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2019 WINTER



这个假期，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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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ays

所全球顶尖名校

Stanford University 
UC.Berkeley

2
项创新与领导力课程

Experience the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5项美国文化考察

Understand the true 
American values

4

Intel 商业计划大赛

Evaluated by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Intel managers

1
家全球知名企业参访

Depth investigation at 
Silicon Valley

3

飞跃彼岸

The Place Success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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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Program

         Every year, we are seeking for 

potential projects and outstanding teams, 

it is very impressive to see many innovative 

ideas through this program. We will support 

those teams going further to achieve bigger 

success.

          I feel great pleasure teaching thos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y showed their talent, excellence 

and diligence.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those great 

students in the future.

David Montgomery 
Tenur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INFORMS Fellow,
AMA Career Contributions Award.

Chester Wang 
General Partner of Acorn Campus Investment,
The most influential Venture Capital in Silicon Valley founder by Chinese.
Founded for more than 4 enterprises in his career, most of them went to IPO.

“ “ 

    GBL项目每年在大中华区选拔优秀大学生来到美国，

参加为期两周的美国名校商业与领导力方面的课程培训

和企业参访活动。

    GBL项目的学生将在异国环境下，感受到美国教育与

东方教育的差异，在完成高密度课程的同时，在指定时间

内完成创业计划，并参加商业计划大赛。

    GBL项目获得来自美国硅谷企业及斯坦福大学的支持

与赞助，经过严格且专业的筛选过程，我们将会为少部分

顶尖学生提供硅谷企业奖学金与差旅奖励。

全球商业领导力课程
Global Business and Leadership Courses

GBL 项目

预备阶段 
签证准备

前期课程

行前准备说明会

核心阶段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核心课程学习

谷歌、英特尔等硅谷标杆企业深度拜访

Intel商业计划大赛

后续阶段 
1周申请学校教授套磁

1个月美国东西海岸自由行

1年留学申请服务

GBL 项目 President
Stanford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Program, Asia-pacific Regional Manager
Alumna of  Tsinghua University

Naomi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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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硅谷怎样定义成功（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 at Silicon Valley）
 
一堂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将会开启你未来两周学习的篇章
你擅长的、你热爱的以及你可以创造价值的领域将主导你的未来
创造价值和帮助别人创造价值——硅谷发展的主旋律

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看待人生

  
如何让商业计划启航（The Initiation of Business Plan）
 
通过教授深入浅出的形象讲解，你将学到：
商业模式的概念
创业初期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如何确定你的客户，如何界定创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说出你的价值 (Value Propositions)
 
通过与教授深入的互动与分组展示，你将学会：
商业计划与机会中最重要的元素
从创新的概念引发对客户价值的思考
客户的价值主张为什么那么重要，而在商业中又该如何具体表现
成长式创新 (Iterations)和战略调整 (Pivots)在创业中的巨大作用

授课老师

Professor of Gradute School 
of Business(GSB), Stanford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Stanford Research Insitute. 

Professor of MS&E, Stanford 
University. Partner of Draper Fisher 
Jurvetson Venture Captial. Senior 
Consultant of Mckinsey&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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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Program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Berkeley

Professor of Haas Business 
School, UC.Berkeley. Earl F. Cheit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of Haas Business School.

UC.Berkeley Industry fellow,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Engineering.

说说创业那些事（Entrepreneurship at Silicon Valley-Case Study）
 
课堂上，将会由在硅谷投资多年的 VC给你讲讲硅谷这些年的成败案例
Yahoo的起起落落
Google如何尝试一步步统一互联网生态系统
Apple怎样重新定义创新
Facebook为什么能凝聚那么多客户
  
市场调研与初级财务分析（Strategic Marketing & Basic Financial Analysis）
 
通过实际商业案例分析，你将学会：
计划市场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与实际操作 (4P和 5C)
如何通过市场工具，如：产品定位、细分市场和品牌目标来规划产品 (STP)
通过简单的数据与表格教会学员如何第一时间抓住投资人的心
  

影响力与领导力（Charisma & Leadership）
 
通过各种课堂上的虚拟游戏，你将了解
个人影响力和领导力之间的区别
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并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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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链接：www.Stanford-GBPC.org

　　经过课堂学习和有机的团队协作，最终以小组形成提交并阐述完整的商业计划，通过 Intel

高官和斯坦福教授现场评审，寻找出最佳团队协作精神和商业创新能力的团队并授予天使投资。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students will be split into groups of  four to six. Each group consists 

of a range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Business, Psychology, 

Art, Biology and more. These students will work hard together each day to build an original business plan-an 

idea to make money. Business plans can be anything from opening a new type of super market, to creating a 

new online website service, to selling vegetables online.

　　The Intel Business competition will be the place where you combine your hard work with the knowledge 

from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Ten days into the program, competing groups of students will present their 

original business idea to a high-ranking officer from Intel and one of the lecture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to the presentation TEAMWORK will be important as you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 cover the 

weaknesses of the business plan while you manage the time required to finish your presentation. CREATIVITY 

will allow your team to create a fascinating business idea and to present this idea in unique way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is LEADERSHIP; each student will speak with enough knowledge and courage to be leaders in 

their field of the business in the presentation.

全球商业计划大赛
 Global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赛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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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Program

Time: 2012.7.30  Team:Taxsha  
BP: Taxi Sharing

Time: 2015.8.2 Team: Six gold flowers
 BP: Old healthy  care

Time: 2017.1.21 Team: Second 
BP: P2P truck

Time: 2018.8.26 Team: Freestyle 
BP: CC-Culture

Time: 2011.7.29  Team: GFood  BP: Healthy meal solution in metropolis

Time: 2013.1.28   Team: E-lining
BP: Table Solution for Restaurants

Time: 2016.2.18 Team: Monkey king 
BP: DIDI Teacher

Time: 2017.8.19 Team: F&B 
BP: Learn with me

2018.1.27 Team: TOP Team 
BP: Heat-up

Time: 2014.2.10  Team: Farm-Straight
BP: Organic Food

Time: 2016.8.8 Team: Orange 
BP: Medical big data

往届冠军团队

赛后
感言

比赛，几乎占据了我们每一天的夜晚时间(持续到凌晨3-4点)和两

个上午。第一天的创意pk和组队，第二天的选择方案，第三天第四

天第五天每天最少到三点的BP写作以及第六天的改写细化、答辩

—— 冠军团队队长 谭旻诗 清华大学

排演，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上面，而且我们永远都会发现新的问题，

并尝试解决他们，所以最后才会在一次次自己否定自己的答案后提出那个可

以自圆其说的解决方案。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最后能够收获第一。

整个比赛其实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主线，比赛一完，忽然发现在美国的时间就

没剩几天了，但也正是不打不相识，没有这次比赛，我们的美国之行可能完全

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也不会这么深的认识可爱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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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Google 是 全 世 界 最 受 欢 迎 的 搜 索 引 擎。 由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于 1998 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内共同创办。

Google 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现年收入近 300 亿美金，

市值近 2000 亿美金。谷歌以创新的文化一路引领硅谷乃至全球

的创业风潮。

Google 的品牌象征着创新和向上，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使每

个人与任何问题的答案之间的距离只有点击一下鼠标那么远。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商

Intel 成立于 1968 年，具有 30 多年半导体芯片产品

创新和市场领导的历史。1971 年，英特尔推出了全

球第一个微处理器。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公司的未来，

而且对整个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微处理器所带来

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改变了世界。

与高新名企嵌入式互动交流，体味创新文化，

激发灵感，提高起点，奠定未来

硅谷名企深度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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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Program

2019 GBL Winter Schedule
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当天课程 上课地点

Day1 全天接机 调整时差 补充生活必需品

Day2

09:30-11:30 
13:45-15:45
16:00-17:00 
19:30-23:00

开营仪式、硅谷怎样定义成功
自我介绍、破冰活动、比赛介绍
斯坦福大学纪念品商店
第一轮小组 PK  

1. 你擅长的、你热爱的以及你可以创造价
值的领域将主导你的未来

2. 创造价值和帮助别人创造价值硅谷发展
的主旋律

3. 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看待人生

斯坦福商学院 M106 
Knight Management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655 Knight Way 
Stanford, CA 94305-7298

Day3

09:30-11:00
13:30-17:00

 
19:30- 

如何让商业计划启航
GBL 项目特别活动 
Stanford Campus mission 
斯坦福素质拓展项目
商业计划准备第一部分

1. 商业模式的概念 -- 案例分析
2. 创业初期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3. 如何确定你的客户，如果界定创业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斯坦福商学院 M106 
Knight Management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655 Knight Way 
Stanford, CA 94305-7298

Day4

09:30-11:00
13:00-15:00 
15:30-16:45
17:00-18:00

19:30-

说出你的价值 (Value Propositions)
第二轮小组 PK 
Costco
Google全球总部参访(谷歌资深员工讲解)
商业计划准备第二部分

1. 商业计划与机会中最重要的元素
2. 从创新的概念引发对客户价值的思考
3. 客户的价值在商业中又该如何表现？
4. 成长式创新和战略调整在创业中的作用

斯坦福商学院 M106 
Knight Management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655 Knight Way 
Stanford, CA 94305-7298

Day5

10:00-11:30  
13:30-15:00
15:30-16:30

19:30-

市场调研与初级财务分析
伯克利校园参观（校友讲解）
调查问卷信息收集
商业计划准备第三部分

1. 计划市场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与实际
操作 (4P 和 5C)

2. 如何通过市场工具，如：产品定位、细
分市场和品牌目标来规划产品 (STP)

3. 通过简单的数据与表格教会学员如何第
一时间抓住投资人的心

伯克利工学院 T203 
Sutardja Dai Hall 
UC Berkeley Campus 
Berkeley, CA 94709

Day6
10:00-17:00

19:30-

旧金山城市参观 : 灵魂地标金门大桥 码头之王渔人码头 
世界最弯曲的街道九曲花街 双峰山 艺术宫草地野餐 市政厅 Union square 联合广场等
商业计划准备第四部分

Day7
10:00-17:00

19:30-
美国商业体验 
商业计划准备第五部分 - 创意确认

Day8

10:00-11:30 
13:00-16:00

 19:30-

影响力与领导力
有机农场参观 : 
1. 了解美国 NGO 非盈利组织运作状况 ； 
2. 了解美国民众生活和绿色自然之间如何
   建立良好的关系
商业计划准备第六部分 - 
PPT 准备

通过各种课堂上的虚拟游戏，你将了解：
1. 个人影响力和领导力之间的区别；
2. 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并且能够发

挥更有效的领导力

伯克利工学院 T203 
Sutardja Dai Hall 
UC Berkeley Campus 
Berkeley, CA 94709

Day9

09:30-11:00 
13:00-17:00 

19:30-

团队展示注意事项
比赛最终准备
商业计划准备第六部分 - 
分组彩排

课程要点： 
1. 如何控制时间  
2. 现场问答注意事项 
3. 组内协作

斯坦福商学院 M106 
Knight Management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655 Knight Way 
Stanford, CA 94305-7298

Day10

09:00-09:30 
09:30-11:00 
11:00-11:20 
11:20-12:00 
13:00-15:00
15:00-15:30

赛前准备 
创业计划比赛 
评委打分讨论 
各队点评 ,  公布结果
Intel 高管交流座谈、硅谷工作与生活 
Intel 博物馆、自由活动

Intel Global Meeting Room 
Intel 硅谷总部 CEO 会议室 
2200 Mission College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1549 

Day11
10:30-18:00 沿加州中央谷地 | 海岸线驱车前往洛杉矶观赏沿途景色  途中 :4 次下车休息 1 次午餐

自由活动

Day12
09:30-11:30
14:00-17:30 

UCLA 参访（校友讲解）
好莱坞星光大道 \ 洛杉矶城市观光 \ 格里菲斯天文台
自由活动

Day13
10:00-16:00

19:30-
全天游览环球影城
洛杉矶国际机场 返回中国

Day14 抵达中国

注：每日配备三餐，授课时间就餐在学校餐厅。行程会依据实际情况和天气做一定微调，对此项目组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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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圣钰 @ 双峰山

两周的美国之行让我收获颇丰。一是来到了Stanford

和UC Berkeley，在这里的课程让我们对商业计划有了

初步的了解，也认识了许多经历丰富的教授。不仅是知

识本身，与他们的接触，对学校的探索，让我们对这些顶

尖高校产生了更直观的认识，也为我的未来选择提供了

参考。从课程而言，商科的思维下对事情的思考也让我

的思维模式得到了完善，我了解到如何创造价值、寻找

价值，如何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我想，不仅是对于

商业，对于整个人生，这该也是极为有用和宝贵的。

其次，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结识了许多有趣的

灵魂。有如此机会能让我们一大帮子人用两周的时间

认识彼此，熟悉彼此，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一起为了

一个创意想的焦头烂额、争执不下，为了最后的展示而

共同拼搏，那一个个一起熬夜的夜晚，那在美国大街小

巷留下的欢声笑语。现在大家又各自投入了新的生活，

唯愿友情永不褪色。愿这段回忆永远在我们心中，发着

光，诉说它所记得的动人故事。

程雪菲 @ NASA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充分感受了美国高校和城市的

魅力所在，Stanford的Campus Mission让我们有机会和

校园里的学生们接触，用脚丈量整个校园以及街区。The 

Dish Hiking中我们体验了国外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

种不分年龄的锻炼习惯真的给人带来很多正能量。随

后对Google的参观让我们直观地体会了一个创新技术

企业的魅力与活力。

徐铎烨 @团队合影

GBL是一个充满着惊喜的旅程，喜欢西海岸的阳光、沙滩

和海风（当然还有螃蟹），喜欢穿梭在校园、企业、森林、

城市里的各种奇妙的体验，当然最喜欢的还是与各位善

良可爱又才华横溢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光~

能一窥加州这一片创新开放的热土，从三观形成和人生

经历上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Best winter ever!

朱翔 @ Intel 总部

此次美国之行，收获颇丰，感慨良多，领略了不同的文化

风情，体会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

也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计划的知识。学会了更有效率

的合作，取得更好的成果，也更加坚定了内心的目标。

期待着下一次同美国的相会！

李岱谚 @斯坦福团队合影

天公作美，在加州半个月里都放晴。不知是不是受了天

气的影响，这半个月里我的心情都很好，现在回想起来

这段记忆仍是美好的湛蓝色。

斯坦福的广阔典雅，伯克利的幽深精致，习惯了实用主

义至上的国内校园的我在这里的确有一种耳目一新的

感觉。而三藩市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洛杉矶星光闪耀

的好莱坞、西湾绿草如茵的山景城，赚得游人流连忘返。

GBL商业课程，分别在斯坦福和伯克利教授。六位教授/

企业家为我们讲解了商业模式、市场工具等内容，这对

于我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自觉收获

良多。因为受家庭影响，个人在看待一个企业的情况时

几乎只看其财务数据这些显得“实际”的细节，对于看似

“虚”的市场定位、品牌规划等却一无所知。这几门课程

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空缺，对我我看待商业或者其他方面

的问题时的思考方式都颇有裨益。

李嘉钺 / 清华大学社科

参加GBL项目，不仅让我体验了硅谷的商业智慧，近距离

接触到了Stanford和Berkeley的教授并学习了商业相

关的课程，领略了动人的美西风光，更是让我结识了一

群有才又有趣的可爱的小伙伴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开

脑洞构想属于自己的商业计划真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

历。项目负责老师也在这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指导意

见，同时也很关心我们在美国的生活，GBL之行可以说充

满了许多欢乐难忘的回忆，也让我受益匪浅，我会珍惜

这段宝贵的经历。

郑雅文 / 北京大学

在GBL，遇见了加州的阳光，遇见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遇见了有趣的人儿。创业比赛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从

组内的激烈争辩到组间的切磋学习，在创业的学习与

实践中更近距离地了解商业，也算是给自己的未来再

开一扇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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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感言

王智唯 @斯坦福大学

欢笑与泪水并存，喜悦与怀念伴我心，短短半个月的时

间过去了，回想起来仍在眼前。多么希望时光倒流，与

这么多小伙伴一起，重新体验这么多快乐时光。这么多

天，伴随着我的只有感动，我切实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

那份最真挚的情意，让自己更加成熟。一路上，大家并

肩奋斗，一起刻苦熬夜工作，一起吃快餐奋斗，一起排练

比赛，一同分享喜悦，一同体验美国的生活，是多么难忘

的事。希望这份缘分常在，伴大家一生。

马鸿宇 @旧金山市政厅广场

在这个项目中，我觉得真正收获的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处理事情通用的技巧。此外，

还有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技巧，在团队合作中，一个

人即使再优秀也没有办法让整个团队都成功。在领导

力的课程中，我得到的是，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要让

自己充满攻击性，待人亲和一点，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

人要事先做一做功课，否则会适得其反。

短短十几天，仿佛是一场大梦，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梦

醒了。缘起缘散，终归故土。在异国他乡的嬉笑怒骂，

在比赛过程中认识的朋友，在人群中的对视，都化作回

忆封存在另一个国度。青春是场旅行，友谊是沿途的

风景。在这场旅行中，有缘相见是福分，无缘再续不强

求。只希望遇到的这些朋友可以在她们自己的轨道上，

安然的生活着。

——聚时一团火，散时满天星

陈瑞琪 @ Google展览馆

美国之行中遇上那些不一样的人，发现更好的自己。在

短短的十五天中最令人记忆犹新的，莫属与北师大小伙

伴们完成商业大赛，与这群优秀的北师大学长学姐们并

肩前行，让我学到了许多。 

在斯坦福、伯克利学习的过程中，我们B612小组一直燃

烧着自己的力量，运用老师授予我们的方法，将所学融

汇到所用。

我们已见过凌晨三点半的加州，我们付出过，我们一步

一步变成更好的自己。

马思然 @金门大桥

这是一次相当有意义的活动，深入硅谷腹地，完成一个

真实的商业计划项目，带我们从对于未来的空想进入了

投资行业的真实体验。创造未来是需要资本介入的，没

有必要的资源，单凭情怀是不能用来成就大业的。作为

未来想要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我很欣慰能够遇上最棒的

组员们一起拔得头筹。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不在于所

谓硅谷的商业与科技，而是源于我们自己。

章惠宇 @加州伯克利分校

在这一次美国游学中，我收获了与北师大学生的友谊，

见识到了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卓越;认识了商业模式，感

受到硅谷商业精英们的风采;领略了美国大学的风情，

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育差异……旧金山、纽约、

波士顿，我们从这三个城市认识美国、感受美国，虽然15

天不长，但是所感受的绝对不是坐在家里15天所能感受

到的。“世界这么大，我想出来走走。”我很高兴能在大一

的寒假，这么早就能有出国门认识世界的机会。

晏子琳 /清华大学

GBL在我心中有三个最大的亮点 ：knowledge put into 

practice; native deep travelling;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首先，GBL给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能够被亲身

体验的先进的教育理念（Drapper University）以及先

进的知识（Standford & Berkeley courses），更是汲取

知识后快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特别典型的是，在我

们GBPC的商业计划展示时，我们就直接运用了Drapper 

University课程中学到的Pitching to investors的技

能，让我们整个对于商业计划的分析和展示流畅而吸

引人其次，是最深度、最体验式的Travel。这一点一直

特别想亲口感谢最后默默下车溜走的Naomi。整个行

程的安排，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景点，看到的更多的还是

生活——最真实的美国生活——从逛超市（Target和

Costco两种不同体制的都有体验到）、到去饭店点餐、再

到逛环球影城时问路，特别是美国人周末最爱的hiking

（Red Wood State Park的沙滩和野路），是非native 

traveller一般而言无法体验到的。Naomi 和MOMO老师

带领我们在travel中，真真切切地学了一把。最后，

friendship&cooperation。作为冠军团队的一员，这也

是我最大的感触——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要

从与每一个人为友、尊重每一个人开始。我们从不是死

磕的那种小组，我们在比赛前还去Berkeley的山上俯视

城市，但当我们彼此了解，取长补短，效率会变得很高，

友谊也会变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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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员与伯克利教授组进行研究项目答辩

Sara 在好莱坞星光大道 旧金山泛美金字塔 斯坦福教授展示礼物

Naomi 在旧金山金顶市政厅

伯克利古生物博物馆

Qiqi 在美国教会 斯坦福鸟瞰图

与教授合影金门大桥

GBL 项目组合影

项目学员在 Intel

Glance 
at 
Previous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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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往期参与项目的同学对于本手册采用照片的授权与分享。本组照片取景于以下地点：
斯坦福大学校园，伯克利大学校园，旧金山，洛杉矶，Google，Facebook，Intel。

Google

晚间头脑风暴

Mac 在好莱坞与变形金刚合影

美国银行旧金山总部

九曲花街Xinxin 在 Intel 博物馆

Kevin 和有机农场负责人合影

渔人码头丰盛晚宴 Lisa 和 Jane 在 UCLA 图书馆门前

带队老师 Bo 与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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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获

中国申请学生

1   Experience the Stanford & UC Berkeley’s tradition of 
teaching

Through attending a serie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programs in the 
nation’s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you are able to gain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American’s elite culture and education.

2  Earn an unique experience and certificate in the Intel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The Intel Business competition will be the place where you combine 
your hard work with the knowledge from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Ten 
days into the program, competing groups of students will present their 
original business idea to a high-ranking officer from Intel and one of the 
lecturers.  

3   In-depth visit of the world renowned companies in 
Silicon Valley

The GBL program connects closely with the most high-tech industries 
in Silicon Valley. Google, Facebook, Intel and Apple, etc are not simply 
band tags in your life anymore, but a real zero encounter with these 
technology giants. 

4   Establish exceptional networks with peers and professors

Students of the GBL program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freely with professors for any questions or problems in terms of study 
plans, academic interests, etc.

5   Sharpen language skills under English immersion 
environment  

The English courses and communications can help you better understand 
the loc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Moreover, you are going to escorted and 
supervised by American volunteers, 7/24 hours of English environment 
rapidly reduces your language barrier.  

6  Immerse yourself in a culture of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creativity 
Inspired by Stanford professo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at Silicon Valley, 
your are very encouraged to come up with any innovative idea, which is 
likely to be triggered and highly evaluated into real business. 

7  Explore the richness and beaut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Los Angeles

The coolest and the most awesome attractions such as the Golden 
Gate, Fisherman’s Wharf, Lombard Street, 17 miles drive, Napa Valley, 
Hollywood, and the universal studios are waiting for you to explore. 

These incredible places will always bear in your heart!

1  美国顶尖高校交流与学习经历
在全美最富盛名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系统接受商业创新课程，让你全面深入

了解美国精英文化与教育。 

2  斯坦福国际大赛参赛经历
150K美金商业计划挑战赛，选拔精英与斯坦福

大学学生组队共同参与为期3个月的大赛。本次

赛事由斯坦福BASES与多家硅谷风险投资机构主

办。最终有10个队伍有机会获得总奖金高达15w

美金的天使投资。

3  美国名企拜访，全球精英人脉
项目行程集中在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区,我们

将会拜访Goog le，Facebook，In t e l，Sequo i a 

Capital等充满创新精神的世界名企。进行深入的

产业文化交流，拓展视野，共享商业新思维。

4  美国名校教授申请沟通机会
全部项目学员深入校园科研机构，与名校教授

零距离沟通科研问题、留学计划，为你的出国

申请铺平道路。

5  全英语学习生活环境
在美期间，全程英文授课、交流，7*24小时语

境浸泡，学员更可以在美国进行GRE等英语考试

以获得更好成绩。

6  全球通行证——美国签证 
清航教育为学员提供免费的签证辅导，辅导过

程包含资料准备、一对一电话辅导、全英文

模拟面签等多个完备环节，以往通过率高达

97.5%。拥有美国签证，今后学员可以无障碍

获得全球各国签证。

7  与众不同的城市观光
项目期间安排部分时间参观金门大桥，渔人码

头，九曲花街，十七里海滩，纳帕酒庄，洛杉

矶，好莱坞，迪士尼等全球顶尖名胜将会让你

流连忘返！

We also aim 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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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大赛证书

创业大赛证书

伯克利科研项目证书

报名指南

We also aim 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项目时间
项目执行时间 ： 2019年1月20日～2月1日

提醒 ：使馆签证预约等待时间一般为1个月至3个月，请

申请同学提早准备签证。

申请资格

本校全日制在校生。

项目费用 RMB 29500 
费用包含 ： 斯坦福大学学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费，

授课资料费，教室费用，在美期间全程翻译费用，校方要

求保险费用，公司访问行政费，人文考察服务费，人文考

察门票费，项目执行费用。13天在美期间中高级酒店住

宿费、13天全程56座专用巴士费用、机场接送费、巴士保

险费、13天每日早中晚营养自助餐费、全程美国保险公

司保险费用、清航美国基地服务费用。

注意 ：项目期间不再收取学员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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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项目组咨询：电话：18001208881， 微信：
68328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