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缅甸相关媒体报道，缅甸酒店与旅游部处长吴瑟雅谬

昂表示，移民局计划取消入境游客填写到达表格的规定。为促

进旅游业发展，缅甸移民局向国家旅游发展中央委员会提交了

应当放宽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中国、日本、韩国游客办理落地

签和免签时，需要出示1000美元的Show Money一事，移民局

也计划取消。

TRAVEL LINK DAILY微信...

Be part of our

Be part of china tourism evolution.

newsletter evolution.

ad@tldchina.com

info@tlmchina.com信息发布/

广告合作/

08/17/2018 P1

立

旅游新地标/

纽约州美国国家喜剧中心

正式开放

p3

资讯/

泰国旅游局推二线城市观光 

住小型民宿可退税

p4p2

行业报告/

航空市场报告：高铁竞争使

得国内航线收益大幅下降

杭州市旅委正式开展东南亚旅游达人
体验“最诗意”杭州项目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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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巴拿马移民局 (SNM) 近日消息，根据近日颁布的第

521 号行政令，持有以下国家多次往返签证 (multiple)：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英国、北爱尔兰、新加

坡和欧盟任何一国者，可享有入境巴拿马落地签证的便利。

据悉，上述国家签证应有 6个月的有效期，在此条件下护照

持有人才可享有入境巴拿马免签的权益。

巴拿马放宽入境限制 持日韩等多国签证者也可入境

开放对华旅客落地签后 缅甸计划再减一入境手续

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招募市场助理，其工作向斯堪的纳

维亚旅游局大中华区负责人汇报。其职能主要包括制作每月电

子新闻稿，其中包括内容收集、编辑以及基本的平面设计等，及

时更新的丹麦、挪威的旅游资讯、产品、走向以及活动等工作。

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招募市场助理（图片来源：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杭州市旅委正式开展了东南

亚旅游达人体验“ 最诗意 ”杭州

项目，广泛召集了来自东南亚各

国的小伙伴，一起游览时尚达人

精品路线。8月 1日—8日，杭州

市旅委带领 8 位久居杭州的留学

生们游览了秀丽杭州。此条旅游路

线也成功引爆了社交网络，在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上，

掀起了一股“杭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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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是在2018民航趋势论坛上

发布的，该论坛由航联传播旗下民航资源网主

办，为期两天，以“拓界共融——新型航空枢

纽建设 ”为主题，旨在携手全球领先的航司、

机场及相关企业，为机场枢纽建设提供更多解

决方案，共同推动新型机场枢纽的未来发展。

《报告》显示，低成本航空在客运量、运力方

面表现出了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有意向中远程航

线进军。从飞机数量上看，亚太、欧洲、北美地区

是全球前三大低成本航空市场；从宽体机订购

数量来看，是现役数量的88%，远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低成本航空在跨大西洋市场的增长也超过

了全服务航空，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报告》还指出，全服务航空公司目前更重

视枢纽建设，加强了对机场的投资，联营模式

近年大行其道，中国三大航均在这个领域有一

定的探索和深入。联营模式主要是体现在共享

营收与分担成本，通过这样的深入合作航空公

司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航线市场的市场份额。

在航空领域的新技术及新应用方面，《报

告》指出，2017年安检人脸识别技术得到了大

幅度的增长，安检人脸识别系统相比与工作人

员肉眼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 98%，验放效率

每个小时达到了266人以上。

机上WIFI 技术是目前另一个发展最快的

新技术之一，目前全球已有 82 家航司提供机

上 WIFI 服务。这个数字较 2017 年增长

17%。目前全国先进航企，都在高度重视机上

互联，在全球远程航线 WIFI 覆盖范围的排名

中，东航与国航均跻身前20。

目前中国的物流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物流市场，而无人机的应用对于物流的

市场发展来说相当重要，小批量、高频次是快

递物流的特点。相比于其它的配送方式，无人

机在效率和成本上无疑更加。而无人机在配送

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提升了用户体验。

 

（注：本文内容全部来源于腾讯文旅，版权归

属原作者或网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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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2018CADAS航空市场趋势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指出，近年中国航空市场是世界发

展最快的航空市场之一，其中25%的航空增长源自于中国。在中国的国内航线上，高铁的竞争使得国内

航线的收益下降，尽管航空公司在高铁开通之前已经调低了运力，但航线的收益水平依然大幅下跌。

《报告》还对国际航线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在2007年-2013年7年之中，中国共开

通国际航线24条，而截止到2018年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已开通了78条国际航线。其中除了中国经济发

展带来的对外需求之外，近年各地政府加大了航空补贴力度，也是国内航空公司开通国际航线的原因之

一。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开辟新航线的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引进宽体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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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市场报告：
高铁竞争使得国内航线收益大幅下降

行业报告



8 月 1 号，美国国家喜剧中心（The National Comedy Center）在美国电视剧一代“ 女王 ”露西

尔 · 鲍尔的出生地、纽约州肖陶扩 - 阿利根区的詹姆斯敦盛大开业。这家投资 5000 万美元建设的

博物馆，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家致力于传播喜剧艺术的国家级游客体验中心。

国家喜剧中心将为游客们讲述美国喜剧的发展史及重要里程碑。陈列其中的展品包括各时期著

名喜剧演员的全息图、知名作品以及部分珍贵的独家藏品。50 余个沉浸式展览包罗万象：从深夜喜

剧到闹剧，从早期的杂耍到最新的流行文化梗，从黑白片时代的喜剧再到现代成人喜剧，展览在呈现

喜剧世界中伟大思想与独特声音的同时，更尝试探索喜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国家喜剧中心还结合诸多高科技手段，为游客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游览体验。比如在入场时，游

客们将得到一份个人专属喜剧资料，这份资料配置文件将被嵌进现场领取的射频 ID 腕带中，从而实

现高度个人化的定制游览，让游客们能够对喜剧偶像和继往开来者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据悉，国家喜剧中心得到了纽约州超过

1400 万美元资源的支持，于 2015 年 8 月开

始动工建设，中心总占地面积达到 3500 平方

米，除了新建建筑还包括两栋翻新的历史建

筑，历史悠久的詹姆斯敦火车站便在其中。预

计每年，喜剧中心都将迎来 11.4 万余名游客 , 

并为当地经济带来约 2300 万多美元的效益。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 · 库默表示：“ 纽约

州很高兴能够投资喜剧和艺术，我们一直致力

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在全州范围内建立文化中

心。国家喜剧中心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一批喜

剧演员，并将为全国各地游客带来丰富的旅游

体验。“

 “ 该中心将成为纽约州西南部旅游业的

主要旅游点。游客们现在可以在参观尼亚加拉

大瀑布的自然美景，在布法罗停留，并体验在

运河边的乐趣之后，前往詹姆斯敦参观世界级

的国家喜剧中心，享受这里提供的一切周边服

务与乐趣。” 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赫尔

（Kathy Hochul）谈到。

 国家喜剧中心距离纽约市和费城约 6 小

时车程，距离波士顿约 8 小时，距离蒙特利尔

约 7 小时，距离多伦多约 3 小时。

 更多国家喜剧中心的相关看点，请查看官

网：https://www.iloveny.com/blog/post/favor-

ite-things-at-the-national-comedy-center/

 

（注：本文内图片全部来源于纽约州旅游局，

版权归属原作者或网站所有，不得转载或用于其他

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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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美国国家喜剧中心正式开放

旅游新地标

携程出境游平台的监控数据显示，8 月 12 日开始到 8 月 14 日，在携

程旅游板块“ 土耳其 ”关键词的流量猛增了 150%，流量指数从暑期正常

水平的 3 增长到了 7.5。这也带动了相关跟团游、自由行、当地玩乐等

产品的预订量。同时，据相关人士分析，土耳其旅游的价格也将在国庆

后下降 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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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航空开通深圳—伦敦直飞航线

8 月 16 日，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召开

深圳 - 伦敦直飞航线开航新闻发布会，宣布

开通深圳 - 伦敦航线将于 10 月 30 日正式首

航。据悉，此次“ 深圳 - 伦敦 ”航线的开航，

将这两个城市的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缩短到 13

个小时，同时这不仅是深航的首条洲际航线，

也是深圳始发的首条直飞英国伦敦的航线。

里拉暴跌利好土耳其旅游：今年预计吸引40万中国游客



据悉，8 月 15 日，“ 腾讯文旅 ”品牌正

式上线，此品牌为适应数字中国建设和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践行腾讯公司“ 科

技 + 文化 ”的战略定位而推出，将致力于连

接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新动能。据悉，腾讯

文旅上线之后将全面整合腾讯内部产品矩

阵，先进技术，内容产业生态等，开放连接产

业资源及海内外机构，聚焦科技 + 文化 + 旅

游的融合创新及落地应用。

腾讯文旅正式上线 用科技
连接美好生活新动能

据马来西亚相关媒体报道，从今年夏季

至明年 3 月，马来西亚沙巴预计将迎来超过

200 趟直飞包机和额外航班，迎接来自中韩日

的大批游客。马来西亚副首席部长兼旅游、文

化及环境部长刘静芝指出，今年上半年，沙巴

已经接待 189.1 万名游客，比去年同时期增长

5.3%；按照这个成长趋势，年内迎来 385 万

名游客可达标。

大马沙巴发展旅游 
逾200趟航班将迎大批游客

T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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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泰国旅游局推二线城市观光 
住小型民宿可退税

南航:机票合作方需提供
旅客联系方式以免误机

随着九月即将到来，在干爽秋风的吹徐

下，日本的山林由北至南地转至黄红相间，

“ 赏枫 ”活动也成为旅行者们年度访日的一

大目的。近日，2018 年“ 日本的秋季之旅 ”

页面正式上线，为旅行者们带来星野集团旗下

秋意满载的设施，通过网页即可轻松获取赴日

赏枫之行的绝佳去处。

在叫停第三方平台线上选座值机等服

务后，南航快速推进自己的全流程一体化服

务平台建设。8月15日，南航正式发布了“互

联网 +”战略，核心是“ 南航 e 行 ”App 项目。

南航披露，“南航e行”项目自2016年启动，

整合了航空、旅游行业资源，截至目前，已经

初步实现了旅客通过一部手机可在线办理所

有业务，包括购买机票、选座值机、机场接送、

餐食预订以及开具延误证明等。

南航加码移动端营销：
航企“流量战争”升级

继发布 2019 年“ 百年包豪斯 ”（100 

Jahre Bauhaus）主题宣传活动后，德国国家

旅游局（DZT）制定了另一项全球主题推广计

划——“ 德国夏日都市 ”（German Summer 

Cities）。线上宣传攻势将迅速启动，另外，还有

一系列线下主题推广周和快闪活动等待着各

国的旅游爱好者。

德旅局：新增2019年
推广主题 “德国夏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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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8月17日•P4

据泰国相关媒体报道，泰国旅游局将于 8 月 22-26 日在诗丽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二线城市

旅游展 ”，55 个二线城市热点旅游地首次集中亮相同一旅游展。为推广国内二线城市观光，国务院事

务部 14 日宣布，自由行旅客若入住 4 个房间数以下且合法登记的民宿，将可凭住宿收据办理退税。

图片来源：来自网络

2018春秋
旅游泰国狂欢月正式启动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春秋国际大厦春秋

旅游携手泰国旅游局和春秋旅游网正式启动

“泰”不一样.2018春秋旅游泰国狂欢月。据悉，

在本次泰国狂欢月期间春秋旅游将推出 “ 春秋

旅游免费游泰国 ”抽奖活动，届时将在春秋旅

游网送出 30 个免费前往泰国旅游的名额。

http://www.travellinkrecruitment.com/PositionDetail.aspx?pc=49dfeadd-a1e5-4ae7-b7fc-3b01503def4a




这里距离迪拜机场仅45分钟，

这里有阿联酋最高的山峰，

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高空滑索，

这是一个拥有7000多年文化历史的避世天堂，

充沛的阳光，绵延的白沙滩，壮美的赤土沙漠，刺激的山地运动，淳朴的阿拉伯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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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海马,岂止于行

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
中文官网正式上线

www.visitrasalkhaima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