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1 日，同程艺龙赴港递交招股书，正式启动 IPO

计划。招股书显示腾讯为同程艺龙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4.92%；携程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22.88%。

    据数据显示，合并后的“ 同程艺龙 ”拥有近两亿的消

费会员，去年服务人次超过 5 亿。今年 1 月，同程网络与

艺龙旅行网将‘火车票机票’以及‘酒店’两个入口进

行了业务上的互通，并对会员系统和商城积分体系的改

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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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签证培训会招募开启 同程艺龙赴港启动 IPO计划 腾讯与携程是两大
战略股东

尔兰 ADS 签证培训会。活动时间

为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30，地点为爱尔兰大使

馆（北京）。

    报名方式十分简单，只需每

位申请者于 6-25 前直接将个人

信息（包括中英文公司名称、中英

文姓名、职位、电话以及邮箱地

址）通过邮件发送至：

zhangyu@tlmchina.com 的邮箱。

    6 月伊始，海南航空 & 国泰

航空纷纷开通了从北京 & 香港出

发，飞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直

航航线。随着直航的开通，国内游

客将能更加轻松的穿梭两地，仅

需一本护照，一张机票即可直奔

爱尔兰。

    为了帮助业者了解完整的

签证资讯，爱尔兰大使馆签证联

合爱尔兰旅游局，诚邀具备 ADS

签证资质的旅行社负责人参加爱

立

文化和旅游部对2600余家票务网店进行专项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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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德国铁路专家？

看这篇就够了

    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营业性演出市场监管，文化和

旅游部近期严查严管演出内容和演出票务经营行为，查处

了一批营业性演出市场重大案件。针对公众越来越普及的

网络购票行为，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违规票务网店专项

整治，对 2600 余家网店进行专项清理，部署北京、上海

等 19 个地区查处 143 家违规从事票务经营活动的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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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卡塔尔航空 
悦享英国威尔士
5月1日绚丽启航

扫一扫，赢取开航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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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业课程

想成为德国铁路专家？看这篇就够了

　　欧洲铁路公司 Rail Europe 及德国联邦铁路公司 Deutsche Bahn 于 2018 年度再度携手

合办“ 德国铁路专家 German Rail Professionals＂。本在线培训计划旨在增加学员对德国铁路

交通的认识，同时巩固学员对德国铁路产品的认识，成为认可的＂德国铁路专家＂，进一步协助处

理推广及销售的工作，鼓励更多国内旅客利用德国铁路产品进行目的地探索，丰富其在德国的旅

游体验。

　　经注册后的学员在学习期内完成并通过所有课程考试，可获发电子毕业证书。

学习与考试
　　课程学习全年开放，历时 5 个月（5 月至 9 月），共有 3 个单元学习课程和 3 个单元考试供学

员学习和考核。

　　学员每完成 1 个单元学习课程，并参加该单元配置的 10 道选择题的考试，答对 7 道即为通

过；完成 3 个单元学习课程并通过 3 个单元考试的学员，即可获发电子毕业证书。

　　3 个单元学习课程的主题如下：

·   单元一：德国铁路概况

·   单元二：德国火车服务

·   单元三：德国铁路通票

活动奖励
·   电子毕业证书：成功通过 3 个单元考试后的学员，可以获发 1 张电子毕业证书。

　　立即访问链接，成为德国铁路专家： http://trade.raileurope.cn/germanrail-professionals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 Deutsche Bahn 是德国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和欧洲最大的铁路企业，负责德

国境内所有国有铁路的运营，提供德国境内和连接欧洲其他国家的铁路客货运输服务。德铁运营

的列车主要包括：ICE 高速列车、IC 城际列

车、区域列车等，其经营范围更从铁路扩大到

公路，提供方便快捷的 IC 巴士服务。德国的

铁 路 交 通 网 络 庞 大 密 集，境 内 拥 有 超 过

5,600 座火车站，乘坐火车畅游德国，绝对是

愉快便捷的旅游体验。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所发行的德国铁路通

票 German Rail Pass 方便实惠，不但可凭

票免费搭乘德国境内的火车交通，更可享有

额外购物、住宿等优惠，广受海外旅客欢迎。

欧洲铁路公司
　　欧洲铁路公司 Rail Europe 是法国国营

铁路公司和瑞士联邦铁路的子公司，为全球

首屈一指的欧洲铁路产品经销商。欧洲铁路

公司拥有丰富的欧洲铁路产品，包括通票、点

到点车票以及预订和旅行套票。推广欧洲铁

路旅行，不仅是在推广一种旅行方式，同样也

是在推广欧洲旅游目的地。因此，自成立以

来，一直同欧洲各大旅游局紧密联系，共同合

作。

　　欧洲铁路公司提供中文客服协助、人民

币报价、结算和实时出票。欧洲铁路公司分别

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商务代表处，负责大中华

地区的业务发展。旅游同业可通过欧洲铁路

公司在国内 14 家官方销售代理商预订德国

铁路的产品：

· 欧铁（北京）国际商务咨询

· 众信旅游

· 凯撒旅游

· 世界邦旅行网

· 穷游网

· 迷旅

· 上海欧铁商务咨询

· 妙计旅行

· 携程旅行网

· 同程旅游

· 途牛旅行网

· 飞猪

· 广州中航服（广州一起飞）

· 广州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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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之旅将拟收购飞途假期

6 月 19 日晚，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称，公司于当日召开董事会九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控股子公司收购武汉飞途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广之旅 ”)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449.35 万元

向自然人吴海玲、葛倩购买武汉飞途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武汉飞途假期 ”)51%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广之旅将持有武汉飞途假期 51% 股权，成为武汉飞途

假期的控股股东。

南航：各渠道购票全可官方退改

6 月 21 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微信公众号发文称，

南航目前已上线机票退票和改期新功能，无论在哪里购

买的机票，都可以在南航 APP、官方微信公众号、“ 南航

e 行 ”小程序上完成机票退改，2 小时内到账。费用在新

推出的“ 退改计算器 ”功能中可清楚查到。

南方航空在其官方微信上称，除了南航官方渠道，

在机票代售点或第三方平台购买的南航国内机票，也能

在南航 APP 和微信退票、改期，并可达到退票秒到账、

改期秒处理的效果，彻底改变以往只能在原出票地退票、

改期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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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垂钓日开启纽约州夏季旅行季

       纽约州拥有约 7500 个湖泊和池塘，总长超过 11 万公里的河流和溪流，还有丰富的海

岸线，是 165 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无论专家还是新手，在纽约州垂钓都会收获颇丰，钓得

鲈鱼、鳟鱼、鲑鱼、北方狗鱼，麝香鱼和大眼鱼等品种。世界顶级的钓鲈比赛 Bassmaster 所

列的 50 个鲈鱼湖名单上，纽约州便拥有 4 个。阿迪朗达克和卡茨基尔区内的公园湖泊和溪

流清澈透明，使得纽约州成为落基山脉以东最棒的飞蝇钓目的地。而喜欢海钓的人则可以

前往长岛著名的海岸线，那儿有条纹鲈鱼和青鱼等珍贵物种。

       州内世界一流的垂钓地点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垂钓者，体验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域与

垂钓项目。每年这里还会举办免费垂钓日活动，让纽约客与游客们都能免费体验和享受垂

钓活动。在这些特定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可以在州内的各大湖泊、池塘、河流和溪流体验免

费垂钓，且不需要许可证。最近的免费垂钓日即将于 6 月 23-24 日开始。2018 年的其它免

费垂钓日期还包括 9 月 22 日（全国狩猎和垂钓日）以及 11 月 11 日（退伍军人日）。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 M. 库默说道：“ 一年四季，不管是夏季哈德逊谷的河流还冬季阿迪

朗达克区冰冻的湖泊，纽约州都能为垂钓者们提供最佳的体验。这些免费垂钓日让纽约人

和游客们都有机会在帝国之州的每一个角落体验世界一流的垂钓活动，欣赏独特的自然美

景。”

       除垂钓之外，夏季计划前往纽约州的游客们还可以体验这些：

在猎人山体验高空滑索
       喜爱冒险的人一定不舍得错过这条北美最高、最快，最长的高空滑索线路。以每小时超

过 80 公里的速度移动，从 180 多米的高空俯瞰卡茨基尔山脉和山谷，全程总长超过 4.7

公里，非常刺激。这可能是最接近飞行的感觉了。

 

在尼亚加拉瀑布的薄雾中享受清凉

       每个人都应该亲自体验这个纽约州最著名，最令人敬畏的自然奇观之一。抓起一件雨

披，乘坐经典的“ 雾中少女号 ”游船，一头扎进奔流水流里，进入瀑布的盆地。或者体验更

加靠近瀑布的风洞之旅，通过 175 英尺高的升降机到木质走道的起点，顺着走道前往“ 飓

风甲板 ”，在几英尺之外欣赏倾泻而下的水流。

与家人在莱奇沃思州立公园留下难忘的回忆
       放弃喧嚣的城市，远离汽车的喇叭声，与家人到莱奇沃思州立公园来聆听森林野生动

物和奔腾水流的声音。被称为“ 东方大峡谷 ”的莱奇沃思州立公园的峡谷引导着杰纳西河，

分流形成三个大瀑布，其中一个落差超过 600 多英尺（约 190 米）的瀑布。可以事先预定一

个露营地，在星空下度过有趣的夜晚，在公园内徒步旅行，甚至在峡谷河流内尝试漂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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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以试试热气球体验，俯瞰公园自然风光，一定会

成为难忘的记忆。

 

乘坐乔治湖迷你哈哈游船
       登上乔治湖蒸汽船公司的迷你哈哈游船，欣赏令

人难以置信的湖光山色、聆听独特的历史和乔治湖及

其周围阿迪朗达克湖的详细介绍。从 6 月 18 日至美

国的劳动节，一天有 7 个时间段可选。6 月 22 日至 8

月 31 日，每个周五晚上的 7：30 的巡演都是以海盗

为主题的——孩子们会收到海盗的战利品包，大家都

可以加入宝藏任务中，甚至会有一场虚拟的战斗，非常

有趣。 

 

尽情享受大纽约州集市
       各州集市是美国夏季最喜庆的活动之一，而大纽

约州集市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最初，集市活动主

要与农业农艺相关，比如各种畜牧展、知识讲座，农耕

比赛。发展至今，庆祝活动也从最初简单的活动衍变为

集现场表演、美食品尝、手工艺展等为一体的多元化节

庆活动，现在每年吸引约 100 万名游客前往。今年的

庆祝从 8 月 22 日正式开始，至 9 月 3 日结束，总共持

续 12 天。届时就能体验纽约州的传统娱乐项目、参观

农艺手工艺展、聆听论坛讲座、参加竞赛以及观看明星

现场表演等等，感受浓浓的传统美式节庆氛围。

 

在博德特和胜家城堡实现皇室幻想
       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进入真正的城堡，不过在纽

约的千岛湖群区有两座美丽的城堡供游客在今夏去探

索。博德特和胜家城堡的历史都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

当时由富有的美国大亨为家人建造。乘船游览通过导

游讲解了解城堡的历史时，你会被这两处建筑迷住，自

行前往探索这些建筑瑰宝也行。在胜家城堡甚至可以

租到皇家套房，一晚最多能住六人，并提供晚餐和早

餐，最棒的是夜间观赏城堡及其庭院。

 

亲自感受新鲜的农场体验
       石 头 谷 仓 农 业 中 心（Stone Barns Center for 

Agriculture）致力于改革我们的食物系统，使之更健

康，更可持续。这里种植的作物中，有 70% 供给了一家

“ 从农场到餐桌 ”的餐厅 Blue Hill。在此用餐你会详

细地了解从厨房端出来的每个菜品。用餐结束时非常

愉悦和满足，甚至有不少迸发的灵感。这与听了一场激

奋人心的音乐会或是读完一本有力的书作感受非常相

似。

       除了美食外，还可以在周三至周五的下午 3:00 参

加一个 40 分钟的免费旅行，包括不少参与感很强的活

动，如收集鸡蛋、识别不同的羊、学习如何用直接从地

里采摘的农产品制作美味的食物，甚至是观察蜂蜜如

何劳作等等，特别适合家人共同参加。 

       更 多 纽 约 州 夏 季 旅 行 资 讯，请 查 看

www.iloveny.com/things-to-do/summer/



    资讯

    6 月 19 日，驴妈妈母公司景域集团宣布调整组织架构，成立驴妈妈集团和新景域集

团。驴妈妈集团下辖驴妈妈旅游网、智慧旅游集团和目的地运营集团三大板块，洪清华

担任总裁。新景域集团下辖景域旅投、景调和景域芯等公司，高冬担任新景域集团总裁。

    同时，原驴妈妈整合营销中心、景域营销、景翼营销外包合并成驴妈妈旅游网营销

事业群，新成立驴妈妈旅游网全球资源预控委员会，景域大市场整合营销中心并入智慧

旅游集团。

景域集团组织架构大调整

丽思卡尔顿游轮正式开放
预订

    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团宣布丽思卡尔

顿游轮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正式接受

预订，将于 2020 年 2 月首航。

    丽思卡尔顿酒店全球品牌负责人

Lisa Holladay 表示：“领先于行业，丽

思卡尔顿酒店集团将陆上酒店的高品质

服务和氛围延伸至海上，打造游轮奢华

入住体验。我们很高兴为宾客提供一种

新的方式，来共同缔造丽思卡尔顿回忆。

我们精心打造旅程的每个细节，从游轮

的设计到行程的规划都特别体现了丽思

卡尔顿酒店的标志性服务和奢华休闲。

游轮现已开放预订，我们热切期待着宾

客们登船旅行。”

    今年 6 月 , 日本将开始实施新的民

宿管理法。届时 , 上万所寺庙将有资格

把空闲房间当成民宿租给游客。

    在新规定的影响下 , 许多日本寺庙

正计划着出租空闲房间,允许游客过夜。

与此同时 , 在线预订寺庙民宿的商机也

应运而生。一家总部位于大阪的公司就

推出“ 寺泊 ”服务 , 效仿现在流行的民

宿预订网站“Airbnb”,提供“心灵民宿”

预订服务。

    提供预订服务的公司表示 , 游客在

寺庙不仅可以品尝素斋 , 还可以参加寺

庙的各种日常活动 , 包括诵经、参禅打

日本民宿新法允许寺庙开
办民宿

飞猪上线民宿短租频道

    6 月 21 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旅行

品牌飞猪宣布上线民宿短租频道，首批

接入中国知名共享住宿品牌小猪短租的

批量优质房源。此次飞猪和小猪合作打

通飞猪流量入口，进一步丰富及“加精”

了飞猪用户的住宿选择。

    接下来，飞猪还将接入更多品牌的

优质房源，不断丰富民宿短租的内容。

飞猪期望通过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 ”，给青睐民宿短租的年轻人带来更

好体验。

国内民宿短租等房源约300
万套

    近年来，我国共享住宿市场迎来爆发

式增长。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

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 2018》显示：

2017 年我国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国内房

源数量约 300 万套；参与者人数约为

7800万人，其中房客约7600万人；共享住

宿市场交易规模约 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6%。

首都机场正式接管航空器机
坪管制

    6 月 21 日零点，首都机场航空器机

坪管制职责由华北空管局正式移交至首

都机场，至此这个世界第二繁忙、国内最

大机场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运行模式。

    此举将帮助国内大型机场探索统筹

机坪运行保障、提高机场地面运行安全

水平和效率的新路径，效果值得期待。

    此外，在首都机场 A-CDM 系统上，每

个航班都有一条绿色的时间轴，航班各

个关键保障节点时间一目了然，机场可

以根据空管给出的起飞时间以及各航班

具体的准备情况来及时微调放行顺序，

减少航班延误。

    为提升以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

湿地游、避暑游为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便捷和周到

的服务，黑龙江省日前发起成立了总规

模 50 亿元的旅游产业发展基金。首个

扶持项目“ 一部手机游龙江 ”智慧旅游

平台建设将于 7 月初启动，计划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

    该项基金由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下属

的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

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

黑龙江成立50亿元旅游产
业发展基金

    随着扩建计划踏入新里程，香港迪士

尼乐园度假区（香港迪士尼）MICE（会议、

奖励旅游、企业会议和展览）业务将持续

增长势头。一系列全新的精彩娱乐项目将

陆续推出，进一步丰富度假区的商务活动

设施及配套，同时启发团队发挥无限创

意，设计更多迪士尼独有的奇妙企业活动

体验。

    此外，连接中港两地的大型交通基建

即将落成，加上整个亚太区域的飞行网络

愈趋完善，将带动香港迪士尼商务活动业

务发展，并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会展

旅游及盛事之都的地位。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不
断扩展 会议及奖励旅游业
务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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