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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角*】瑞士家族财富传承 10 日之旅
【写在开篇】
瑞士——不只有冠绝欧洲的美景，也是诸多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区
块链、比特币、智能投顾和互联网保险等金融创新的摇篮，是金融从业者们朝拜的
圣地，享有“世界金库”的美誉。。。
全球视角 I 瑞士家族财富传承之旅, 将瑞士作为商务首选之地的全球化之路，
带您了解瑞士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瑞士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代际传承、探访瑞士最
知名最隐秘的美丽地方！

【行程亮点】
 开启您的财富朝圣之旅，相聚百年财富金融帝国
 资深专家，倾囊相授——金融专家，银行权威人士
 前沿理念，开阔眼界——学习全球资产配置的专业知识和服务理念
 百年家族，亲密对话——参访瑞士著名金融机构，家族传人亲授财富管理精髓
 深入列支敦士登奢华皇室葡萄庄园，独家品鉴皇家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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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DAY01

10/15





航班
主题
行程





餐饮
住宿
交通

参考航班：CA781 PEKZRH 0235 0725
今日启程，开启财富传承之旅！
凌晨首都机场集合，办理登机手续
搭乘国际航班飞往苏黎世
抵达苏黎世，专人机场接机
午餐
抵达后市区观光
下榻酒店休息
晚餐
X // 午餐 // 晚餐
豪华 4*-5Hotel
35 座左右商务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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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周一

北京—苏黎世

苏黎世

航班无
当日主题：商业全球化：瑞士作为商务首选之地/瑞士私人银行/传统家族企业的一代传承
主题 Going Global in Business: Switzerland as a Place for Doing Business /Swiss private banking/
Generation transfer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enterprise
行程 *苏黎世州政府商务经济发展局致欢迎词 Welcome Speech
【讲座 Lecture】——主题：苏黎世作为经商之地 Zurich as a place for doing business
【讲座 Lecture】——主题：瑞士作为经商之地、中瑞之间的进出口商贸 Switzerland as place for doing
business / import/export business China – Switzerland
【讲座 Lecture】——主题：在瑞士生活、工作、经商 Living, working and doing business in Switzerland
午餐 Lunch Break
【商务访问】——访问瑞士银行（可选 UBS,瑞士信贷,宝盛,冯托贝）Bank Visit
【名企参观】——瑞士天时集团 Türler 是瑞士一家顶尖和最传统的手表,珠宝经销商，创立于 1883 年，
现由图乐家族拥有和运营；本考察将由弗兰兹-图乐（公司实际负责人）接待
【讲座 Lecture】——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代际传承 Generationtransfer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enterpris
晚餐-欢迎晚宴 Welcome Dinner
餐饮 早餐 // 午餐 // 晚餐
住宿 豪华 4*-5Hotel
交通
35 座左右商务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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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3


航班



主题



行程





餐饮
住宿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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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



主题



行程

苏黎世--约 45min--莱茵瀑布--约 45min--巧克力工厂

无
世界十大名表工厂参观访问/景点：莱茵瀑布观光/百年巧克力工厂亲临体验
Watch making / The Rhine Falls / Chocolate experience
【商务访问】——访问瑞士着名手表制造商 IWC；自 1868 年以来，它一直在创造高级钟表的杰作。
我们的访问将使我们独家了解手表制作和组装的真实过程。这样的见解是普通大众无法访问的
莱茵瀑布景点观光-近距离感受莱茵瀑布的魅力！
午餐
从沙夫豪森返回到苏黎世 Transfer from Schaffhausen to Zurich
【名企参观】——林德巧克力工厂参观林德是瑞士最大的传统巧克力制造商之一。自 1845 年以来，
林德开发并完善了其独特的美味巧克力特色秘方活动不仅仅是一次访问。这是一个生产巧克力的短
暂培训！您将学习如何生产巧克力，实际生产一些巧克力并与您携带
苏黎世著名的奢侈品集中地--班霍夫大街购物观光
晚餐早餐 // 午餐 // 晚餐
豪华 4*-5Hotel
35 座左右商务 BUS

DAY04 10/18


周二

周三

苏黎世 - Landquart 瑞士最大奥特莱斯购物中心（105 公里，约 70 分钟）

无
瑞士家族办公室历史及财富管理 / 奥特莱特购物/健康 Spa
Family Offices and Wealth Management in Switzerland / Outlet Shopping / Wellness & Spa
【讲座 Lecture】——瑞士家族办公室历史及财富管理
Swiss Family Office Development History Wealth Management
Coffee Break 茶歇
【讲座 Lecture】——家族企业财富管理 Family Enterprise Wealth Management

午餐 Lunch Break从苏黎世转到 Landquart（105 公里，约 7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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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andquart 的奥特莱特购物，在奥特莱斯里安排 VIP 服务：欢迎香槟，并提供特别的折扣优惠券，
享受特殊礼遇服务！
Shopping at the outlet in Landquart. We’ll be able to arrange a VIP welcome at the Fashion outlet
with Champagne and extra discount vouchers for the guests!
从兰德夸特到巴特拉加斯（只有 7 公里约 10 分钟）是一个着名的温泉和健康场所，配有温泉





餐饮
住宿
交通

DAY05

http://www.resortragaz.ch/en.html
Transfer from Landquart to Bad Ragaz (only 7 km about 10 minutes).Bad Ragaz is a famous
place for spa and wellness, with hot springs. So time for relaxation.
晚餐早餐 // 午餐 // 晚餐
豪华 4*-5Hotel
35 座左右商务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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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Bad Ragaz -约 15min-瓦杜茨-约 1.5h-卢塞恩

Bad Ragaz– ( 20 km, 15 minutes ) Vaduz – Lucerne (130 km, about 90 minutes)
 航班
无
我的财富和我 - 财富管理和资产保值
 主题
My Wealth and Me - Wealth Management and Asset Protection
 行程
Morning Call
早餐-酒店自助
前往瓦杜茨（20 公里，大约 15 分钟）
欢迎咖啡 Welcome coffee
欢迎致辞 Welcome Speech
【讲座 Lecture】——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列支敦士登公国
【讲座 Lecture】——资产的保护通过保险的方式
【讲座 Lecture】——主题:用信托来进行资产保护
午餐 Lunch Break
游览瓦杜兹、列支敦士登公国、参观艺术博物馆
Sightseeing： Guided tour city through Vaduz, Prin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 visit to the art
museum
从瓦杜茨前往卢塞恩 Transfer from Vaduz to Lucerne
列支敦士登公国
【讲座：资产保值 】
 餐饮
早餐-酒店自助 // 午餐- // 晚餐
 住宿
豪华 4*-5Hotel
 交通
35 座左右商务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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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6








航班
主题
行程

餐饮
住宿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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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
主题
行程




餐饮
住宿



交通

DAY08
日内瓦

卢塞恩——因特拉肯

Generation transfer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enterprise. Visit of the famous Gem Laboratories
结业典礼及午餐 Farewell Lunch
卢塞恩观光
从卢塞恩前往因特拉肯 ( 约 70km/1h )Transfer from Lucerne to Interlaken
早餐-酒店自助 // 午餐- // 晚餐
豪华 4*-5Hotel
30 座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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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无
传统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Generation transfer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enterprise
【商务访问】参观 Gübelin 顾博凌一全球领先的珠宝学公司
【讲座 Lecture】——主题：传统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考察著名的珠宝实验室

周日

因特拉肯-少女峰

无
观光的瑞士阿尔卑斯,
旅行到“欧洲之冠”少女峰往返约 6 个 h
午餐-少女峰山顶餐厅 Jungfrau Peak meal Western food
Grimselwelt 这里是个水电站，我们可以安排行程进入到水电站内部，参观瑞士先进的水力发
电技术，还可以在地下隧道欣赏水晶洞穴的自然奇观
体验欧洲最陡的缆车。它位于茵特拉肯西南部 45 公里的地方，开车大概 40 分钟
晚餐早餐-酒店自助 // 午餐- // 晚餐
豪华 4*-5Hotel
35 座左右商务 BUS

10/22 周日

Grimselwelt-170KM,约 2.5h-蒙特勒-30KM,约 30m-洛桑- 65KM,约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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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航班
行程




住宿
交通

无
西庸城堡 -- 拉沃葡萄园区 --日内瓦
午餐-Luch Break
拉沃葡萄园区（Lavaux）,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拉沃的美味葡萄酒享誉世界，
该地区出产 170 多种不同口味的葡萄酒。我们可以安排客人乘坐小火车穿梭在葡萄田间
Including a wine-tasting followed by a Fondue in the Lavaux,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Guests
will take a small train shuttle in the grape field, then bottle wine + Swiss special cheese hot pot!
抵达日内瓦
晚餐-品酒+瑞士特色奶酪火锅
豪华 4*-5Hotel
35 座左右商务 BUS

DAY09 10/23 周日




航班
主题
行程




住宿
交通

日内瓦 Geneva

参考航班：CA862 GVAPEK 2025 1250+1
返程
参观包括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以及日内瓦湖
Whole-day Sightseeing:including the Geneva si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Lake of
Geneva
午餐-Luch Break
晚餐-机场自理
办理登机及退税手续·
搭乘国际航班返回北京，结束收获满满的瑞士金融财富之旅！
无
35 座左右商务 BUS

DAY10 10/24 北京







航班
主题
行程
用餐
住宿
交通

—北京

无
返回温馨的家！
抵达北京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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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以上全部公务活动之拟邀嘉宾、企业参访、商务课程等准确时间，会以当地政府、企业最终确认为准，境外
各机构保留调整的权利



全程旅游行程时间仅供参考， 我公司有权在境外不缩减行程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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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政策
人均报价:RMB79800 /人

全程单间差 10000/人

【付款政策】
 本产品出团人数：15 人起
 定金额度：RMB30000 /人
 请在支付定金后 3 个工作日内确定：机票是否升舱；全程是否需要单间
 如最终未能成团——定金 RMB30000/人全额退款
 请在报名时提供护照复印件、个人资料表

【损失收取】
 截止 09/4 当日及以后——由于客户个人原因取消参团，损失全额定金 RMB30000 /人

【费用包含】：
 公务：企业参访、商务课程、授课费用、相关书籍&资料
 翻译：公务期间两位专业翻译陪同
 航班：全程经济舱机票预算费用（未做实际预定；最终价格以实际出票为准！）(公务舱价格另询)；
 酒店：全程当地精选 4*-5*酒店双人标间
 签证：瑞士签证费用、商务邀请函费用
 膳食：当地特色餐、欢迎&欢送晚宴、中式商务餐
 交通：全程 30 座商务车
 导游：全程 1 名优秀专职导游；
 景点：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保险：全程旅游意外保险；
 其他：司机、导游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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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含】：
 全程酒店单间差费用
 每日工作 8 小时以外的司机、导游超时费用
 一切因个人要求所产生的自费项目费用；
 个人一切杂费，包括洗衣费，电话费，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费等私人费用；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
 误等特殊情况，我公司有权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交通费、国家航空
 运价调整等）我公司有权追加差价；
 上述未提及的项目及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