服从各校领队老师及德国领队指挥。 

6、以上行程为计划行程，如遇，暴雨、洪水、等自然天气及堵车、暴乱、游行的、场馆临时关闭等突发事件，将有可 

   能改变原有计划行程，在这里特此声明。 

7、学生要严格遵守前往目的国国家的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