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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资讯
环 球 蓝 联 集 团 (Global Blue) 在 全 世 界 51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与 超 过

300,000 家深受游客喜爱的零售商、品牌以及酒店合作，每天为近 80,000 名

游客提供服务，致力于使各个商户与其国外顾客之间的零售交易更便捷并获得

更多回报。我们向全世界推出退税购物 (Tax Free Shopping) 已逾 35 年。

通过 2017 年 7 月刊中的环球购物资讯将为您带来环球蓝联合作商户和品牌

的最新时尚资讯。本期您将阅读到：

· BEYMEN 是土耳其领先的奢侈品百货公司，它拥有一流的服务水平以

及丰富的零售业经验。其独一无二的服务理念、创造力以及设计观念，使其成

为土耳其奢侈品零售业的翘楚。

· 瑞士日内瓦 Bongénie 百货公司近日为部分知名品牌开设了专门的品

牌空间。其中位于一楼的 Chloé 专区以及意大利品牌 Valentino 专区均陈

设有引人注目的经典产品。

· Kipling 七月新品涵盖三个系列：全新经典款系列融入了 2018 年最流

行的元素；Edgeland 系列产品尽显轻盈材质与柔和色调；复古包袋系列从

上世纪 90 年代的流行趋势中汲取了灵感。

· 立即订阅，获取环球蓝联最新购物资讯！

国内首个入境游省际合作机制建立
中国南方航空目前运营每周三班广州往返阿德莱德的

直航航线，该航线从今年 10 月起将提升至每周五到七班。

这一举措为中国游客在旺季期间前往阿德莱德提供了更多

选择。目前的一周三班往返阿德莱德航班总计每周可用座

位数是 651 个，航班增开后，每周可用座位数将提升至

1974 个。

中国南方航空增开飞往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航

    7月19日上午，北京、上海、

陕西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全球发

布会在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成

功举办。北京、上海、陕西 3 省市

立

两部门公布首批“非遗 +扶贫”重点支持地区名单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通知提

出，支持设立一批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带动贫困劳动力稳定

就业；总结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工作经验与模式，鼓励和支持其他贫困地区学习借

鉴，宣传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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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唯真喜悦号明年离
开中国市场，2020年
新船来华

 诺唯真游轮 7

月 19 号宣布 2019 年

及 2020 年全新航程

计划，根据计划，诺唯

真喜悦号将全年在美

国西海岸执航，在阿拉

斯加、墨西哥蔚蓝海岸

和巴拿马运河展开季

节性航程。而诺唯真游

轮也将继续致力于中

国游轮市场，诺唯真之

勇 号 (Norwegian 

Spirit) 将从 2020 年

夏季起在中国开启季

节性航程。

图片来源：来自网络

旅游发展委、旅游局共同签署

了《北京、上海、陕西中国入境旅

游枢纽合作备忘录》，建立了 3

省市入境旅游联席会议制度。

http://www.travellinkdaily.com/tld/
http://ctoa.travellinkdaily.com/
http://ctoa.travellinkdaily.com/france
http://www.anpdm.com/public/Editor4PreviewPublic.anp/Show/41415D4B70464B5A4476464459?ns=5D415C4079484A5A41744646594470404A5B4A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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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管理局：
上半年出入境人员总数达3.1亿人次

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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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移民管理局上半年数据显示，出入境人员总数达3.1 亿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以来，大力推进移民和出入境“ 放管服 ”改革工作，集中推出多项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出入境证件签发量达

7856.4万件次，与2017年上半年相比(以下简称“同比”)增长18.2%，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证件、

签注 7641.6 万件次，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 ( 大陆 ) 通行证 104.8 万件次，外国人签证证件 110 万

件次。出入境人员总数达 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7.7%，其中内地居民 1.6 亿人次，香港居民 7588.9

万人次，澳门居民 2400 万人次，台湾居民 575.7 万人次，外国人 4575.4 万人次。

 

出入境证件签发数量快速增长
        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证件签发量再创新高。2018 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共签发因私普通护照 1641.6 万本，同比增长 21%。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 1311 万本，同比增长

16.6%；签发各类往来港澳签注 3978.4 万件

次，同比增长 17.8%。签发往来台湾通行证

355.2 万本，同比增长 23.8%；签发各类往

来台湾签注 290.8 万件次，同比增长 13.9%。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 ( 大陆 ) 通行证签

发量有序增长。2018 年上半年，签发港澳居

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40.3 万本，同比增长

33.8%。签发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64.5

万本，同比增长 2.4%。

 外国人签证证件、永久居留证件签发量增

幅扩大。2018 年上半年，签发外国人签证证件

110 万件次，同比增长 3.5%。批准 2409 名外

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同比增长 109%。

 

出入境人员呈稳步增长态势
 2018 年上半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

关共检查出入境人员 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7.7%。内地居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人数增幅

明显，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7794.1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1%；外国人入境 2311 万人次 ( 含

外国边民 87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2%。

 内地居民出境前往的国家 ( 地区 ) 中，排

名前 10 位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

国、日本、越南、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缅甸、新

加坡。入境外国人 ( 不含外国边民 ) 人数居前

10 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缅甸、日本、美国、

俄罗斯、蒙古、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

 入境外国人中，短期来华观光、会议、商

务、探亲、访友等活动的，共占入境外国人总数

( 下同 ) 的 62.5%，其中来华探亲访友的人数

增幅较大，同比增长达 14.6%。来华就业、访

问、定居、学习人数增幅平稳，共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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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窝发布华南旅游报告：传统度假胜地靠新
玩法圈粉90后

业界

2018 年 7 月 19 日，马蜂窝旅游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成立的“ 自由行大

数据联合实验室 ”发布了《缤纷华南：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据系列报告之华南

地区》（以下简称“ 报告 ”）。该报告以双方旅游大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了中国

华南地区五个省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的旅游市场现状与未来

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

华南五省区持

续保持较高的

热度增长幅度，

2017 年各目的

地旅游热度涨

幅均超过 100%。

其 中，广 东 旅

游热度增长最

快，高达 204%，

其 次 是 广 西，

旅游热度同比

增长 172%。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长期以来，华南地区凭借海岛风光、

独特的岭南文化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众多旅行者心目中保持着“中国度假胜地”

的稳固地位。但近年来，华南地区旅游发展不断创新，后劲十足——佛山顺德、

惠州双月湾等小众目的地蹿红，自驾、温泉、漂流等新玩法迭出——吸引了大

批以 90 后为代表的年轻旅行者，显现出这个老牌旅游目的地全新的增长潜力。

 

广东涌现网红旅游目的地，佛山、惠州热度猛涨

 广东拥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热门城市和景点，广州、深圳、珠海向来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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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至年底

据《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报道，根据哈

相关法律规定，凡搭乘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

航班，经哈南部城市阿拉木图或首都阿斯塔

纳国际机场中转前往第三国的中国公民，只

需要在入境机场的边防机构注册备案，并获

得标注有过境时间的移民卡，便可在哈停留

72 小时。

民航局处罚国航飞机急降

7 月 17 日下午，民航局召开了安全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李健副局长

通报了 7 月 10 日的国航 CA106 航班的飞机急降事件，同时给予国航公司

削减航班以及吊销机长与副驾驶执照的处罚。在此之前，国航就已经发

表公开声明，对涉事机组做出停止飞行资格、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在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中，常年保持着热门目的地

前三的地位。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

种类繁多的粤式美食，适合亲子的主

题公园，都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因

素。马 蜂 窝 大 数 据 也 显 示，同 比

2016 年，2017 年有关广东的游记数

量增长 111%，问答数量增长 43%。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一批新兴网

红目的地，为广东在年轻人中间赚足

了人气。佛山顺德和惠州双月湾，便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佛山顺德这座距广州不到二十分

钟车程的美食小城，在 2016 年 4 月

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寻味顺德》

后，为大众所熟知。数据显示，该纪

录片第一集播出后，顺德的热度增长

65%。

 

点击查看更多内容

（注：本文内全部图文来源于马蜂窝旅

游网，版权归属原作者或网站所有。）

http://www.travellinkdaily.com/tld/zxly/12882.htm


    资讯

7 月 20 日，去哪儿网（Qunar）宣布了多项高层人事任命。其中包括晋升刘连春为公司

SVP，继续负责机票事业部的整体管理和运营；晋升高兴为公司SVP，继续负责旅游度假、玩乐、

攻略等事业部的整体管理和运营等。

去哪儿管理层变动 宣布多项高层人士任命

7 月 18 日，携程在上海举办的以“融

通·进化·纵横”为主题的产业金融论坛

上宣布，将发布首款金融产品——“ 驿启

装 ”，解决中小酒店因装修而产生的融资难

题，这也是携程首次踏足产业金融领域。携程

CEO孙洁表示，“‘驿启装’的上线，就是携程

探索产业金融和深化与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的

新起点。”

携程首推
金融产品“驿启装”

泰国:上半年赴泰中国内地
游客593万人次 安全引担忧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18日公布，今年上半年

来泰国旅游的中国内地游客 59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6％。而随着中国游客的快速增

长，中国游客来泰安全事故也随之增多，特

别是在包括浮潜、下海游泳、坐游船出海等

的涉水安全及交通安全两大方面。

万豪国际集团旗下万枫酒店
品牌进驻山东省

7 月 16 日，万豪国际集团宣布济南会

展中心万枫酒店盛大开业，成为万枫酒店品

牌位于山东的首家酒店。继 2017 年进驻中

国后，万枫酒店品牌积极拓展品牌战略部署，

加强业务版图扩张。最新开业的济南会展中

心万枫酒店成为品牌开拓中国市场，继续渗

透快速发展的二三线城市的最新例证。

凯撒旅游终止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

7月18日，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撒旅游”）发布公告，宣布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将于2018年7月19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法国航空、荷兰皇家航空、中国南方航

空与厦门航空于 7月 16 日在阿姆斯特丹宣

布合并现有的联营合作协议，旨在建立更为

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为乘客带来更加顺

畅、无缝的旅行解决方案。除航班联营合作

外，四家航空公司将在机场装卸、餐饮及飞机

维修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合作。

法航荷航南航厦航:深化合
作 达成单一联营协议

018年7月18日上午，“丝路”土库曼

斯坦签证中心开业典礼在京举行。据了解，这

是土库曼斯坦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签证申请

服务中心，签证申请中心于7月18日起正式

对外营业，开业当日，百程旅行网在其官网正

式开放土库曼斯坦旅游签证在线办理业务，

为中国游客赴土旅游签证办理提供便利。

土库曼斯坦：首家中国签
证服务中心在京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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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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

境外旅游局

工作地点：成都

英文熟练，擅长多种类

型的写作，对新媒体传

播有强烈的兴趣

· · ·招 聘 专 栏

http://www.travellinkrecruitment.com/PositionDetail.aspx?pc=6513b30e-2763-46af-8a79-27960c679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