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清协【2017】22 号

赴美国考察并参加“2018 年拉斯维加斯国际
环保及废弃物处理展览会”邀请函

各会员单位、相关单位及个人：

为开阔企业视野，及时了解世界清洁卫生行业发展现状，并为企

业提供技术交流、项目合作洽谈等机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清洁

行业分会拟赴美国考察并参加“2018 年拉斯维加斯国际环保及废弃

物处理展览会”，并组织官方考察团，时间为 2018 年 04 月 23 日—

2018 年 04 月 30 日，期间开展交流与学习活动，并前往绿色技术协

会（ Green Technology ）、加州能源署（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或美国当地环保类企业进行商务拜访考察。特邀请贵单

位参加本次活动。

一、展会概况

“拉斯维加斯国际环保及废弃物处理展览会” 由美国垃圾时代

杂志、国家固体垃圾管理协会、垃圾处理工业协会、电子工业研究与

基金会共同举办。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关于垃圾废弃物处理的展会，研

讨会与展览会一起开办。展会创始于 1968 年，每年举办一届，至今



已有 49年历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产业市场，大量的环保企

业和研究中心是世界环保产业创新的源头动力。全美固体废物产业工

业净产值达到 433 亿美元。涉及固体废物产业的全部产值高达 960 亿

美元，占美国 GDP 的 1%，年上交税收 141 亿美元。美国每年处理大

约 5.44 亿吨固体废物，其中 3.7 亿吨（68%）通过填埋处理，2900

万吨（5%）通过焚烧处理，还有 1.46 亿吨（27%）的固体废物被再生

利用。

二、时间安排与线路天数

2018 年 04 月 23 日（星期一）——2018 年 04 月 30 日（星期一）

拉斯维加斯、帕萨迪纳、洛杉矶，共计 8 天

三、活动内容

1、参加“2018 拉斯维加斯国际环保及废物处理展览会”；

2、 前往帕萨迪纳绿色技术协会与同行业协会交流拜访；

3、前往洛杉矶的加州能源署（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或美国当地环保类企业进行商务拜访考察。

四、费用：19800 元，包括地接和往返机票费，不含签证费。

五、报名和签证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01 月 19 日

签证资料截止日期：2018 年 01 月 30 日

如有意愿报名参加“2018 年拉斯维加斯国际环保及废弃物处理

展览会”官方考察团，请填好回执，回传至协会国际部。



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号金丰和 A 座 419

联系人：冯龙 手机：18511977215/18211043336

电 话：010-82026299 传真：010—68434104

邮 箱：2824130339@qq.com

附件 1：参团回执

附件 2：参考行程

mailto:chinacpac@163.com


附件 1：参团回执

“2018 年拉斯维加斯国际环保及废弃物处理展览会”

官方考察团回执

报名单位：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有无护照

考 察 期 望：□开阔视野 □业务拓展 □寻找合作 □教育培训 □行业交流

□旅游休闲

考察需求：

注：请欲参团会员务必及时将回执填好后及时反馈协会国际部，以便安排本次活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 号金丰和 A 座 419

联系人：冯龙 手机：18511977215/18211043336

电 话：010-82026299 传真：010—68434104

邮 箱：2824130339@qq.com

mailto:chinacpac@163.com


附件 2：参考行程

日期 行程描述

D1

4.23

周一

【北京 - 拉斯维加斯】

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拉斯维加斯(参考交通：4.23 乘坐 AA180，PEKLAX，17:30 - 14:45，

在洛杉矶中转，停留 2 小时 5 分，再乘坐 AA2427，LAXLAS，16:50 - 18:12，总用

时：15 小时 42 分)，抵达本次展会城市，拉斯维加斯。

接机后，安排晚餐，前往酒店入住休息。

含餐：晚 拉斯维加斯 3-4 星酒店

D2

4.24

周二

【拉斯维加斯】

早餐后，前往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全天参加国际环保及废弃物处理展览会。。

含餐：早 午 晚 拉斯维加斯 3-4 星酒店

D3

4.25

周三

【拉斯维加斯】

早餐后，将前往游览拉斯维加斯的【西峡】美国大峡谷，和密德湖 & 胡佛水坝。

本日重点景点介绍：

1、密德湖 & 胡佛水坝:

胡佛水坝位于科罗拉多河上的黑峡谷，密德湖则是胡佛水坝的水库，它们位于拉斯

维加斯出发向东南方向约 40 公里。胡佛水坝是美国最大的水坝，也是一座伟大的

水利工程。密德湖的一部分被修建成了国家休闲区，成了休闲娱乐的绝佳好去处。

2、【西峡】美国大峡谷:

闻名遐迩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自然奇

观之一。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西南部，这一大片隆起的高原地势险峻奇丽，地

质多由花岗石构成，色彩夺目。科罗拉多大峡谷是自然和岁月的杰作。自遥远的冰

河时代开始，发源于落基山的科罗拉多河流经山谷，不断地侵蚀大地，最终奔腾入

海。大自然花费了百万年时间，终于创造出这一壮丽磅礴的奇观。

含餐：早 午 晚 拉斯维加斯 3-4 星酒店

D4

4.26

周四

【拉斯维加斯 - 帕萨迪纳】

从拉斯维加斯乘车前往帕萨迪纳。下午将走进帕萨迪纳的诺顿西蒙美术馆、帕萨迪

纳老城、帕萨迪纳市政厅、帕萨迪纳市政厅市等地游览。

本日将在帕萨迪纳入住休息。

本日重点景点介绍：

1、帕萨迪纳市政厅:

这是一座建于 1925 年，仿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风格的园顶型建筑,巨大而



雄伟。它的北面大约 500 米处是棕榈环绕的、建于 1927 年文艺复兴时的风格图书

馆，在它的西南不远处是建于 1913 年的市邮局。南面大约 500 米处是建于 1932 年

的该市大会堂, 大会堂的西面不远处是列入美国重点文物保护建于 1898 年西班牙

式的绿色城堡 Castle Green, 这些反映加州早期的建筑群和现代的建筑交相辉映,

和谐地记录着这个城市的历史.

含餐：早 午 晚 帕萨迪纳 3-4 星酒店

D5

4.27

周五

【帕萨迪纳 - 洛杉矶】

早餐后，上午将前往帕萨迪纳的绿色技术协会（Green Technology），进行协会交

流。

午餐后从帕萨迪纳乘车前往洛杉矶。下午将走进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TCL (劳

曼) 中国剧院、杜比剧院、洛杉矶杜莎夫人蜡像馆、比佛利山庄等地游览。

本日将在洛杉矶入住休息。

本日重点景点介绍：

1、比佛利山庄:

比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名字早已如雷贯耳，这里被人们称为财富名利的代表

和象征。时尚傲客喜欢在这里寻找最新鲜的创意，好莱坞明星喜欢在这里感受奢华

与炫丽，就连世界名流也喜欢汇聚于此，感受这座世界顶级奢华之都的魅力。作为

世界时尚地标，比佛利山庄是无数现代人向往的地方，这里有最顶尖的时尚品牌、

最流行的时尚元素、最著名的大牌明星……

2、洛杉矶杜莎夫人蜡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好莱坞的分馆，也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全世界的第 9 家分馆，坐

落于好莱坞中国剧院西侧。蜡像馆分为 11 个区域，共收藏着超过 125 位栩栩如生

的名人蜡像。这座三层楼高，耗资 5 千 5 百万美金的蜡像馆历时九年才于 2009 年

终于对公众开放。蜡像馆的第一座雕像是著名歌手碧昂斯和演员杰米·福克斯，分

别花费 30 万美金。

含餐：早 午 晚 洛杉矶 3-4 星酒店

D6

4.28

周六

【洛杉矶】

上午将前往洛杉矶的加州能源署（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或美国当地环

保类企业进行商务拜访考察。

午餐后，前往美西最大的棕榈泉奥特莱斯自由购物。

晚餐后，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本日重点景点介绍：

1、棕榈泉奥特莱斯:

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棕榈泉奥特莱斯，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地时尚品牌 110 多家，每一

年吸引上百万购物客。到达后导游会安排大约 6小时停留购物并享用午餐，这里不

但有流行二线品牌，更有Burberry, Coach, A/X, Calvin Klein, Diesel, Christine



Dior, DKNY, D&G, Polo, Giorgio Armani, Gucci, Hugo Boss, Levis, Tommy

Hilfiger 等一线高端品牌在此聚集，任您采购各种名牌商品，规模之大，品牌之

全堪称美西之最。

含餐：早 午 晚

D7

4.29

周日

【洛杉矶 - 北京】

从洛杉矶乘飞机前往北京(参考交通：4.29 乘坐 AA181，LAXPEK，10:15 - 14:15+1，

用时：13 小时)。随后整理行李，乘飞机返回北京，结束 8日美妙之旅

含餐：/

D8

4.30

周一

【北京】

抵达北京，结束本次展会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