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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全俄 志在欧亚



天数 城市 行程 住宿

7.21 中国-莫斯科 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五个国际机场，抵达后，入住三星酒店或学生公寓 财经大学宿舍

7.22
莫斯科

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基金主席、莫斯科旅游与文化局长主持开营式
联邦财经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中俄罗斯联邦投资概况

下午：莫斯科大学校园参观游览
莫斯科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

财经大学宿舍

7.23
莫斯科

上午：参观斯科尔科沃商学院、创新产业园、
斯科尔科沃商学院课程：俄罗斯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

下午：参观国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文化公园、加加林广场
财经大学宿舍

7.24 莫斯科
上午：联邦财经大学课程：一带一路倡导下俄罗斯联邦投资项目研究
下午：乘游艇游览莫斯科河，参观俄罗斯联邦政府、外交部大楼

财经大学宿舍

7.25

莫斯科

上午：联邦财经大学课程：
一带一路倡导下俄罗斯联邦招商引资政策研究与分析
中国对俄罗斯联邦重点投资项目研究

下午：参观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墓、亚历山大花园、大剧院、
国家杜马

财经大学宿舍

7.26
莫斯科

上午：与莫斯科知名律所的律师探讨交流中俄法律案件实务
莫斯科大学课程：对俄投资项目中常见的法律纠纷与解决方案

下午：参观胜利广场、二战纪念馆
财经大学宿舍

7.27
莫斯科-圣彼得堡

上午：游览莫斯科市郊谢尔盖耶夫小镇
下午：游览莫斯科市郊谢尔盖耶夫小镇
晚上：乘火车前往圣彼得堡

火车



天数 城市 行程 住宿

7.28 圣彼得堡
上午：抵达后，入住三星酒店或学生公寓，参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下午：彼得堡市中心游览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7.29 圣彼得堡 上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执法机构学习与研究
下午：游览夏宫与市中心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7.30 圣彼得堡
上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与一般司法管

辖权法院的学习与研究
下午：游览冬宫和周边历史文化名胜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7.31 圣彼得堡
上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律师法与执业要求
下午：参观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并参加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互动

联欢活动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8.1 圣彼得堡
上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俄罗斯联邦最

高院经典案例研究
下午：游览涅瓦河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8.2 圣彼得堡 上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中俄商法律对比研究与讨论
下午：彼得堡市内自由行

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宿舍

8.3 圣彼得堡-克拉
斯诺达尔

上午：游览市郊普希金庄园
下午：游览市郊普希金庄园
晚上：乘飞机飞往克拉斯诺达尔

库班国立大学
宿舍



天数 城市 行程 住宿

8.4 克拉斯诺达尔 上午：参观库班国立大学
下午：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特有经济区划研究与学习

库班国立大学
宿舍

8.5 克拉斯诺达尔-
阿德勒

上午：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企业风险防控管理中的法律问题
下午：参观克拉斯诺达尔市内风光

库班国立大学
宿舍

8.6 克拉斯诺达尔-
阿德勒

上午：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南联邦区域的中国大型投资项目中的
法律问题
下午：参加库班国立大学组织的民族校园活动

库班国立大学
宿舍

8.7 克拉斯诺达尔-
阿德勒

上午：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中俄相互投资的未来前景
下午：参加由库班国立大学主办的中俄商法研讨会
晚上：乘火车前往阿德勒

火车

8.8 阿德勒 上午：下榻驻地并修整
下午：参观索契2014冬奥会雪上项目奥运村（玫瑰庄园与波利雅娜雪山）

阿德勒青年宿
舍

8.9 索契 上午：参观索契2014冬奥会公园及奥运村（索契F1赛车比赛）
下午：斯大林故居、索契植物园、阿訇山
晚：结营晚宴，收获知识和快乐

索契青年宿舍

8.10 索契-莫斯科-中
国

乘飞机飞往莫斯科-经莫斯科返回中国 -



莫斯科课程安排
• D1 联邦财经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中俄罗斯联邦

投资概况

莫斯科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

• D2 斯科尔科沃商学院课程：俄罗斯企业管理与
政府管理

• D3 联邦财经大学课程：一带一路倡导下俄罗斯
联邦投资项目研究

• D4 联邦财经大学课程：一带一路倡导下俄罗斯
联邦招商引资政策研究与分析；中国对俄罗斯联
邦重点投资项目研究

• D5 莫斯科大学课程：对俄投资项目中常见的法
律纠纷与解决方案



圣彼得堡课程安排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

执法机构学习与研究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
仲裁法院与一般司法管辖权法院的学
习与研究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
律师法与执业要求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投
资项目中俄罗斯联邦最高院经典案例
研究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中
俄商法律对比研究与讨论



克拉斯诺达尔课程安排

• 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联邦特有经济区划研究与
学习

• 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一带一路企业风险防控管理中的
法律问题

• 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俄罗斯南联邦区域的中国大型投
资项目中的法律问题

• 库班国立大学课程：中俄相互投资的未来前景





莫斯科是俄罗斯联邦首都、莫斯科州首府。莫斯科是俄罗
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交通中心以及最大的综合
性城市，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1147年，莫斯科沿莫斯科河而建，从莫斯科大公时代开始，
到沙皇俄国至苏联及俄罗斯联邦一直担任着国家首都，迄
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是世界著名的古城。莫斯科拥有众
多名胜古迹，是历史悠久的克里姆林宫所在地。莫斯科城
市规划优美，掩映在一片绿海之中，故有“森林中的首都”之
美誉。
莫斯科有科研机构1000多所，科学工作者人数达20多万。
除国家科学院外，还设有全国性的艺术、医学、教育和农
业研究院。



克拉斯诺达尔市位于俄罗斯的南部，坐落在库班河的
右岸，距离黑海和亚速海约120~150公里。是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的首府和行政中心，系俄罗斯联邦南部
联邦管区和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素
有“库班河的首都”、“俄罗斯的南都”等美称。
克拉斯诺达尔市有19所高等院校，主要有库班国立大
学，库班国立技术大学，库班国立农业大学，克拉斯
诺达尔国立文化与艺术大学；库班国立医科大学等。



索契位于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与格鲁吉亚接
界处、黑海沿岸，南北宽40-60公里，东西长145公里，
是俄罗斯最狭长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城市之一。
索契城建立于160年前，是黑海边俄罗斯最大的城市之
一，截至2014年，城市有37万人，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300万，是全球著名的黑海海滨度假城市。
2017年12月，被评为2017世界春城十佳。索契最低温度
也不会低于5℃，依山傍水，北部的山挡住北方西伯利
亚的寒风，南部的黑海吹来温暖的海风，如此奇特的地
貌带给了索契温暖的气候。
2014年2月，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索契举行。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索契为比赛会场之一。
索契是一个大学城，除索契国立旅游与疗养大学外，还
有俄罗斯很多名牌大学的分校和研究所。此外，2014年
冬季奥运会的举办，促成了俄罗斯国际奥林匹克大学的
建立。该大学于2014年在索契成立，旨在培养下一代体
育管理专业人才，满足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对高素质国际
体育产业专家的需求。研究课题包括场馆管理、赛事管
理、媒体管理、统治与体育外交，以及人才管理。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面积1439平方公里，圣彼
得堡始建于1703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市名源自耶
稣的弟子圣徒彼得。
圣彼得堡经常被称为俄罗斯最西方化的城市，是俄罗斯通
往欧洲的窗口，许多外国领事馆、跨国公司、银行和其他
业务据点均位于圣彼得堡，也是一座科学技术和工业高度
发展的国际化城市。
圣彼得堡市内现有53所国立高校，40多所非国立高校，400
多个科研机构，2000多个图书馆。城市以其众多的历史文
化古迹著称。城市的历史中心和相关历史古迹以及市郊的
宫殿花园建筑等36个项目共计4000余个建筑、历史和文化
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圣市有264家博物馆，其中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彼得宫（夏宫）、康斯坦丁
宫、叶卡捷琳娜宫、巴甫洛夫斯克宫、尤苏波夫宫、斯莫
尔尼宫、彼得保罗要塞、伊萨基亚大教堂、俄罗斯博物馆
等最为著名。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成立于1755
年1月25日，是应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
二世的命令而建的。莫斯科大学是全俄罗
斯最大的大学，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学术中
心。莫斯科大学成立至今已有250多年的
历史，至今已有8名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
。莫斯科大学共有29个系，15个教学和学
术中心，11个科学研究所，并开设有44个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180个研究生专业方
向。今天，在莫斯科大学工作着4,300名
教授和教师，4,800名研究员，其中7,800
人拥有博士学位，有167人为俄罗斯科学
院院士。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成立的50年间，有来
自130多个国家的45000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过俄
语教育。有来自法国、日本、英国、墨西哥、瓜
德罗普、奥地利、和墨西哥，韩国，中国和美国
等国家的学生来这里学习。



财经大学的经济学与商法学排名
俄罗斯第一，学校成立与1920年，
是俄罗斯第一所财经大学。曾经
培养出2位俄罗斯财经部长，现任
联邦央行行长和现任社保基金主
席都是财经大学的毕业生。
2018/2019学年学校在校师生46000
多人，同时每年接收500多名来自
全世界的留学生。



斯科尔科沃商学院是由俄罗斯排名前10的企
业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的支持下成立的
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堪称俄罗斯的“伯克
利”。
这里的专业创新园区与企业孵化基地是创业
青年们向往的圣地。学校由新加坡前总统李
光耀作为高级顾问，并与多所世界知名商学
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伯克利商学院、
北大光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坐落于圣彼得堡瓦西
里岛，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与莫斯科国立大学构成俄罗斯高等教育
的最高殿堂，是科英布拉集团成员之一。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俄语世界第一所大学
，于1724年由彼得大帝敕令与彼得堡科学
院一道创建。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在世界历史发展
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欧拉、罗蒙诺
索夫、门捷列夫、巴甫洛夫、切比雪
夫、布尼亚科夫斯基、楞次、果戈里
、佩雷尔曼执教于此，斯托雷平、列
宁、克伦斯基、屠格涅夫、马尔科夫
、李雅普诺夫、波波夫、朗道、普京
、梅德韦杰夫就读于此。大学在建立
之初就致力于科技和人文的研究，培
养为俄罗斯带来发展与变革的人才，
是俄罗斯重要的科研、文化、教育中
心。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为俄罗斯贡献了9枚诺贝尔奖和2枚菲尔兹奖，先后有600多位毕业
生和教师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前苏联科学院及一些专业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



库班国立大学是坐落在俄罗斯南联邦的一所世界知名
学府。大学成立于1920年，是中国教育部最早承认的10所
俄罗斯联邦大学之一。
库班国立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于2017年签订了合作协议

，其经济系、法律系在全俄教育机构排名前十。学校有19
个院系和300多个教研组。在校师生约3万人。



库班国立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校长阿斯塔波夫欢
迎西南政法的师生们来美丽的克拉斯诺
达尔、美丽的俄罗斯黑海之滨做客！





俄罗斯西部奥卡(Oka)
河左岸支流。在伏尔
加河流域。源出斯摩
棱斯克-莫斯科丘陵
(Smolensk-Moscow 
Upland)，全长502公
里(312哩)，流域面
积17,600平方公里
(6,800平方公里)。是
莫斯科市重要的水源。

莫大是俄罗斯联邦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校址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政府（俄语：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是俄罗斯联邦的行政机关，首脑称为
联邦政府主席（总理）。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为俄罗斯联邦
政府组成部门之一，负责俄罗斯
的外交事务。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的前身为苏联对外关系部。现任
外交部长为谢尔盖·维克托罗维
奇·拉夫罗夫，2004年上任至今

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
临莫斯科河，是莫斯科最古老
的广场 ，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
证场所。更是俄罗斯重要节日
举行群众集会、大型庆典和阅
兵活动之处，是世界著名旅游
景点。



克里姆林宫 列宁墓

亚历山大花园
克里姆林宫是一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心脏地带，是俄罗斯联邦的
象征、总统府所在地。
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中意为“内城”。蒙古语中，是“堡垒”
之含义。位于俄罗斯首都最中心的博罗维茨基山岗上，南临莫斯科
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
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
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鸣
钟的救世主塔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星。克里姆林宫享有“世界第八奇景”
的美誉。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是俄罗斯的艺术博物馆，坐落
在莫斯科河畔。1856年，莫斯科富商、艺术收藏
家帕·米·特列季亚科夫创建了这座画廊。画廊共
分60 个展厅，一般按创作年代的先后为序，其中
堪称瑰宝的是 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俄巡回展览
画派大师的油画。



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是莫斯科有名的芭蕾舞与歌剧
剧院，也是世界十大歌剧院之一。

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是莫斯科有名的芭蕾舞与歌
剧剧院。离红场很近，始建于1776年，在随后的半个
世纪里剧院先后两次发生火灾。1825年，这座剧院由
建筑师博维重新设计并主持修建，最终于1856年落成
并一直保存至今。这是一座乳白色的古典主义建筑，
门前竖立着8根高15米的古希腊伊奥尼亚式圆柱，巨大
的柱廊式正门雄伟壮丽。尤其是门顶上的4驾青铜马车，
由阿波罗神；驾驭，气势磅薄。造型优美，是莫斯科
的标志之一。



谢尔吉耶夫镇走进俄罗斯之前，多数人不知道离莫
斯科71公里，有谢尔吉耶夫镇这么一个著名的地方。
这也难怪，尽管谢尔吉耶夫镇1742年建市，但缔造
者圣谢尔吉的名气大得让苏维埃顾忌。于是1930年
以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名字把它改名为扎戈尔斯
克，1991年才恢复原名。此后中俄关系不温不火，
新闻出版界也懒得把一些俄文变现，因此不知道谢
尔吉耶夫镇，也很正常。



冬宫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六宫殿建筑群”中的一个宫
殿。坐落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原为俄罗斯帝国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后
辟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部分。



涅瓦河流域包括拉多加湖、奥涅加湖和伊尔门湖的集水面积。河口年平均流量2480立方米/秒，年径
流量790亿立方米。是白海－波罗的海和伏尔加河－波罗的海两水系的重要航道。



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波罗的海
沿岸，涅瓦河口，处于北纬59°~60° 、东
经29°~30°之间，是俄罗斯的中央直辖市，
列宁格勒州的首府，俄罗斯西北地区中心
城市，全俄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是世界
上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位置最北的一个，
又被称为俄罗斯的“北方首都”



索契位于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与格鲁吉亚接界处、黑海沿岸，南北
宽40-60公里，东西长145公里，是俄罗
斯最狭长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狭长的
城市之一。





Catering

















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基金会、斯科尔科沃商学院共同颁发的中国-
俄罗斯一带一路经济与法律研学项目结业证书

莫斯科大学教授推荐信
俄罗斯联邦财经大学教授推荐信
斯科尔科沃商学院教授推荐信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推荐信
库班国立大学教授推荐信



制作仅属于你们的回忆

在这20多天的游学中，由专业的俄罗斯摄像师记录大家每天的点点滴滴，每
晚将呈献给大家一份视频记录，最后将汇总成一份让人惊喜又温馨的回忆！



游历全俄 志在欧亚



费用包含和不包含内容

费用包含：
1. 课程：项目中涉及到的课程费用
2. 陪同：行程中各地陪同服务
3. 住宿：当地酒店与大学宿舍
4. 交通：境外除飞机外的交通费用
5. 餐费：境外餐饮费500卢布/人/餐
6. 文化体验费用

费用不包含：
1. 单房差
2. 护照和签证办理费用
3. 个人行李超重托运费用
4. 行程以外列明景点或活动所产生和引发的所有费用
5. 学生从出发地往返集结口岸的相关费用
6. 学生境外段机票的行李额
7. 一切私人费用

项目费用：22000人民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