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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RAVEL AGENT 3

　　国家旅游局 5 月 23 日公布了第一批试点经营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 3 家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名单：

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根据 2010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试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监管

暂行办法》，国际旅游局此次受理了 14 家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的试点申请材料。国家旅游局将依据《旅

行社条例》和试点办法等规定，加强对试点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管理，总结经验，以进一步

推进试点工作的发展。

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TUI 

　　TUI 是欧洲最大的旅游集团，总部位于英国，其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近 3500

家旅游门店遍布欧洲大陆，英国及爱尔兰地区。此外该集团还直接拥有超过 143 架客机，酒店度假村和邮

轮等上游资源，其航线也覆盖整个欧洲。 

2003 年 TUI 与中旅达成合作，成立了“中旅途易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12 月 1 日挂牌营业，是中国第一

家中外合资、外方控股的旅游企业。在过去的 8 年之中，中旅途易主营入境游，还将业务拓展至了 M.I.C.E，

国际到港邮轮中国地接服务。 

  

国旅运通——CITS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旅游、财务及网络服务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旅行

管理公司。它在全球拥有 1700 多个旅游办事处，提供签帐卡及信用卡、旅行支票、旅游、财务策划、投

资产品、保险及国际银行服务等。 

2002 年 1 月，美国运通公司与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国旅）一起创建了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这是我

国首家中美合资的商务旅行社。合资公司为跨国公司、地区性公司以及国内公司提供商务旅行管理服务，

包括办理签证，国际及国内机票预订，酒店预订，会议服务以及其它地面服务的安排。 

  

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JTB 

　　JTB 是日本最大、世界排名第二的跨国旅游集团，不仅在日本旅游市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经验积累，

并在全球设有近千个营业网点。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 187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业务涉及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饭店餐饮、会议展览、金融保险、房屋地产等多个领域。 

　　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首家中日合资旅行社，也是第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2000 年 5

月 1 日，由株式会社 JTB 中国和中信旅游总公司合资成立。其目前经营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入境游和国内游

方面。

国家旅游局公布第一批试点经营出境游的合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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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国内新式旅游体验店

    5 月 26 日，中青旅第二代旅游体验旗舰店——和平门连锁店正式开业，使中青旅再度走在行业

创新的前端，该店承载以客户为中心的旅游服务理念，成为国内体验式旅游连锁店的创新实践者。

“体验式”渗透服务细节

       中青旅作为中国旅游业的领航者，在新的连锁店服务规范和形象体系中，超越了只依靠口头和

文字向客户单向输出的常规模式，努力将时尚感、体验感注入到店内的每一个服务细节中：打破

原有的被动柜台式问询模式，开辟特色洽谈区、互动体验区。将店内 70% 的空间留给客人，力图

实现全开放的沟通环境；各地采集的特色音乐轻声回荡；咖啡香和海洋清风时而迎面飘过；不定

期供应的世界各地即食小吃；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丛林探险、峡谷漂流等体感游戏；精美的橱

窗还原自然的野趣；酷似机舱的门廊犹如已置身旅行的起点……将旅行元素最大限度的还原至店

内，力图为客人带来丰富而有冲击力的旅行氛围；客人可通过洽谈桌边的实时显示屏和销售人员

同步阅览产品信息，做到售卖过程的公开透明；将客人过往旅行中的精彩瞬间用照片墙用照片墙

的形式凝固在店内，力图分享更多旅行的乐趣，传递更多感动瞬间。2011 年，中青旅计划将京内

连锁店增加至 35 家。

凯撒旅游 2011 年“万人游瑞士”暑期特别行动盛大启动

       凯撒旅游联合瑞士国家旅游局、瑞士国际航空公司、雪绒花航空公司隆重推出 2011 年“万人游

瑞士”暑期特别行动，今年 7 月开始，爱德尔维斯航空携手瑞士国际航空新增苏黎世—北京往返

直飞航班。这一直飞航班的开通将大大节省游客空中时间，让整个行程更加从容、舒适。这将是

瑞士对中国开放旅游以来，中瑞两国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旅游交往活动。

       凯撒旅游精心挑选了“瑞士 8 日印象之旅”、“德国奥地利瑞士 8 日之旅”、“德国法国瑞士

8 日风情之旅”等旅游产品。在“瑞士 8 日印象之旅”中，游客不仅可以畅游苏黎世、琉森、因特

拉肯、采尔马特、洛桑、伯尔尼等瑞士名城，还将登临“浪费欧洲人胶卷最多的地方”－马特宏峰，

享受极致的阿尔卑斯风情。入住木屋酒店、乘坐 GOLDENPASS 全景观光列车等项目惊喜不断。“德

国奥地利瑞士 8 日之旅”、“德国法国瑞士 8 日风情之旅”等产品，将引领游客到访瑞士周边的

茵斯布鲁克、萨尔茨堡等欧洲经典城市，在精美建筑和纯净的风光里感受不一样的文艺气息。

凯撒旅游公司副总裁 张蕤 瑞士国家旅游局中国区主任 包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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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小游”重磅出炉

        由众信旅游主办，诸多权威媒体协办的“众

信环球吉祥物设计大赛”于日前正式启动。

历时 2 个月，经过激烈的海选阶段、最终中

央财经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大三学生韩剑威所

设计的作品脱颖而出，众信旅游吉祥物“小游”

由此诞生。同时，来自广州的邹丽英摘取“火

眼金睛”大奖，获得价值 4 万元的“希腊浪

漫双人游”。发布会现场，众信旅游总经理

冯滨先生再次感谢社会各界对此次大赛的鼎

力支持、感谢京市方圆公证处的全程公证：“此

次大赛力邀所有能写会画，且热爱旅游、热爱生活的人，在 2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近百余幅作品，参

赛作品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超出了赛前预期。尤其是在是评审们参与评选的阶段，大家经常难以抉择。非常

感谢各位参与者，为众信旅游设计出了各式各样非常精彩的小游形象。在公众踊跃的投票下，小游今天终于

与各位见面。今后，小游将代表众信旅游与大家一起畅游世界，分享每一刻的精彩旅程、传递更多旅游欢乐。”

        获得最终设计大奖的中央财经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大三学生韩剑威上台领奖时说：“我个人非常喜欢旅游，

在得知这个比赛之后，我充分了解了众信旅游的背景信息、服务理念，根据众信旅游现有的 LOGO 形象，创

意出吉祥物小游的基础元素。我觉得，小游应该充分代表众信旅游的品牌理念及企业文化，既具备快乐、活

泼的视觉效果，又不失深层次的文化寓意。”此外，众信旅游特别为此次公众票选所设立的“火眼金晶”大奖，

由来自广州的邹丽英摘取，她将获得价值 4 万元的“希腊浪漫双人游”大奖，与小游一起畅游唯美爱琴海。

    权威评审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金日龙、中国旅游学院院长戴斌、《世界》杂志执行主编王建梅、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曹涤非、《背包十年》作者小鹏、内地艺人王澜霏等。

成立天津办事处

        日前，北京捷达假期国旅天津办事处正式成立。捷达假期国旅天津办事处的成立，能够更好的为属地客

户提供服务。捷达假期国旅将积极的配合当地同业合作，在满足当地客户的各种特殊需求的同时，针对天津

同业的特点，将进一步为同业量身打造相关的配套服务产品。 

CPS 第三届天津出境暑期产品说明会圆满召开

        第三届 CPS 暑期出境产品说明会于 5 月 19 日在天津的舒泊花园大酒店隆重召开，这是 CPS 在天津区域首

次举办的说明会。天津作为华北区域重要地位影响着这个区域的旅游发展。CPS 邀请了天津的各大出境门市

的代表超过 150 人来参加此会，分别来自天津国旅，天津大亚、天津天马、天津万国、天津中贸、天津东昇、

天津中信、天津中青、仙百合等出境旅游市场的旅行社。

        本届会议邀请了欧洲区域的众信旅游、南美区域的美非假期、东南亚区域的阳光假期以及澳大利亚旅游

局和信捷假期的积极参与。他们和与会者一起分享了出境市场的潜力、特点和各自区域产品的特色。此次会

议也让同业了解了更多的产品和相关的资讯，这样将给同行对一些区域产品知识的不足提供了充电。也让同

业对市场的把握和渠道拓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关于 CPS 旅游产品查询系统：

        2008 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致力于旅游同业 B2B 系统的开发和研究，贴近旅游同业的实际需求，降低旅游

同业获得行业产品信息的成本，提高旅游同业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工作效率。凭借着国内领先的 B2B 旅

游产品查询系统以及所提供的同业最佳服务，CPS 旅游产品查询系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同业所熟悉及运用。

CPS 旅游产品查询系统也会定期举办同业的产品说明会，让同业随时随地了解市场、掌握市场、拥有市场。

众信吉祥物小游主形象及延展形象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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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待遇：

薪资（税后）人民币 6500 ~ 7500 元，按国家相关规定提供社会保险和享受带薪年假。

岗位要求：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 （旅游专业优先）。

 5 年以上国内大型旅行社工作经验，有丰富的旅游 OP 与组团经验；熟悉旅行社内部运作，有能

力在复杂多变、任务繁多、快速节奏的环境中独立工作。

英语：口语流利和书写流畅。

 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团队意识，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工作认真负责、细心、计划性强、办

事效率高。

 有大型外事接待任务经验者优先。

 

 请将带照片的中英文简历发至邮箱：Christine@macautourism.gov.mo，合乎条件者，我们将通知面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旅游组招聘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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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下午，英国外交部协同世界著名奢侈品购物区 -- 奢华伦敦（London Luxury）在上海成功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暨推广会。国内旅行社和媒体超过 170 名代表盛情参与，不仅获取了第一手权威旅游和消费数据，知晓了
英国最新签证便利信息，还直接与英国签证高级官员和奢华伦敦高层进行互动。

中国游客在奢华伦敦年消费超过 2 亿英镑，年增幅 155%

        2007 年英国经济中有 3000 万英镑来自中国个人消费，而 2010 年这个数字为 3 亿英镑。奢华伦敦主席布鲁斯·邓
达斯 爵士（Lord Bruce Dundas）在发言时称：“中国顾客的每一笔购物平均消费为 600 英镑。中国的个人游客在
使伦敦西区的零售经济保持蓬勃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邦德街、摄政街以及周边区域所提供的服务极
大吸引着国际来宾，我们预期 2012 年奥运会及伊丽莎白女王登基 60 周年钻石大庆前后游客数会达到顶峰。我们
大力欢迎中国客人到英国！”

       奢华伦敦位于享誉全球的伦敦西区（www.WestEndLondon.com），其建立体现了伦敦西区的发展目标 -- 成为高
端购物的首选地。奢华伦敦覆盖着邦德街、杰明街、蒙特街、萨维尔街的重要区域，将 300 家高端零售店和塞尔
福里奇（Selfridges）商场汇集到一个全新的奢侈品购物区域。

       奢华伦敦总监兼新西区公司（New West End Company）传媒总监杰斯·泰瑞尔先生（Mr. Jace Tyrrell）在推广会
上给予深入介绍：“在奢华伦敦，奢侈品旗舰店包括路易·威登（LV）、巴宝莉（Burberry）、玛百莉（Mulberry）、
卡地亚（Cartier）、爱丝普蕾（Asprey）、登喜路（Dunhill）等，将联合英国的顶级五星级酒店包括丽兹酒店（Ritz）、
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朗廷酒店（Langham）和大都会酒店（Metropolitan）等，共同提供高级定制的 VIP
购物待遇，为中国游客在伦敦西区享受奢华购物体验提供一个全新、独特的服务。”

中国游客推动英国旅游业快速增长

       英国边境管理局（UKBA）中国区经理马特·希斯先生（Mr. Matt Heath）介绍：“认识到中国游客对英国旅游
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英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改善中国游客到英国公商务游和休闲游的服务质量。英国边境局已在
北京新开设了一个签证申请中心，并增加了各签证中心的员工人数，以满足中国游客不断增长的需求。英国驻华
大使馆签证处还发布了新的中文须知，介绍如何填写签证申请表，帮助中国游客理清申请程序。”

       马特·希斯先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英国作为旅游、购物和经商的理想之地。“英国拥有丰富多样
的景点，从历史古迹到现代建筑，应有尽有。我们希望迎来更多的客人，共同迎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届时世界
会看到英国奉献的最精彩的奥运盛会。”

       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中国公民赴英旅游的最新数据。2010 年申请英国签证的中国游客人数比上年同期增长
40%，并有 15 万人获得了签证；2010 年 ADS 公布的访英中国游客人数相当于 2009 年的 2 倍多。这一增长趋势也
体现在去年上海世博会上英国“蒲公英”馆所带来的高人气上。2011 年的王室婚礼进一步助推了这一增长趋势，
在婚礼前后的一周，到英国的签证申请进一步增长。各种迹象表明，今年中国赴英游客数量将刷新之前的年度记录。

中国游客在奢华伦敦年消费超2亿英镑

英国外交部及奢华伦敦在沪召开发布会

（从左至右）奢华伦敦总监杰斯·泰瑞尔先生（Mr. Jace Tyrrell）、奢华伦敦主席布鲁斯·邓达斯 爵士（Lord Bruce Dundas）、英国边境管理局

中国区经理马特·希斯先生（Mr. Matt H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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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旅游说明会在沪举行 重振市场

      5 月 23 日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了一场上海北海道旅游说明会，到场的有北海道知事高桥女士还有日本观光

厅国际观光政策课课长柏木先生等人。这次的旅游说明会主要是针对有关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以及北海

道旅游的安全问题而举办的。

    在这次的说明会上，北海道知事高桥女士着重强调了本次日本的关东大地震不会对于北海道造成任何的影

响。很多人都会担心，这次的由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周边地区的核辐射超标，是不是会影响到

北海道的观光。有关资料表面，北海道距离本次事故的发生地福岛县有 600 公里以上，而且北海道的主要城

市札幌 5 月 14 日检测的每小时的辐射量均小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是纽约的 3 分之 1。可见核辐射对于北海

道的旅游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正如北海道观光振兴机构会长坂本先生最后总结的“这是一次北海道的安全

宣言”。听说日后还会加大力度宣传日本的旅游安全，随时保持信息的透明度，切实做好对于中国游客的安

全保护。

方便中国游客购物 日本冲绳将普及银联卡

        日本冲绳县观光事务局日前公布了针对中国游客在充实使用银联卡情况的调查报告。据调查，前往冲绳

的中国游客中有七成的人认为，在冲绳旅游时可以使用银联卡购物的地方太少了，非常不方便。这期中还有

40% 的游客表示根本就无法使用银联卡。

          日本冲绳县观光事务局表示，之所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率先展开银联卡使用情况调查，主要是希望了解“丧

失吸引中国人在冲绳消费的机会”的原因。冲绳县相关部门表示，鉴于这样的情况，县内各旅游景点将向普

及银联卡结算方式方面努力。

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成功举办第二届亚洲同业推广会

          近日，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在中国与韩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亚洲同业推广会。中国推广会分别于 5 月 12 日、

13 日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共有来自夏威夷 20 多家机构的 30 多位代表参加，推广夏威夷旅游。此次来中国参

加推广会的机构涵盖夏威夷各岛的旅游局、酒店度假村、地接社、景点、购物中心等，充分体现夏威夷对中

国市场的热情与信心。在京沪两地均举办的夏威夷产品说明会上，各个机构负责中国市场或亚洲市场的资深

代表亲自为出境社实际操作人员介绍阿罗哈群岛，旅行社一线员工得以充分了解夏威夷的旅游资源与产品。

在下午的旅游交易会上，各大出境社夏威夷线路负责人则与卖家深度交流探讨，丰富更多的夏威夷度假路线

提供给广大游客。

夏威夷旅游业代表团亚洲推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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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旅游会展局设立全新驻华代表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旅游会展局 (CTTC) 日前正式授权环宇广缘咨询有限公司 (AVIAREPS Marketing Garden) 

自 2011 年 5 月 18 日起设立全新驻华代表处，同时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州旅游会展局希

望藉此进一步推广提升加州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断加强加州在中国休闲度假和商旅会奖游客心目中“世界

首席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作为加州旅游会展局驻华的全权代表，环宇广缘 (AVIAREPS) 将致力于提高加州在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份

额，推广加州独有、精彩纷呈的旅游度假产品，介绍加州各地多姿多彩的风景名胜，积极在中国主流媒体

上对加州丰富卓越的旅游资源进行广泛而深度的全方位报道，让加州作为“世界级旅游度假胜地”的品牌

形象深入人心。

美国海洋世界即将推出全新互动景点海龟礁

    2011 年 5 月继全新虎鲸表演“同一片海洋”震撼亮相全美三地的海洋世界后，美国海洋世界主题乐园娱

乐集团将于今年暑期在圣地亚哥海洋世界推出全新的互动景点——海龟礁（Turtle Reef），让游客近距离观

察六十多种濒临灭绝的海龟、了解野生世界的海龟们面临的各种危险，并体验拯救海龟的激动旅程。海龟

礁预计将在 2011 年 6 月 18 日对公众开放。作为海洋世界的母公司，美国海洋世界主题娱乐集团预计今年

一共在全美开放十个新景点，创公司历史上的年度投资最高记录。

图：圣地亚哥海洋世界海龟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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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开通多条中转航线助力离岛免税购物游

    从南方航空公司获悉，今年 6 月 1 日起，南方航空将新开通 9 条从三亚到中西亚、欧洲的

国际航线。搭乘这些班机的境外旅客需从新疆乌鲁木齐中转、出关，可享受比离境退税购物

优惠幅度更大的离岛免税购物。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两大优惠购物政策落地，海

南国际航空运输业务增长迅速。截至今年 4 月底，海南接待境外旅客累计逾 27 万，同比增

长 15%。以俄罗斯为主的俄语国家地区是目前海南最大的境外客源地，海口海关提供的数据

显示，今年 1 月 1 日以来，参与离境退税的 境外旅客中俄罗斯旅客占多数。从海口美兰机场

和三亚凤凰机场了解到，目前海南的国际航班较少，海口开通了港台及新加坡直航和经停南

宁的曼谷中转航线。三亚开通了莫斯科、首尔、香港的定期航班，而往返哈林斯克、海参崴

等 12 个俄语系地区城市的航线均为不定期包机。

    海南旅游市场情况，交通是瓶颈，有利于旅游的发展和离境退税、离岛免税政策的推广。

即将开通的 9 条新航线，是由三亚出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出关，然后至中西亚、欧洲等国。

这些航线按照“一票到底、行李直运”的模式运营，较普通的转机免去了行李提取、两次订

票等烦杂手续，旅客只需在候机厅等待 1 个小时左右即可再次启程。

南航 6 月 7 日开通“广州——阿姆斯特丹航线”

    2011 年 6 月 7 日，南航将开通广州至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航线。广州——阿姆斯特丹航线

以豪华的空中客车 330 执飞，每周执飞三班，去程每周二、四、七 23:55 从广州起飞，次日

05:45 到达阿姆斯特丹。回程从 6 月 8 日起，每周一、三、五 13:15 从阿姆斯特丹返回，次日

05:50 到达广州（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 

  

东航将开通“上海——夏威夷”航线

    东航近日宣布，东航已拥有上海飞往夏威夷的航权，并将在 8 月份的夏秋航季开通上海浦

东至夏威夷的定期航班。 东航夏威夷首航时间计划定于 8 月 9 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简称“浦

东机场”）起飞时间 16 时 00 分，到达夏威夷时间为次日 01 时 50 分；夏威夷起飞时间 03 时

50 分，到达上海浦东机场时间 14 时 40 分。（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东航每周二、周五

执行一次往返飞行，安排载客 298 位的空中客车 A340-300 和载客 320 位的空中客车 A340-600

机型担任飞行任务。 

哈尔滨至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航线正式开通

    哈尔滨 -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航线 5 月 26 日正式开通。至此，哈尔滨与俄罗斯 7 个城

市实现了通航。该航线由俄罗斯乌拉尔航空公司空中客车 A320 机型执行，每周四、六飞行

2 班，航班号为 U6735/6，具体时间为，周四 01:00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起飞，04:35 到达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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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06:10 从哈尔滨起飞，10:10 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周六 14:25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起飞，

18:00 到达哈尔滨；19:05 从哈尔滨起 飞，23:00 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

时间 )。

毛里求斯航空开通至中国上海航线

    2011 年 7 月 5 日，毛里求斯航空 (Air Mauritius) 将开通中国上海 - 毛里求斯的航线。该航班

往返将经停吉隆坡，并会提供转机航班连接留尼旺、马达加斯加和南非。 

    

航班号 当地时间

MK 680 Mauritius 毛里求斯 Departure 出发 22H40 MON

Shanghai Pudong 上海浦东 Arrival 到达 16H20 TUE

MK 681 Shanghai Pudong 上海浦东 Departure 出发 21H25 TUE

Mauritius  毛里求斯 Arrival 到达 07H20 WED

瑞航将恢复北京直飞苏黎世

    苏黎世与北京的直航班机于 2003 年停航以后，现在终于又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瑞士国

际航空公司将在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的旅游旺季重新开通苏黎世与北京之间每周一班的航线。

航班于每周五早晨抵达北京，同日返回瑞士，由瑞航的姊妹公司雪绒花 (Edelweisse) 航空公司

负责，使用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号。此外，两座城市之间的每日定期航班有可能不久也

会开通。

美佳环球航空开通马累至北京、上海往返航线

    中国民航局 5 月 25 日发出通知，宣布已批准美佳环球航空（马尔代夫）有限公司开通马累

至北京往返及马累至上海返定期客运航线。通知称两条航线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起开通，每

周各七班，使用波音 763 型飞机。

美联航正式启动上海 - 洛杉矶每日直飞航线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于 5 月 21 日，在上海浦东机场举行上海——洛杉矶每日直飞航线首航庆

祝仪式。美联航 878 次航班采用了波音 B777 型客机，首航航班于当晚 8:10 准时从浦东机场起飞，

同日下午 5:07 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而从洛杉矶飞至上海的直飞航班将于每天下午 1:23 起飞，

次日下午 5:45 在上海降落。 





网 址： www.huiyou88.cn(汇游网)欢迎广大同行到网站查询马尔代夫相关信息
销 售： 张 成01065545813 游福亮01065542962 孙 虎01065542765 张春跃01065542172 
           梁 伟01065544925 李 铭01065542041 王 硕01065544923 白 杨01065545583 
           张一闻01065542944 孙婷婷01065542987 李 叡01065544926
           王瑞：01065541004倪宗洋：010-65541004刘佳：01065542938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Ｄ—１２—Ｇ 邮 编：100027 

TIPS
签证：中国公民前往毛里求斯旅游是免签证的。只需持有效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单和充足资金，就
           可到达毛里求斯时办理落地签，办理落地签不收取任何费用。
交通：从香港乘坐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班机前往，飞行时间约10小时。
急救：可拨打电话114
汇率：毛里求斯货币是卢比，1元人民币可兑换4.5卢比（汇率仅供参考），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
           再兑换卢比较划算。
刷卡：银行、大部分酒店、饭店和商店都接受信用卡、其中维萨卡和万事达卡是使用最方便的。
最佳季节：毛里求斯的气候全年温暖，平均气温是摄氏25度；5月至10月的天气比较清凉、气温在
                  摄氏17度至25度之间；11月至4月的气温是摄氏25度至30度左右；1月至4月是雨季；
                  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1月的天气最为舒适。

安宁的绿洲—毛里求斯
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仿照毛里求斯创造了

伊甸园。                      ——马克 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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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9 月 1 日
中国（北京）国际商务及会奖旅游展
览会 CIBTM
地点：中国北京

9 月 6-9 日
亚太旅游协会（PATA）旅游交易会
地点：印度新德里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
日本 IATA 国际旅游展
地点：日本东京

6 月 9-12 日
香港国际旅游展 ITE
地点：中国香港

6 月 13-16 日
亚洲豪华旅游博览会 ALTM
地点：中国上海

6 月 17-19 日
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BITE
地点：中国北京

6 月 17-19 日
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 NCTF
地点：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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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6 日
芝加哥会议及会奖旅游展 IT&ME
地点：美国芝加哥

10 月 4-6 日
亚洲奖励旅游暨会议展览 IT&CMA
地点：泰国曼谷

10 月 27-30 日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CITM
地点：中国昆明

11 月 8-10 日
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 WTM
地点：英国伦敦

11 月 29 日 -12 月 1 日
欧 洲 国 际 商 务 及 会 奖 旅 游 展 览 会 
EIBTM
地点：西班牙巴塞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