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西兰天维网援引 radionz 编译报道，新西兰移民

局1月向中国市场发出了5万个旅游签证，春节假期临近，

按照这个数字推测，春节期间新西兰将迎来 5 万名中国游

客。值得一提的是，在游客类型上，今年有别于以往。5 万

个旅游签中，35,771 个是自由行，15,648 个是跟团游。由

此可以看出，更多的中国游客选择在新西兰自由行，年龄

结构更低。新西兰旅游业内人士估计，不少中国人在家过

完新年后就登上飞往新西兰的航班，春节 (2 月 16 日 ) 之

后的一周是最为集中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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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赴新加坡人次突破 300 万 
成为第一大客源国

新西兰 1 月向中国发 5 万旅游签证 春节将迎大批中国客 

略的调整初见成效。而这个成

果与新加坡旅游局坚持‘多元

化’不无关系。一方面是人群的

多元化，目前我们有‘亲子游’、

‘闺蜜游’、‘周末游’。同时推广

的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新，

例如新加坡的‘日落马拉松’、

‘ZoukOut 户外热舞节’等。另

一方面是客源市场的多元化。

因此，在巩固一线市场的基础

上，积极活跃二线市场是新加

坡旅游局的推广策略之一。我

们还要感谢新中两地业者的鼎

力支持。2018 年，我们将继续

秉持发展‘品质旅游’的初心，

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更多、更

大的成就。”

    根据 2018 年 2 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中国到新旅客人次

首次突破 300 万，中国大陆荣

登新加坡第一大客源国的位

置。2017 年，入境新加坡的中

国大陆游客高达 323 万人次，

涨幅达到 13%。其中，新加坡一

地游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了

18%，达到 86 万人次。2017 年 1

月至 9 月，中国大陆游客为新

加坡带来了高达 30 亿新币的

旅游收益，比 2016 年同期增长

10%，再次蝉联榜首。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

席代表兼署长刘诗苹表示：“ 这

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里程

碑，也证明我们在中国市场策

泰国清迈机场 8 大航线春节增开 88 次航班迎中国游客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中国农历春节长假将至，

泰国清迈机场 8 大航线特地增开 88 次航班，迎接中国

游客，预计客流量将增加 13200 人次。报道指出，增

开的 88 次航班中有 6 条为非固定新航线，包括青岛、

南昌、烟台、西安、温州和合肥。其中，申请增开航

班班次最多的航空公司，包括中国东方航空 (50 次 )、

中国国际航空 (Air China/12 次 )、新时代航空 (12

次 ) 以及泰国狮子航空 (14 次 )，预计客流量将增加

13200 人次。

旅游领域将建黑名单 " 鹰眼计划 " 锁定突出问题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昨日公布了全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四季行动”情况。截至1月 20日，全国共检查旅游企业61755家，

立案 2911 件，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 3563．46 万元，吊销营业许可

证 52 家，罚没金额超过了过去三年处罚的总和。今年国家旅游局

将在全面总结 2017 年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实施“ 鹰

眼计划 ”，锁定全国旅游市场秩序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更为

精准的市场整治“ 利剑行动 ”，努力实现精准监管。同时，还将开

展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的联合惩戒、发布旅游经营

服务不良信息（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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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新秀关岛过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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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岛热 ”再度拥抱长假期，

今年的新秀关岛过的怎么样？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诗既被大众传诵至今，也被更多人定义为理想的度假场景。时

值春节前夕，对于不少旅游业者而言，大部分节假产品的预定已经接近尾声。相较往年长假期热销

的“ 澳新线 ”、“ 欧洲线 ”，2018 年开年，各大海岛却脱颖而出，受到中国市场追捧。温暖舒适、直

航包机以及免签政策等关键词均击中“ 高压工作 ”下的上班族，来一场“ 椰林树影，水清沙白 ”

的休闲之旅已成为年度度假标配。

        根据业内人士分析，气候、免签以及便利的直航虽已成为出游者率先考虑的问题，可不得不

说的是，目的地安全仍是最影响出行选择的关键动力。诸如受到火山喷发影响的巴厘岛以及政局

动荡的马尔代夫，均在收客过程中受到了不小的阻力。在记者进行春节海岛游销售情况的了解过

程中发现，在此前计划前往巴厘岛及马尔代夫的游客中，有大部分人选择改期或取消行程，转而选

择东南亚、毛里求斯、关岛等大热海岛作为出游目的地。

 

        但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较价格优惠的东南亚海岛与充满非洲风情的毛里求斯，关岛在今年的

中国市场也表现出了强劲的上升态势。那么这个海岛的魅力到底体现在哪？今年春节又将带给中

国游客怎样的体验呢？

 

旅行社说：
 

        “ 伴随消费升级，国人的旅行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变。从 2010 年开始，全家旅行过春节开始火

热，而这也为我们做自由行或半自由行产品带来了启发。”记者从中青旅遨游网、携程旅游等知名

OTA 的产品经理处了解到，携老携小的家庭游组合成为关岛产品的主要买家，而这些家庭普遍持

有美国的多次往返签证。“ 签证虽然会影响部分游客对于目的地的选择，但是鉴于美国使馆签发

的签证具有多次往返的属性，所以自备签证的游客依旧会热衷这个气候宜人且距离中国仅 5 小时

飞行距离的美丽海岛。”同程旅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图：携程、遨游及同程的春节期间产品均已销售一空

 

        记者了解到，在狗年春节来临之际，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前往关岛的各线产品均已销售一

空，偶有掉位也都出现在 2 月 25 号之后。

 

        对于小众的关岛，今年旅行社产品也根据春节的特殊性推出了突出家庭天伦之乐和畅快购

物的两大主题。广之旅、春秋旅游等均在行程中加入趣味互动的行程：出海追海豚，鱼眼公园浮潜，

坐水陆两栖大黄鸭游览全城，乘坐铛铛车趴趴走，在海底市场或者跟着查莫洛人体验传统生活方

式。“ 游客开始注重与家人共同享受当地的独特体验，相信我们推出的线路能使客人在休闲娱乐

的同时感受到家庭出游的乐趣。”

 

        而今年首推包机产品的大连好利国旅同样以售罄的表现将关岛在北方市场推广开来，“ 便捷

的出游方式更能吸引‘躲寒’的东北游客，包机也能省去前期的准备时间，为一家人出国度春节提

供最好的选择。”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岛观光局说：

图：关岛人人爱狗，杜梦湾上常有玩滑板的小

狗出没，与中国狗年极其呼应

 

        伴随中国游客对于海岛游的热衷，关岛观

光局也在近几年大力推广多样化旅游产品，并

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有数据显示，2016 年，

中国大陆到访关岛的游客总量突破 26,000 人

次，增幅超过 11%。关岛观光局期望在 2017

年，通过积极的市场推广和合作，吸引超过

35,000 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关岛，同时期望借

2018 年推广主题“#instaGuam” - 分享关岛

每一刻，鼓励游客将在关岛的每一刻精彩瞬间

和喜悦分享给亲朋好友，从而达到一起感受关

岛积极乐观的“Håfa Adai”精神的目标。

       春节期间，为配合中国 FIT 及包机游客的

需求，关岛观光局还特别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纷

呈的欢迎活动，比如查莫洛特色的机场欢迎服

务，为每一位中国客人带上祝福的贝壳项链；

给小朋友们准备关岛独有的小鸟“Koko Bird”

玩偶，这种不会飞的珍惜鸟类，只能在关岛动物

园可以看到。

 

图：机场接机服务

 图：关岛独有的鸟类 Koko Bird

 

       除此之外，关岛观光局还依据中国的游客传

统风俗，专门制作了关岛专属限定款红包，为所

有新年前来关岛度假的游客送去 Hafa Adai 的

祝福。这种语言是查莫洛语问候和祝福的意思，

红包上可爱的卡通人物，是身着查莫洛传统服

饰的男孩女孩，下面的拉缇石和 koko 鸟，代表

了关岛 4000 年的文化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

打造适合您的广告方案，请与 TRAVEL LINK DAILY 旅业链接联系！ info@tlmchina.com

香港迪士尼乐园透露扩建计划细节

香港迪士尼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区内一个汇聚漫威体

验的必到之处。去年香港迪士尼推出“ 铁甲奇侠飞行之

旅 ”，获得空前成功，迅即成为香港迪士尼最受宾客欢

迎的游乐设施。去年 10 月，香港迪士尼展开未来几年的

发展和扩建计划，将陆续推出全新的游乐设施和娱乐体

验，为宾客带来更多受欢迎的迪士尼人物及故事，创造

更精彩、崭新的宾客体验。首个娱乐项目 , 是以华特迪

士尼动画工作室深受欢迎的动画《海洋奇缘》和角色莫

阿娜为主题的全新舞台表演“ 魔海奇缘凯旋庆典 ”，将

于今年 5 月在探险世界与一众宾客见面。发展及扩建计

划其中一项重要项目—城堡的华丽变身亦已展开 , 完成

后会上演崭新的日间及夜间不同的精彩表演节目。

韩媒：上海至韩国务安航线有望重启

韩联社 2 月 12 日报道称，韩国全罗南道政府和

中国东方航空表示，东航正在为 3 月 28 日起重新执

飞韩国务安 - 上海定期航班走相关程序。东航官网也

开始受理订票。务安至上海航班执行日期为每周三、

六的中午 12 点 20 分，上海至务安航班为每周三、

六的上午 8 点 45 分。全罗南道政府一名官员表示，

对华定期、包机航线重开有望提振当地旅游业。

点击查看全文

http://www.travellinkdaily.com/tld/special/11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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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岁的捷克将为中国游客带来哪些精彩的故事？
      2018 年 2 月 2 日捷克旅游局在上海九亭的一所独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国式古宅“ 薈珍屋 ”举办了捷克 2018 新季推广与迎

新活动。

 

      捷克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理查德先生和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

未晚女士为各界来宾致词 , 捷克旅游局上海办事处新任局长巴士

杰先生分别发表了讲话。

 

图为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女士为各界来宾致词

      捷克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理查德先生表示：“ 非常开心能见

到大家，中国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正如捷克一样。回首历史，过

去的 100 年对于捷克而言是喜忧参半的，但我相信这里将始终充

满希望。从领馆近三年的统计数字看，前来捷克旅游的中国游客从

18 万上升到 50 万，数字的增长足以展示出捷克的魅力。

图为捷克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理查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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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奇迹旅行南极新春之旅顺利起航

近日，一年一度的奇迹旅行南极团顺利起航。继连续多年

成功推出南极包船项目后，奇迹旅行此次南极新春之旅在提升

服务品质的基础上，特别邀约了来自多个领域的大师级人士登

船随行，为游客的极地之旅增添更多独家体验。奇迹旅行

2018 年全年将推出 4-5 条南极专线产品，预计将服务 500 名

左右客人圆满南极。春节期间，奇迹旅行“ 大爱南极 音乐大

师之旅 ”于 2 月 13 日顺利启程出发，该项目将是中国音乐家

首次南极演出。

国泰港龙航空 3 月将开通香港—济南航线

 国泰航空集团宣布，国泰港龙将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

起开通每周四班由香港往返山东省省会济南的航班，进一步

拓展中国内地网络。济南新航线将配合国泰港龙航空往来青

岛的航班，加强香港与山东省的联系。新航班会以配备商务

及经济客舱的空中巴士 A320 客机营运。每周四次往返两地，

香港 - 济南，每周一、二、四、六于当地时间 19:55 起飞，

23:15 降落济南；济南 - 香港，每周二、三、五、六当地时

间 08:15 起飞 11:30 降落。

      巴士杰先生随后介绍了捷克旅游局的最新推广计划。今年的主

题定为“ 捷克百年故事 ”，旨在多角度展示上世纪 20 及 30 年代

的第一共和国繁荣昌盛时期。 捷克旅游局产品路线分为文化、体育

和养生休闲旅游：文化旅游主要介绍世界文化遗产、城堡和宫殿、

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美食佳肴；体育旅行包括高尔夫及世界上徒

步路线最密集的网络；养生休闲旅游针对捷克独特的温泉、湖泊和

自然保护区。捷克旅游局将协助捷克企业围绕啤酒 , 水晶 , 温泉这

几大热点要素进行和旅游相结合的推广。捷克是一个精致但却饱含

历史底蕴和艺术氛围的国家。捷克的优质产品不光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捷克的风情，它们同样也是捷克旅游的重要组成环节。

 

捷克旅游局上海办事处新任局长巴士杰先生

 

      本次众多捷克高端品牌的在华企业也出席了活动，比如捷克著

名的水晶品牌 ELEONORA、CAESAR 和 BOHEMIA；捷克最

著名的化妆品牌菠丹妮；著名运动品牌阿尔派妮运动服饰等。除此

之外，中国知名品牌达利丝绸 , 学生义工团队 hi 芝麻开门，高品质

卡塔尔航空以及公务机平台 IFLYPLUS 也加入了捷克旅游局本

次 活 动。整 个 活 动 现 场 充 满 了 中 捷 百 年 的 怀 古 元 素 , 彼 此 交 相 辉

映 , 促进中捷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更上一个台阶。

 

      捷克旅游局感谢业界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与扶持，望与业者一

起携手走进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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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空旅行服务，以更快、更简单的系

统取代当前的计费、对帐和结算流程。

该项目是 Dolphin Dynamics 创始人

Roberto Da Re 的提议。Da Re 表示，

他们正在与其他“ 旅游技术公司和主

要 OTA”谈判，以便在将其交给未来将

管 理 该 平 台 的 非 营 利 组 织 Travel 

Ledger Alliance 之前加入该项目。这

种共享的、分散的系统将允许旅行社、

代理人、住宿批发商、酒店公司、汽车租

赁供应商、邮轮公司和其他公司实时访

问库存和跟踪交易，并且无需第三方基

金经理就可以支付款项。

    2018 年 5 月 30 日，南航将开通武汉

-伦敦（希思罗机场），每周三班定期直达

航班，由空客 A330-200 型客机，每周一、

三、五执行。武汉 -伦敦，航班号 CZ673，

当地时间 14:25 出发，18:45 到达；伦敦

- 武汉，航班号 CZ674，当地时间 22:10

出发，15:30 到达。

目的地

    继在首页推出“打车”业务后，春节前夕，携程又宣布，正式上线共享租车业务，并

计划借助该业务，直接切入汽车分时租赁场景。截至目前，携程共享租车业务已覆盖北

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并由此辐射天津、烟台、中山等周边城市。据悉，上述地区首批

已涵盖北汽 EC200、奇瑞 EQ 等 15 种新能源车型，共计一万辆车。根据市场数据，共享租

车业务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公开资料显示，2017 年，我国分时租赁单车日营业收入已达

到“100 元级别”。而罗兰贝格预计，2020 年将达到 200 元级，2035 年达到 300 元级；到

2025 年，中国共享租车汽车数量预计将保持约 45% 的年复合增长率。

携程杀入共享租车领域　
并计划切入汽车分时租赁场景

    2 月 11 日凌晨，有自称在伦敦希

斯 罗 机 场 第 二 航 站 楼 World Duty 

Free 免税店打零工的中国留学生爆料

称，该免税店在优惠措施上区别对待

中国消费者。12 日凌晨，World Duty 

Free 免税店在微博发布声明，称已经

开始进行调查。北京时间 13 日凌晨 5

点 44 分 ,World Duty Free 免税店在

官方推特上发布中英文致歉声明 , 并

称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希思罗机场免税店致歉声
明：对中国民众万分歉意

南航武汉伦敦直飞开航

台媒称大陆赴台跟团游3月
全面停止

    据台湾“ 东森新闻云 ”12 日晚报

道，花莲地震后，台北市旅游业内传出

消息，3 月大陆赴台旅游团签全部被要

求停止，4 到 9 月配额受限，每家大陆

赴台旅行社团客配额限制约 1000 人

左右。报道指出，以现在的 311 家有跟

团游业务的旅行社估算，4 到 9 月总共

只有 31 万 1000 人的跟团游客名额。

报道还称，受 2018 年台湾县市长选举

的影响，10 到 12 月也将停止赴台旅游

团签，但自由行依然不受限制。据台湾

“ 联合报 ”报道，对此，台“ 观光局 ”

副局长张锡聪回应称，确实听过这样

的传言，不过仅止于谣言。他还表示，

目前大陆官方并未证实，“ 观光局 ”会

持续了解和观察。陆委会则表示没有

听说过，但会持续查证。

荷兰新规：飞机上闹事
将被罚款甚至诉诸法庭

    荷兰《华侨新天地》日前刊文称，以

后在荷兰的飞机上闹事，当场就会被罚

款，严重者甚至将被诉诸法庭！有了这

条新规定，荷兰公诉机关希望能够减少

乘客在飞机上频繁闹事等野蛮行为。对

于大型航空公司来说，一些不守规矩的

乘客就是最大安全隐患。据当地媒体报

道，公诉机关希望客舱服务人员能够更

多地将这一新规定广而告之，这样就能

开始广泛施行该项规定了。

春运高峰来临，飞常准与
国内搜索引擎合作优化航
班搜索服务

    据民航局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

航空旅客运输量达 5.52 亿人次，同比

增长 13.0%。与此同时，据携程 2017 年

数据显示，其 3 亿用户的人均飞行次数

仅为 3 次。随着旅客对航空信息需求的

日渐增多和细化，飞常准及合作伙伴在

近一年来进一步优化并拓展服务内容。

2018 年 2 月，飞常准宣布与百度在航

班数据搜索的服务延展到了 PC 端，与

此同时，亦宣布与搜狗搜索基于 PC 端

和移动端同步展开合作，让航班数据覆

盖更多公众易于接触到的互联网渠道，

解锁航班数据查询的新途径。

Travel Ledger：推出非航
空服务的区块链系统

    2 月 11 日，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披

露了关于投资驴妈妈旅游网母公司景

域文化的进度。据观点地产新媒体报

道，在 9 月 27 日，丰盛控股便与上海景

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订立战略合

作协议，将在开拓文化旅游度假市场方

面展开战略合作。景域文化旗下业务及

附属公司包括三大集团，即景域目的地

运营集团、驴妈妈集团及景域旅游智慧

经济集团。丰盛控股及有限合伙人与普

通合伙人订立协议，有限合伙人各自已

有条件同意分别向丰盛控股或其代名

人出售基金权益，该事项的最高代价为

33.43 亿元。

丰盛拟 33.43 亿收购基金
权益 以投驴妈妈母公司
景域

打造适合您的广告方案，请与TRAVEL LINK DAILY旅业链接联系！ info@tl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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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将至，纽约州有哪些好的节日去处呢？一定既要令人惊叹的风景，

舒适温馨的餐食与住宿，又需要能充分享受甜蜜时光，也许还有新鲜刺激

的冒险之旅。对于想要精心安排浪漫节日，充分享受二人世界的人们来说，

这些选择都可算得上十分合适：

1. 莫宏克山庄 /Mohonk Mountain House

 

莫宏克山庄坐落于邻近纽约市的哈德逊区，俯瞰哈德逊河谷，是十分受追

捧的热门度假目的地。整个山庄建筑呈维多利亚城堡风格，房间内有散发

木香的火炉，能欣赏到震撼人心的美景。

 

清晨可以享用山庄在节日期间为客人特别提供的红酒与鲜花的早餐套餐

服务。之后决定是前往山庄的美丽滑雪道，还是在树林环绕的泳池听着水

底音乐，度过有趣的时光。感兴趣的话，一起前往溜冰场，牵手滑行，亦是不

错的选择。一天的活动结束之后万不可错过舒缓人心的水疗，这里的水疗

曾被《悦游》评为全美最佳呢。

 

2. 罗克斯伯里酒店 /The Roxbury

 

酒店位于银装素裹的卡茨基尔区，是一家让人惊喜不断的精品汽车旅馆式

度假酒店。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然而一踏进房间内，便立刻被这些风格各

异，奇怪有趣的设计所吸引。现代的原始的，搞怪的可爱的都有。这些房间

设计的灵感多来自于 60 和 70 年代的奇幻影视作品。情人节时，酒店亦特

别准备了节庆套餐，含香槟、美食、鲜花、按摩以及水疗，让客人享受美好浪

漫的二人时光。

 

纽约州有名的滑雪胜地比利尔山位于酒店附近，若想体验一番冬季户外运

动，可轻松到达。

 3. 普莱西德湖小屋度假村 / Lake Placid Lodge

 

位于阿迪朗达克区的中心位置，紧挨人气露营地镀金年代（Gilded Age）。

这里曾被《旅游休闲》评为世界最佳住宿选择之一，房间设计独特、配舒适

的羽绒垫、石砌壁炉、深型浴缸，从房间也能看到美丽的山间景致。这里为

客人们提供的情人节套餐为奢华双人晚餐，经典的巧克力酱裹草莓以及延

迟退房的服务。同时，喜爱冬季户外运动的恋人们也可以选择度假村的滑

雪套餐。

 

4. 库柏镇酒店 /The Inn at Cooperstown

 

纽约州旅游局中国代表处

trade@iloveny.com.cn        
www.iloveny.com 

北京 : 010-64301893         Beijing@iloveny.com.cn 

上海 : 021-63858501         Shanghai@iloveny.com.cn      

广州 : 020-87300366         Guangzhou@iloveny.com.cn                   

成都 : 028-61326792

           

欢迎关注微博“ 我爱纽约州 ”和微信“ 纽约州印象 ”获取更多纽约州相关信息。

游遍纽约州
纽约， 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纽约州有哪些旅游资源， 相信很少有同行特别清楚。

《游遍纽约州》 本期将带您了解——情人节怎么过？纽约州的这些地方已经为你计划好了。

栏 目

情人节怎么过？纽约州的这些地方已经为你计划好了

不少人对此地一见钟情。酒店与纽约市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出

自同一设计师之手，风格兼具特色与魅力。酒店距离镇上的主街非常

近，步行即可到达，街道分布着各式店铺与风格餐厅；同时在酒店也

能乘坐有轨电车，快速到达芬尼莫博物馆，欣赏丰富的艺术藏品。人气

冬季套餐含美味的早餐、精致的纪念品以及前往棒球名人堂的 VIP

观光服务。

 

5. 贝尔赫斯特城堡 /Belhurst Castle

 

位于五指湖区塞内卡湖畔，建于 1880 年，宛若童话中的城堡。旅业中

有名的万维网（ShermansTravel）曾将这里列为十佳小型浪漫酒店

之一。客房内是古典的四帷柱大床、彩色玻璃窗、大理石壁炉，从房间

便能看到美丽的塞内卡湖。城堡还拥有一处小型的酒庄，产出的葡萄

酒也非常值得一试。情人节期间，这里的特别套餐包含玫瑰花、巧克

力、优质酒类、六道式餐食等等。

 

6. 10 Fitch 

 

采用了不少古董与漂亮家具装饰，比如从附近麦肯锡儿童工作室搬来

的扶手椅，整体风格比较奢华。情人节期间酒店特别推出的梦想成真

套餐含酒庄观光、烛光晚餐、旋流温水疗浴和薰衣草香味的丝质织物。

 

7. 米尔博酒店 & 水疗 /Mirbeau Inn & Spa

 

位于五指湖的童话小镇斯卡尼阿特勒斯（Skaneateles），房间都是城

堡风格，配舒适的壁炉、超大浴缸、柔软的床，曾被《悦游》列入全美最

佳的二十个小型度假村之一，这里最大的亮点是水疗中心，有游泳池、

瀑布，以及专门为恋人们提供的情人节套餐。除了这些，酒店的情人节

浪漫套餐还有法式餐食、按摩、玫瑰花瓣装饰。

 

8. 红马车酒店 /Red Coach Inn

Red Coach Inn - Photo Courtesy of Red Coach Inn

 

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店，有深厚的都铎王朝时代风格，距尼亚加拉瀑布

不到 500 米，可鸟瞰尼亚加拉河的景致。冬季酒店准备的浪漫套餐含

房间内的玫瑰花瓣装饰、香槟酒、巧克力以及在壁炉旁享受精致诱人

的餐食。享受酒店服务之余，也可以到附近的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

看看这里奇幻的冬日景观。

 

二月的纽约州依然皑皑白雪，但这里有独特的冬日风光、温暖的室内

体验、刺激的户外雪地活动与浪漫的节庆氛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于

情人节的热情。趁着这个特别的日子，一起到纽约赴一场浪漫之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