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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旅游局任命中国区总经理
为阻止申请人利用政策漏洞占位，鼓励申请人一次性提交

所有的证明文件，根据美国移民局最新规定，2018年9月11日

起，美国移民局收到的所有移民/非移民申请，以及身份转换请

求，如果一开始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没有提交全部的

证明文件，移民官可以直接拒绝，不用事先寄发补件（RFE）

或否决意向（NOID）通知书。

美国移民局：9月11日起申请签证不再实行补交材料政策

今年8月履新。胡敬雯女士将常驻

上海，并负责澳大利亚旅游局市场

营销、公共关系、以及与重要合作

伙伴的战略推广与合作。

       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的国际市场

，7月18日，澳大利亚旅游局宣布

任命胡敬雯女士担任澳大利亚旅游

局中国区总经理一职。胡女士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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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出台新规：机票退改签收费将实行“阶梯费率”

为阻止申请人利用政策漏洞占位，鼓励申请人一次性提交

所有的证明文件，根据美国移民局最新规定，2018年9月11日

起，美国移民局收到的所有移民/非移民申请，以及身份转换请

求，如果一开始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没有提交全部的

证明文件，移民官可以直接拒绝，不用事先寄发补件（RFE）

或否决意向（NOID）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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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 :“拥抱中国”计划启动 众信成首批合作企业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前夕，迪拜“拥

抱中国（Hala China）”计划正式启动，国内领先的出境综合

服务运营商众信旅游集团成为该计划的首批战略合作企业。众

信旅游高级副总裁林岩女士应邀参加了迪拜“拥抱中国（Hala 

China）”计划执行委员会启动仪式。

http://www.travellinkdaily.com/tld/
http://ctoa.travellinkdaily.com/
http://ctoa.travellinkdaily.com/france


全新概念

7 月18 日，由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主办的“2018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北京站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此次发布会以推介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热气球旅游文化为核心，向到场的北

京旅行社、MICE 公司及主流媒体集中展示了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的特色优势旅游资源。

图：“2018 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 ”启动仪式嘉宾合影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北部，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

漠。“ 库布其 ”为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依托沙漠绿洲的生态治理、豪华

完善的硬件服务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打造出世界级的沙漠生态旅游度假胜地。

图：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

 景区内拥有依照阿布扎比皇宫风格建造的七星湖沙漠酒店，可容纳 1200 人的会议中心；

涵盖全球最先进治沙技术和理念的沙漠科技馆，高端舒适、效果震撼的 4D 影院；沙漠植物馆内

则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270 多种珍贵植物。在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无论是体验惊险刺激的沙漠

娱乐项目，还是在一望无际的辽阔中欣赏湖景的宁静悠远，这里都能满足所想。

年轻元素加持
 据本届热气球节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届热气球节将从 8 月 18 日正式开幕，至 8 月 24 日

晚结束。在为期一周的热气球节期间，游客将有机会欣赏到 40 个直径为 30 米的热气球一同升上

天空的震撼场景。此外，灯光节、啤酒节、婚纱秀、狂欢夜和全羊宴等主题活动轮番来袭，游客将在

绚丽的灯光与劲爽的啤酒中尽情释放夏日激情。组委会还将邀请时下最受年轻互联网用户喜爱的

抖音网红赴景区现场直播，在社交网络和年轻潮人间引爆热烈氛围。

图：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董事长武陆奇接受采访

       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董事长武陆奇亲临现场并致辞，他表示：“‘2018 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

气球节’是迄今为止鄂尔多斯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社会参与面最广、文化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体育旅

游活动。我们希望‘2018 库布其七星湖国际

热气球节’能把热气球这一时尚的体育运动

推向更高的境界，在各大企业和传媒界的大

力支持下努力使这一新兴的体育运动像乒乓

球、足球等运动一样家喻户晓，并得到长足的

发展；我们更希望在推广热气球运动的同时，

将热气球节打造成为库布其七星湖沙漠生态

旅游区的一块吸睛招牌，成为内蒙古旅游的

人文标志之一。”

 “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本次库布其国家沙

漠公园结合了抖音、热气球等年轻人热爱的元

素，旨在针对富有活力的 80、90 后以及刚刚

毕业的 00 后这些年轻群体。与此同时，占到

市场 1/3 份额的家庭游、亲子游同样也是我们

重要的服务对象。保守估计本次的活动将吸引

到 8 万人次的游客量。”武董事长说道。

打造安全“低空游”
 北京奥世嘉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

理、会设计联合创始人 CEO/2018 库布其七

星湖国际热气球节组委会组长曹燕清在致辞

中表示：“ 奥世嘉诚与库布其沙漠公园签署

了 10 年战略合作，致力于打造库布其沙漠公

园旅游 IP 热，‘不去土耳其 就去库布其’，

2018 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只是一个

10 年计划的开始，库布其不仅是一个沙漠变

绿洲的奇迹，未来更是一个集智慧旅游、AI 导

游的旅游悠闲胜地。慨叹神奇，欣赏美景的同

时，让库布其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热气球旅游

基地，多层次满足旅游者需求，打造一年一度

的 IP 活动热，除每年一次的热气球节以外，再

打造三个小 IP，以大带小，共同发展。建立中

国最成功的热气球旅游 IP 文化胜地，是奥世

嘉诚与库布其沙漠公园的共同奋斗目标。”

左一：南京乔恩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羊正华

 南京乔恩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羊

正华认为，“ 低空旅游 ”在国外十分流行，但

在中国发展缓慢。“ 其实主要原因在于很多

景区没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以及安全体

系。而库布其的热气球节请到了驾龄（驾驶热

气球）多年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而且严守安

全关，绝不在天气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贸然

进行飞行。与此同时，我们计划将热气球的这

项旅游 IP 进行长期的发展，不单单是本次的

亮点，而是让游客一提起热气球就想到来库

布其。我相信‘低空旅游’是中国旅游的风口，

所以抓住机会才能得到更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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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最大停车场Orange Lot的装修也将在展会期间完成。

改造后的停车场可多容纳2000辆车，不仅可以改善场内交通状况，

还会加开一条通向690号州际公路的西向出口。

活动方面，除了传统的展现纽约州风情多样性的项目之外，8

月24号至26号，新推出的“拉丁村”周末将在纽约州节庆体验场地

火热上线，雪城的西班牙联盟将为此次活动带来拉美音乐演出、美

食及文化体验等。此外，超过200家食品经销商将为集市游客呈现

种类丰富的创意煎炸食品、素食与犹太美食等，还有各类小饰品等

可供挑选。

而大纽约州集市的保留项目，包括经典的顶级大型马戏团表演

和动物表演，专业人士指导下的奶牛现场分娩项目，Niall Horan等

顶级音乐人参与的现场演唱会，动物谷仓和马术表演等，都将为游

客带来缤纷多彩的美国风土人情体验。

点击查看更多内容

2018年大纽约州集市（The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门票已

于7月9号周一正式开启预售。今年的大纽约州集市将于8月22日至9月3

日在纽约州雪城举行，主题为“发现你的伟大之处”，并将为游客们带

来纽约州农业产品和娱乐的最佳体验。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集市带来的

成果，此次售票推出了大量全新折扣价，包括针对大学生的一美元票，

只要持有当前有效学生ID即可购买。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M·库默表示：“大纽约州集市每年的访客数

量都在打破纪录，这里便宜而优质的娱乐项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在开放了新的展览中心，推出了更多的折扣之后，大纽约州集市势

必将迎来又一个游客井喷的年份。”

今年，大纽约州集市将首次推出其花费了6300万美元打造的全新

展览中心，而这也是纽约市以北、波士顿到克利夫兰之间跨越距离最大

的活动场地。中心内设有一个临时溜冰场，还将推出曾在去年大获成功

的“我爱纽约”旅游互动展览，广受欢迎的年度集市沙雕也会搬进此处

。此外，集市主办方还与各种体育组织合作，为曲棍球、花样滑冰、速

度滑冰和扫帚球等运动项目开设比赛和展览。

新选择

2018年度
大纽约州集市开启门票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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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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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警示：汛期出游时刻绷紧安全弦

7月16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安全警示，

强调游客在欣赏山地风光的同时，要时刻绷紧安全

弦，平安出游。文化和旅游部建议，出门前了解足

够的安全知识；尽量结伴出游，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时，选择专业性高、组织保障能力强的正规组织，

签订合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纠纷。

腾邦国际拟收购九州风行 加速出境游布局

7月17日晚间，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公告称，腾邦国际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支

付的方式，购买北京九州风行旅游股份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收购完成后，九州风

行将成为腾邦国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http://www.travellinkdaily.com/tld/mdd/12863.htm
www.iloveny.com


    资讯

海航集团于 7 月 16 日在内部下发人事任命文件，原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董事长陈峰担

任董事长，不再兼任董事局主席一职。海航集团党委常务副书记、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孙明宇和海航控股董事长包启发，出任海航集团新的董事，海航集团原董事局董事兼首席执

行官张岭履新副董事长一职。

陈峰不再兼任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 
董事会增一员

近期，途家和国际住宿分销技术商

SiteMinder达成协议，双方将联手打通

后台库存管理与价格体系，帮助海外房东

一站式管理房源。据悉，紧张的开发部分

已经完成，并进入了核心房东内测阶段，

该功能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全体海外房东

开放。

途家：与住宿分销技术商
SiteMinder达成协议

红土航空:与GECAS及
CFM签署一揽子合作协议

2018年7月16日，范堡罗航展开幕当

天，云南红土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

GECAS以及CFM国际公司在航展现场签

署了2019年4架空客A320NEO的租赁以

及相关备发采购和12架A320NEO飞机发

动机维修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合同总金额

逾4亿美元。

中意航线再添新军 沈阳至博
洛尼亚航班正式开通

当地时间7月16日，由意大利蓝色全景

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的一架民航客机，搭

载着240名乘客，从中国沈阳安全飞抵意大

利中部博洛尼亚马可尼机场。这是意大利继

罗马、米兰开通直飞中国航班后，意大利中

部城市首次开通中国直飞航班。

云南:做旅游市场整治排头
兵 抵制不合理低价游

7月7日，在“2017中国旅游总评榜颁

奖典礼”上，借云南高举抵制不合理低价游

的大旗，由云南报业集团就爱去旅游文化传

媒倡议，主办方“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

盟”特别发起“在全国掀起拒绝不合理低价

游、传递中国旅游正能量”的主题活动。

欧盟本周一发布公告，要求Airbnb必

须在8月底之前处理消费者投诉，改进其收

费和预订系统，Airbnb方面表示将全力配

合。欧盟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Vera 

Jourova表示，Airbnb在入住结束时增加

清洁费等额外费用，这种复杂的价格结构

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

欧盟敦促Airbnb实现收费公
开透明化

7月17日，滴滴出行（滴滴）宣布与

在线旅行及周边服务的Booking Holdings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同时，滴滴也获得了

来自Booking Holdings 5亿美元战略投资

。基于此次合作，双方将依托各自的技术

能力和本土运营经验，为用户在全球范围

内提供更全面和个性化的品质出行体验。

Booking集团 5亿美元战
略投资滴滴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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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Manager

境外旅游局

工作地点：成都

英文熟练，有过旅业相

关市场活动策划及执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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