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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獎與活動服務機構評價規範》正式發佈

VOL.87September/October 2017

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分會近日和亞太會

獎與活動協會（ICESAP）共同確立了《會

獎與活動服務機構評價規範》，並在第四

屆亞太會獎及活動協會年會上正式發佈該

標準。該標準的發佈和實施有望規範會獎

與活動機構的資質、行為和運營，推動會

獎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委員會

近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開展會議大

使計劃，邀請6位來自海內外的知名及權威

人士擔任澳門會議大使，推廣宣傳澳門的

會展業。

目前澳門會議大使包括：澳門科技發展

秘書長姚歆先生表示，目前中國會議服務

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差異較大，導致國內會

獎服務機構在與國外仲介公司的交流中

出現諸多問題。此次團體標準的制定和實

施將給未來的會獎行業帶來很大變化，增

強從業者的信心，保障各方的利益，實現

行業內的良性競爭；同時有利于國內會獎

行業與國際接軌，也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

去。

亞太地區獎勵、會議與活動協會

(ICESAP)總裁Nigel Gaunt先生也表

示，現在ICESAP的評價規範已經在亞太

地區正式出臺，我們希望和中國貿促會商

業行業分會一起建立中國的規範，使亞太

地區統一起來相互認證。兩年之后，我們

將在北美進行推廣，我們希望這個規範是

全球統一的規範，而不是針對某一個地區

或者國家的規範。

作為亞太地區獎勵旅遊、會議及商務

會議行業的國際性專業團體，IC ESA P

于2 017年推出了“ I C E S A P A g e n c y 

Accreditation Scheme”標準。

為推動國內團體標準發展和滿足行業

標準化需求，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分會與

ICESAP經協商，一致決定將該標準轉化

為中國的團體標準《會獎與活動服務機構

評價規範》。

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劉炯朗、中國工

程院院士何鏡堂、李甯公司創始人暨董事

長李甯、原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朱麗蘭、

世界牙科聯盟前主席Orlando Monteiro 

Da Silva，以及著名分子遺傳學專家徐立

之。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表示，澳門

特區致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大力培

育會展業的發展，希望憑借會議大使的聲

望及人脈，宣傳推廣澳門會展業，吸引更

多國際會議活動落戶，促進會展業發展。

未來，澳門將繼續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會議

落戶澳門，促進澳門與國際間的交流與合

作，帶動澳門各行業的成長與發展。

接受會議大使委任狀的澳門科技發展

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劉炯朗認為，會

議大使計劃有助于展示澳門舉辦國際會

議的實力，智慧化會議發展是大勢所趨，

善加利用將有助于提升澳門會展名片含金

量。

多家旅行社業者也看好此項計劃，認為

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都對本身所處的行

業有一定的拉帶動作用。澳門能夠爭取到

不同行業的相關活動，勢必能在不同領域

都激起企業團體到訪澳門舉行活動的興

趣。

澳門推出會議大使計劃帶動成長

Macau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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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 +852 2126 1972 
catering@hp8dcatering.com

屢奪多個國際及本地酒店及餐飲殊榮  8度視覺震撼  704間舒適優雅的豪華客房及套房  酒

吧、餐廳及花園茶座  超過6,300平方尺會議及宴會場地  團隊建立活動包括 廚藝及咖啡拉花教室  

商務、會議及休閒旅客的理想選擇  室外泳池及健身中心  鄰近啟德郵輪碼頭及旺角  免費酒店

穿梭巴士來往尖沙咀購物中心(12分鐘)、港鐵紅磡站(8分鐘)、太子站(12分鐘)及九龍灣(10分鐘)

8度海逸酒店
香港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199號
電話 : +852 2126 1988 傳真 : +852 2126 1900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Limited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成員

优惠詳情，請瀏覽
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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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店開業進一步提升深圳MICE接待能力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日前，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舉行了盛大

的開業儀式。酒店的開幕，進一步提升了深

圳MICE接待能力。全新的設施包括：325

間客房與套房、5間餐廳和酒廊、3,000多平

方米的靈活宴會與會議空間。

萬豪國際集團香港、澳門、深圳及海南

地區區域副總裁夏浩勤(Jakob Helgen)
表示，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是大中華區首

家度假型萬豪品牌酒店，也是大中華區第

31家萬豪品牌酒店。集團對全新酒店的表

現保持着高度期待。全新酒店不管在客戶

體驗、產品設施，還是設計方向，都展示着

萬豪品牌的未來。當中，設計方向為萬豪現

代的基準，到訪者可以在全新酒店中感受

萬豪品牌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就是不再聚

焦于繁雜、裝飾或是過度裝潢，而是透過建

材、形狀、建築樣貌，打造可以不受時間影

響、永遠不會過時的酒店。

夏浩勤相信，完善的酒店產品、美麗的自

然環境、熱情的工作人員，以及不斷成長的

深圳市場高需求，將吸引企業團體于工作

日前往當地舉行MICE活動，以及準新人到

訪舉辦婚宴。這也是全新酒店聚焦的主要

業務之一，未來將積極推廣其接待能力與

優勢，如可靈活運用的MICE空間、選擇多

元的戶外草坪與社交餐飲場地，以及適合

燒烤、派對、團隊建設、水上比賽的沙灘環

境，積極爭取中國各地及海外國際企業團

體到訪。而週末和假期期間，酒店則以吸引

休閒客人為主，尤其是香港和廣東地區的

家庭團體、情侶和自駕遊旅客。

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總經理楊雪立指

出，全新酒店是目前世界級娛樂綜合體－

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內唯一的酒店，也

將是唯一一家在建築上展現度假村風格的

酒店，讓到訪者感受有如到了普吉島般的體

驗。同時，酒店也位于深圳大鵬新區的金沙

灣。金沙灣是中國八大最美海灣之一，黃昏

日照下沙灘顏色猶如金子般閃耀，是獨具

特色的絕佳都市休閒度假勝地。

另一方面，深圳是中國南部的經濟中心之

一，被稱為中國矽穀，是許多大型國際信息

技術公司的研發中心所在地，而酒店地理

位置優越，毗鄰大鵬半島(深圳的文化發源

地)眾多熱門景點，也鄰近深圳新興創業基

地，還能輕鬆往返香港，未來將以珠三角粵

港澳大灣區一站式度假勝地為目標。

酒店多個場地都可以作為特色MICE場

地，如中餐廳的空中庭院，以及6間可俯瞰

波瀾海景的包房。而凱撒大宴會廳可分隔

成三個獨立宴會廳，也可直接駛入豪華轎

車。山海宴會廳也可分隔成三個小宴會廳。

陪伴而來的家人，也能享受多個健身娛樂設

施，包括：24小時健身中心、1個標準室內恆

溫泳池、2個戶外露天泳池(含臨海無邊際泳

池)、兒童俱樂部，以及私密水療中心。

其實，酒店自六月20日開始試營運，週末

已經達到很高的入住率，MICE活動需求和

詢問度非常高，婚宴業績也表現不錯。

而佳兆業集團斥資300億打造的金沙灣

國際樂園是大鵬新區打造全域旅遊示範區

的重要場域，也是大鵬新區「一體兩翼」旅

遊格局中「東翼」的核心項目。樂園預計于

2020年落成，涵蓋度假酒店、冰雪世界、水

上樂園、動漫城、演藝中心、體育中心、展

覽中心，以及多個娛樂、體育場所，包括：固

定往返南山的接駁船班、適合VIP的直升機

坪等。屆時將成為深圳規模最大的濱海旅

遊度假區，帶動數百億元GDP總值、提供數

萬就業崗位，預計年接待遊客數量將達到

23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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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MICE發展勢頭良好
將推出140小時過境免簽提升便利性
[ 鐘韻—採訪報道 ]

英國推出中國MICE團簽證服務方案
Britain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為促進北京商務旅行和會議、會獎旅遊

市場發展，北京市旅遊委將提升買方與資

源方對接效率及獎勵政策吸引力，加強人

才培養、國際營銷力度和簽證流程便利性，

並計劃在不久的將來推出140小時過境免

簽政策。

2016年北京在MICE市場上表現亮眼。

會議方面，北京市旅遊委副主任曹鵬程介

紹道，首先，北京會議產業蓬勃發展，會議

地位鞏固。2016年，北京市會議產業收入

實現了109.6億元，占會展業總收入近5成，

接待國際會議數量達21萬個，接待會議的

人數實現了1,605.7萬人次。其中，國際會議

接待人數達65.5萬人次。北京一直是中國

接待符合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標準的國際

會議數量最多的城市。據今年六月ICCA

發佈的2016年全球國際會議數量來看，北

京接待的國際會議數量由上一年的95個

提高到113個，增幅接近20%；從城市排名

來看，與上一年相比也有提升，位于中國首

位，亞洲第四位，全球第15位。

其次，北京會展產業的效益也明顯提

英國旅遊局近日向中國市場推出關于會

展行業團的簽證服務方案。

英國駐華大使館英國簽證及移民亞太

區總監賀梅瑞（Dominique Hardy）表
示，英國歡迎中國訪客，除了數字顯著增

長的遊客數量外，也希望更進一步支援組

織前往英國參與會展團的企業。最新推出

的MICE方案能為會展團帶來個性化的客

戶服務，擁有更為快捷的簽證申請流程。

據介紹，這項最新推出的MICE方案開

放給規模為30人及以上的團隊，方便其前

升。北京展覽場館的使用效率領先于其他

城市，其中，使用率超過60%的場館有兩

家，最高的是超過80%的北京國家會議中

心。2016年，北京舉辦各類展覽409個，總

展覽量已達到634.14萬平米，占全國前列；

展會期間B2B、B2C模式很好地促進商品

的交易，吸引更多產業投資，帶動了北京服

務貿易快速發展。目前北京已成為醫療保

健站、綠色環保展、旅遊消費展等展會的

聚集地，吸引了一批國際專業展覽落戶北

京。

再次，北京國際會議承載力不斷增強。

從硬體條件來講，北京有接待大型國際會

議的能力，會議室達5,503個，其中規模超

過500坐席的大型會議室194個，接待會議

場館使用面積達81.7萬平米，接待場所、會

議室可容納人數達48.8萬人，可容納1,000

人以上的會議場地有14家，比如國家會議

中心每年都舉辦多個上萬人以上規模的國

際專業會議。目前北京有4、5星級酒店將近

200家，星級酒店客房數量達11.38萬間，完

全可滿足來自國內外客人商旅客人的住宿

需求，同時北京雁棲湖先后舉辦了APEC、

一帶一路等國際重大會議，古北水鎮承接了

各式特色會議，這些不斷湧現的新資源提

高了北京承辦國際會議的競爭力。

曹鵬程表示，通過常年舉辦國際性、國

家性等大規模、等級高的會議和展覽，北京

彙聚了一大批會議組織、展覽、策劃、接待

等會議會獎方面的專業人才。他並指出，會

獎旅遊是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產業，

也是推動首都旅遊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

擇。

1.未來，首先從空間佈局上看，今后北京

將重點打造兩大功能區。一是雁棲湖

國際會都，二是國家會議中心國際會展功

能區。

2.其次，北京將進一步提升國際會議

與獎勵旅遊優質資源對接效率，釋

放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資源整合的潛力。

北京將設計專業的會獎資源系統，使國際

會議與獎勵旅遊買家與資源方的對接更加

高效，使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活動獲得最

優質的服務。

3.再次，北京將不斷優化會獎激勵政

策。為吸引更多國際會議落地北京，

今年北京市旅遊委修訂了北京市會獎旅遊

資金管理辦法，使申辦獎勵資金的程式更

加簡化和科學，獎勵額度更加合理，同時，

旅遊委還將進一步與國家有關部委進行溝

通，在簽證服務等方面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務，不久以后，北京將會實行140小時過境

免簽。

4.第四，北京將不斷加大國際會議市場

營銷與推廣的力度，繼續增加國際會

議與獎勵旅遊市場在營銷與推廣方面的投

入，開展有創意、有影響力的營銷活動，不

斷強化北京作為國際會議目的地的良好形

象。

5.第五，北京將加強會獎旅遊行業人才

的培養及高端會議服務標準的推廣，

不斷提升行業競爭力。旅遊委將發揮現有

會獎行業平臺的作用，加強會獎旅遊專業

人才的培訓，並且今后會進一步制定和發

佈高端會議服務標準，進一步提升北京舉

辦高端會議的水平。

↑北京市旅遊委副主任曹鵬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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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英國參加會議、獎勵遊或參加展會。有

意申請的企業或者協助辦理會展團行程的

旅行社可以為其客戶在全國15個英國簽證

申請中心提出申請，方案免費加入，成功

獲得簽證者可以獲得一個為期兩年的多次

入境訪客簽證。

這項方案最核心的是提供了人性化的

客戶服務，包括會有一位專職的英國簽證

及移民局客戶經理全程追蹤申請流程；定

制化的簽證申請培訓；協助與簽證申請中

心進行預約；以及如意簽服務折扣（O n 

Demand Mobile Visa Service）等；此外，

這項方案也為申請的MICE團隊提供了更

為便捷的申請流程，包括簽證材料的簡

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需要提交一本有

效護照和一份官方文件，並確認在出行日

期前約6個月提交簽證申請，但參加該方案

的成員並不保證一定活得英國簽證，所有

申請者必須符合英國移民法規要求。

根據英國旅遊局資料顯示，2017年開年

的前三個月中，中國、澳大利亞、法國、美

國等境外市場訪英遊客量實現強勁增長。

就入境遊訪問量及消費額整體情況而言，

該季度創下新紀錄：訪英遊客達830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增長10%，累計消費44億

英鎊，同比增長了16%。

旅遊業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1,270億英

鎊，為全國各地創造工作機會、促進經濟

繁榮。

2017年1月至3月期間，中國赴英遊客數

達到創紀錄的5.4萬人次，同比增長27%，

遊客消費9,100萬英鎊，同比增長27%，刷

新了記錄。

英國旅遊局總監葉佩茜女士（Patricia 
Yates）表示：「包括法國和美國在內的

眾市場對我們來說是最大、最具價值的市

場，而中國等市場則對我們的未來發展最

為重要，這些市場都實現了如此強勁的增

長，大好形勢非常鼓舞人心。」

會議場地網路預訂平臺再升級

Online Services

MeetingPackage.com，一個面向全球

的會議場地網路預訂平臺，日前正式宣

佈已成為全球首個提供與Opera銷售與

宴會管理系統直接整合相容的互聯網平

臺。

Opera是目前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酒

店作業系統，因此，當下有多家酒店已經

開始了系統整合的籌備工作。一旦整合完

成，這些酒店的會議室價格及空房情況將

在MeetingPackage.com 平臺上直接展示，

客戶將可以實現對酒店會議場地的網上直

接預訂。

MeetingPackage.com是全球首個提供與

甲骨文公司（中國地區由北京石基公司代

理）旗下的Opera銷售與宴會管理系統直

接整合相容的互聯網平臺。從此，網上預

訂會議室將與網上預訂酒店客房一樣簡單

快捷。

MeetingPackage.com  創始人及

首席執行官Joonas Ahola說道，未來

的會議場地預訂產業將會朝着一個更透

明、更快捷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說，會議

場地的空房情況將實現真正的「線上顯

示」。

而這樣的發展恰恰也符合其計劃在

2020年實現的目標：讓 MeetingPackage.

com 成為全球最大的協力廠商會議場地

線上預訂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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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世界真奇妙
企業商務旅遊中也需要美景、美食的搭配，這有助生產力的提升、團隊精神的精進，而

各地融入個性與文化的特色景象，更讓每一次旅行的回憶，愈發珍貴；愿這裡的每一張

圖片，可以使您或同仁計劃中的下一次旅行，更加精彩。

青島流亭機場智能行李推車－候機寶

青島流亭機場的這款新式行李車不錯，

候機時間不僅可以有行李推車到處轉，不

想機場閑晃的旅客還可以坐在機場休息

區，用行李車上的裝備看電影、玩遊戲，等

候的時間不會太無聊。

「候機寶」智慧行李推車上帶有一個類

似平板電腦的腦袋，旅客推行李車時，它

會告訴你哪裡有飯吃、登機口的位置，還

可以上網看電影、新聞等信息；而且，如果

你的手機沒電了，還能接在上面充電。

作為一款智慧行李推車，其集航班查

詢、登機指引、空港服務、娛樂甚至是手機

充電等多項服務于一體，在漫長的候機過

程中，候機旅客能享受到智慧化的候機服

務。

以室內定位導航功能為例，目前國內

沒有同類產品。這種室內導航技術結合了

WiFi、藍牙以及紅外技術，通過演算法就

可以大概知道手推車在什麼位置，精確度

在10米以內。機場空間一般都很大，定位

導航功能得到了消費者的歡迎。

靜心的好去處－普陀山佛教博物館

有機會前往浙江普陀山的人，一定要參

觀一下圖中的普陀山佛教博物館，這個中國

宗教界自辦的首個宗教博物館，是一個非

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參觀一下可增長見識，

而且還是免費的。

共有三層樓，1-2層的館藏可以流覽，共

七個展廳，分別為歷史展廳、法器展廳、文

物展廳、繪畫廳、佛像畫廳、書法廳、佛像

廳，總共珍藏了1,700余件佛教文物。到訪者

可以欣賞眾多佛教聖物、聖旨、題詞、欽賜

袈裟、字畫、瓷器銅器佛像和玉器雜件。

其中國家一級文物4件、二級文物22件，

三級文物349件。最珍貴的是一尊十八臂翡

翠觀世音菩薩像，它供奉在博物館前廳正

中的壁龕中，淨高1.58米，厚35釐米，重800

公斤。觀音像通體由一整塊白綠色翡翠玉

雕成，是世界最大最珍貴的一尊玉佛。

在館內走着走着會發現，參觀人數不多，

展廳很新，館內安靜祥和，可以慢慢逛、細

細看，是靜心的好去處。裡面冷氣很足，走

累了進去休息下非常明智，可以有效地躲開

大量的人流，而且收藏品也很值得觀賞，尤

其是一樓，法器都是真品。館內照明是節能

型的，人離開就關了，走到哪個櫃子，哪裡

就亮燈。

個人發現很多有趣的展示，像是民國《法

華經》縮影一套、清朝大乘法寶經書、清光

緒聖旨、明朝銅漆金藥師佛坐像、明朝銅

漆金觀世音菩薩坐像、清朝鑲瑪瑙銀質觀

音像，以及來自日本的佛像、銅屏、菩提樹

葉、康熙的筆墨、豐子愷的畫和字等。

[ 劉霈芯—撰文・攝影 ]

[ 張廣文—撰文・攝影 ]

被遺忘的瑰寶－
河南安陽殷墟

這張照片攝于河南安陽的殷墟王陵遺

址。王陵本身已基本掏空，沒有在過去數

千年被盜的有價值的物品，也多數放到了

首都北京。這其實是安陽的整體現狀，讓

安陽作為旅遊目的地，處于一種奇妙的狀

態。

先從安陽的價值說起。說到安陽這座城

市時候，多數人的反應會是：「哪？」它的

名聲遠沒有洛陽甚至信陽響亮。但它竟是

商朝的首都。

首都！中國的文字、思想、曆法、醫療、

工藝、社會、戰爭史的源頭幾乎都在這裡

以及它的周邊區域。站在遺址，瞭解商朝

及至后續數千年中國各領域的發展，產生

的「縱貫感」和在當今首都的博物館裡欣

賞真跡的「片面感」，截然不同，好似夏朝

至今都只是中國的近代史一般。

但這張照片也反映了安陽作為旅遊目的

地的問題。一，安陽雖不乏真跡，但最大的

賣點是「墟」。多數情況下，遊客對站在一

片空地、觀賞幾塊重建的場景興趣不會太

大。這是安陽雖性質與西安非常接近，但

西安作為旅遊目的地「威力」遠大于安陽

的原因。這讓我好奇，是不是「小地方」都

有這種悲哀？

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我也發現真跡並

沒有理想中多；重要的物品，90%都拿到了

首都。

小地方是不是留不住自己的寶物？說實

話，只要能學習，在博物館看到的是真跡

或仿品對我來說區別並不大，但從感受度

來說，知道自己眼前的物品有三、四千年

的歷史，無疑更加震撼。

二，安陽除了古跡和遺址之外，真的沒

有其他吸引力。這趟旅程，從環境到人文，

都遠遠沒有我不久前到訪的寶雞來得好。

照片背景中矗立的煙囪或多或少能表達這

種感覺。

三，旅遊局並不重視珍貴資源的推廣。

被問及旅遊推廣問題時，一位安陽的快車

司機不無遺憾地說道，安陽確實是被遺忘

的瑰寶；旅遊局的重心，現都放在太行山

上。這或許也是為了不喜歡在博物館人擠

人的遊客著想吧。

[ 鐘韻—撰文・攝影 ]

2011年11月25日開幕的普陀山佛教博物

館，氣勢恢弘的外觀為仿宋風格，工程總造

價為704萬元，前身是普陀山普濟禪寺的文

物陳列室，建築面積達3,477平方米，設有陳

列室、接待室、會議室、售票室、門衛等用

房。博物館外建有平臺約400平方米，連接

浙江普陀山三寶之一，也就是普陀山最古老

的建築—多寶塔。多寶塔可以近距離觀看，

更可饒塔膜拜。周邊還有歷史悠久的普濟

寺，可以一併參觀。

遊走一個地方或者需要熟門熟路的人

帶路，才能深度體會當地文化。記者上回

在香港中環閒逛，巧遇了一直住在香港中

上環超過7年的一家原居民5隻柴犬家庭

WE5，原來其可以向來到香港中環旅遊的

旅客，推介牠們的在地旅遊線路。

WE5不時與主人一起游走中上環，不但

是區內風頭躉，在網上社交平臺也有逾萬

名粉絲。據瞭解，近日香港旅發局也邀請

這個柴犬家庭作為香港宣傳短片的主角，

更透過開心擺尾拍下照片，成為另類攝影

柴犬家庭帶旅客逛舊城中環
[ 劉霈芯—撰文・攝影 ]

師，向旅客展現狗兒視覺的舊城中環，不同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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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Offer

重慶尼依格羅酒店開業尊享禮遇
九龍倉酒店宣佈重慶尼依格羅酒店于

2017年9月8日在中國西南山城重慶正式開

業。作為尼依格羅品牌和 GHA旅行超體

驗系列的最新成員，酒店選址位于城中優

越的核心商業地段江北嘴中央商務區。

酒店開業尊享禮遇將于2017年9月18日

開放預訂。以人民幣818元優惠價格，可

享入住N1豪華客房一晚，含次日單人欣

廚自助早餐以及人民幣100元的餐廳、酒

吧消費禮券。此外可免費享用每日歡迎水

果以及迷你吧軟飲。預訂N3至尊房及以

上房型客人除以上的禮遇外，還可享受

重慶 國 金 中 心 商 場 95 折 指 定 商 鋪

折 扣 。預 訂 請 致 電+86 23 6508 8888，

電 郵resv.ncq@niccolohotels.com，或流覽

niccolochongqing.com.  

Seasonal Package

Golden Week Promotion

慕尼黑文華東方酒店歡慶啤酒節禮遇

迪拜萊佛士酒店推出專屬黃金周套餐

慕尼黑文華東方酒店今秋特別推出「歡

慶啤酒節」禮遇 ，誠邀賓客一同暢享聞名

世界的啤酒嘉年華。預訂賓客可享受奢華

客房住宿、精選巴伐利亞美食、復古巴士接

送、著名「Schützen-Festzelt」啤酒節帳篷免

費入場等一系列尊享體驗。禮遇有效期為

2017年9月16日至10月3日，乃啤酒節舉行期

間。

「歡慶啤酒節」禮遇每晚價格880歐元

黃金周期間預訂迪拜地標性酒店——迪

拜萊佛士酒店，度過一個美妙非凡的假期。

2017年9月28日至10月9日期間，預定迪拜萊

佛士酒店專屬黃金周套餐，享受Azur餐廳

每日免費早餐、萊佛士沙龍雙份時尚下午

茶一份（兩位用）、TOMO亞洲露臺餐廳價

起，以二人入住計算，禮遇詳情包括：

•入住奢華典雅的高級客房，

•在私密的客房或餐廳內享用豐盛早餐

•在著名的「Schützen-Festzelt」啤酒節帳

篷中入座八人桌，享用兩人份的三款巴伐

利亞特色美食和兩公升啤酒

•乘坐酒店復古巴士（16座位）前往啤酒

節，巴士上備有椒鹽餅和飲品可供享用

•巴士上20分鐘 VIP 嚮導服務

值100迪拉姆（約¥181人民幣）優惠券，以及

附近WAFI豪華購物中心部分商店享7折優

惠。

有關更多信息或房間預訂，請訪問www.

raff les-cn.com/dubai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bookus.dubai@raffles.com。

•地道的巴伐利亞式迎賓贈禮，包括慕尼

黑啤酒杯、心形姜餅和傳統巴伐利亞小食

•甜蜜的夜床服務驚喜

賞本地和全球的藝術品。

「甜夢濟州」套票帶來天堂般的極致享受。由

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入住山景雙人

客房的賓客可免費使用度假村Soombi水療區、

The Parkview二人早餐 (37個月以下小童免費) 
或二人「天池」餐廳特別濟州早餐。每晚客房價

格由330,000韓元起 (不包括服務費及稅項)，以
二人入住計算。 

Special Offer
濟州新羅酒店提供套票極致享受

新羅酒店集團旗下的濟州新羅酒店，位

在景色田園詩般優美的濟州島上，旅客活

動主辨單位G.A.O悉心打理的人工森林為

「Glamping Village豪華露營村」錦上添花，

度假村亦吸引不少藝術愛好者，遊走園區，欣

70,782日元（含稅費與服務費），包含抹茶迎賓

飲品與傳統日本點心、房內日式早餐、免費使

用水療設施（蒸汽桑拿、室內浴室和室外極可

意漩渦按摩池）。另外，客人還可選擇預訂花

筐日餐廳的“YAMABUKI”懷石料理晚餐，每人

11,050日元（原價13,000日元，須另加稅費與服

務費）。

預訂或垂詢更多信息，請致電+81-6-6343-
7000或訪問網站。

2017年9月20日澳門喜來登大酒店正式踏入

五週年。為了慶祝如此盛事，澳門喜來登大酒

店為賓客提供一連串驚喜體驗。

9月20日至9月30日期間，賓客可以預訂澳

門喜來登大酒店「同賀五載」週年紀念住宿套

Anniversary Promotion
大阪麗思卡爾頓
呈獻日本體驗住宿套餐

票，並可于2017年10月31日前入住。港幣920
元的優惠套票包括寬敞的豪華客房兩晚住

宿、盛宴餐廳的雙人早餐或午餐、免費使用無

線網絡及特別週年紀念禮物。套票價格僅為

港幣920 ++元起，以二人入住計算。

為特別感謝本地社區多年來的支持，所有

澳門居民及藍卡持有人均可在本週年紀念期

間享有「5大禮遇」。由9月20日至10月20日，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的餐廳所及喜來登炫逸水

療中心將為賓客送上折扣優惠及免費贈品。

「5大禮遇」內容包括：

1.澳門居民在各餐廳用膳均享有75折優惠

2.5人或以上訂座，可享有免費葡萄酒一瓶

3.所有餐廳提供之啤酒劃一為港幣5++元
4.咖啡和茶添飲劃一為港幣5++元
5.以價格港幣955++元，在炫逸水療中心享

受90分鐘特色水療護理。

大阪麗思卡爾頓酒店宣佈，其大規模翻修

工程業已完工，酒店正以煥然一新的形象迎

接開業20周年慶。酒店所有291間客房從高級

客房到包含麗思卡爾頓套房在內的行政套房

全部徹底翻新，同樣換上嶄新面貌的還有酒

店的行政酒廊。此外，大阪麗思卡爾頓酒店還

推出了一款特別套餐——入住全新日式套房

的賓客，都將享受到傳統日式待客之道。

為迎接大阪麗思卡爾頓酒店開業20周年，

所有入住麗思卡爾頓套房的賓客都將享受到

行政酒廊禮遇。大阪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日

本體驗」住宿套餐從即日起至2017年12月
31日有效，兩位賓客入住日式套房每晚起價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送大禮迎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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