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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嘉宾：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欢迎您走进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山水相依、生态优越的乐山，参加第五届中
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六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

乐山古称“嘉州”，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是南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经济节点城市。“凌云西岸
古嘉州，江水潺潺绕郭流”，乐山自古以来就有“海棠香国”的美誉。乐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武术、
佛教、书画、美食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亿年峨眉、千年大佛、百年沫若交相辉映，是世界上为数不
多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城市之一。

2015年，四川在全国率先举办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创造了全国旅游招商引资的新模式、新经验，至今
已成功举办4届。大会以平台规格高、合作模式新、签约金额大、落地项目多而得到业界高度认可，受到广
泛关注和青睐，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品牌知名度越来越高，已成为国际性文旅项目发布和企业投融资对
接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四川文旅投资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

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是四川省着力打造的旅游专业会展品牌，也是四川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年
度旅游盛会。五年来，旅博会从小到大，做大做实，“旅博效应”积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渐成特
色，参观人数达数百万人次，其中专业观众10万人次，现已成为国内外旅游产品及服务的洽谈交易平台、
旅游行业的交流合作平台、旅游产业的展示推广平台。

新的时代、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四川正走在开放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文旅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历史
使命、是改革发展的必然途径。处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六届
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将以“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为主题，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精神，整合国内
外文化旅游资源、产品、市场、资讯和客源，设置全球精品旅游、中国特色旅游、四川优质旅游、文旅惠
民、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旅游文创、乐山礼物、旅游嘉年华等八大展示区，还将举办峨眉高峰论坛、
一对一洽谈交易、全球旅游目的地盛典、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信息发布会、“乐山礼物”评选、文化旅游精
品推介体验、文化旅游推广等主题活动，将有包括亚太旅游协会、中国—东盟中心和18家世界500强企业
在内的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四川21个市州的120家投资商、500家旅行商、
800家以上展商、1000家采购商等3300名余名境内外嘉宾参展参会，为与会各方构建起文化旅游深度合作
的交流平台。

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乐山是一座热情洋溢的好客之城。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乐山历史底蕴深
厚、生态环境良好、产业基础扎实的优势，努力把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六届旅博会
办成一届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盛会。同时全力做好文旅融合、扩容提质、景城一体、全域旅游“四篇文
章”，借助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六届旅博会这一重要平台，带动乐山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动四川建设旅游强省、文化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开放的四川欢迎您、美丽的乐山欢迎您！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和第六届四川国际旅
游交易博览会欢迎您！

                                                                                                                                   组委会



Welcome Remarks

Dear guests: 

The golden autumn of September is full of fruits and fragrance. Welcome to Lesh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fth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vestment Conference and the Sixth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Leshan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culture, interdependent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well as excellent ecology. 

Leshan, known as "Jiazhou" in ancient times,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Sichuan Basin. It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node city in the belt of the South Silk Road. "Gujiazhou (Leshan) is on the west side of Lingyun Mountain, the 
rivers murmur around the city". Leshan has a reputation of "country of begonia" since ancient times. Leshan is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n China with profound culture in martial arts, Buddhism,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fine food; 
Emei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Millennium Buddha, adding radiance and beauty to each other. It is one of the few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both world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2015, Sichuan took the lead in hosting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vestment Conference in China, creating a 
new mode and experience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 national tourism. So far, it has successfully held four sessions. The 
conference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for its high access standard, new cooperation mode, large contract amount, 
and many landing projects, which are widely concerned and favored. With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brand 
awarenes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releas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projects and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which has strongly promoted Sichuan investment growt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is not only a professional tourism exhibition brand that Sichuan province is 
striving to build, but also an important annual tourism event for Sichuan to expand its opening towards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tourism Expo has grown from small to large, become bigger and more solid, and the "Tourism Expo 
Effect" has accumulated.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ea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with 
millions of visitors, including 100,000 professional visitors. Now it has become a negotiation and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a display and 
promotion platform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Sichuan is in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open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and the inevitable way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Fifth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vestment Conference and the Sixth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will focus on the theme of "promoting 
tourism through culture and rewarding culture by tourism ", uphold the spirit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benefit, 
integra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products, markets,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It has eight major 
exhibition areas, including global top-quality tourism, tou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chuan Quality Tourism, cultural 
tourism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tourism commodity conte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urism literary creation, 
Leshan gift, tourism carnival, etc. There will also be Emei Summit, one-to-one negotiation, global tourism destination festival, 
Release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Study and Learn Organization , selection of Leshan Gift, experience of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and other thematic activities. There will be 83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ASEAN – China Centre and 18 top 500 enterprises. 120 investors of 21 cities 
and states of Sichuan Province, 500 travelers, more than 800 exhibitors and 1,000 purchasers from 31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exhibition, and more than 3,300 guests from home and abroad will participate the 
exhibition to build an exchange platform for in-depth cooperation in cultural tourism. 

Sichuan is a comfortable city featuring Sanxingdui, Jiuzhaigou and panda, which worth visiting! Leshan is a city of 
passionate hospitality.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give full play to Leshan's advantages of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li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strive to make the 5th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 tourism invest
ment conference and the Sixth Tourism Exposition a featured and influential even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integrate culture and tourism, expand capacity and improve quality, integrate Jingcheng into one,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important platform of the 5th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 tourism investment conference and the Sixth Tourism Expo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shan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ichuan as 
a strong tourism province, a strong cultural province and an important tourism destination in the world. 

Welcome to open Sichuan and beautiful Leshan! Welcome to the Fifth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vestment 
Conference and the Sixth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organiz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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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and Activities日程及主要活动

日 期 时 间 活 动 内 容 地 点

9 月 6 日

09:20—09:35 开幕式
旅博会主场馆 E 厅

09:35—10:30 2019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投资推介、大赛颁奖

11:00—11:30 全省重大文旅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峨眉山熊猫大世界和朱鹮栖息园

14:00—17:00 全省文旅重点项目发布会、峨眉高峰论坛 红珠山宾馆名山厅

15:00—16:30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信息发布会 红珠山宾馆万年厅

18:30—21:00 “乐山之夜”全球旅游目的地盛典 世纪阳光大酒店

18:30—20:00 旅游商品贸易洽谈会 峨眉象城商业街

19:30—21:00 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文艺演出 乐山大佛剧院

9 月 7 日

09:00—11:30 中国旅游人才峰会 红珠山宾馆万年厅

09:30—11:30 中国入境旅游国际合作论坛 红珠山宾馆名山厅

09:30—11:00 第三届中国—东盟旅游节 旅博会主场馆 A 厅

10:30—11:00 “嘉乐汇”戏剧周开街仪式 乐山市中区上中顺街

14:30—15:55 5G+ 文旅创新论坛 红珠山宾馆万年厅

日 期 时 间 E 厅 活 动 内 容

9 月 6 日 14:00-17:00

遂宁市文化旅游推介
斐济目的地分享
广西文旅推介
桂林市临桂区旅游推介
巴中市旅游推介

9 月 7 日

10:00-12:00

渝西旅游专题推介会

境外旅游资源专场推介会
（一）

奥地利奥茨山谷旅游资源推介
德国萨克森州旅游资源推介
法国电影之都——戛纳
摩纳哥旅游推介会
原味欧洲 - 随波而至之维京游轮

14:00-17:00 境外旅游资源专场推介会
（二）

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的家乡
享受马略卡
巴哈马目的地概括
新航及胜安产品推荐
德国巴登 - 阳光眷顾的产区
定制游之沙巴轻奢酒店有奖互动
相“约”而至，彩“旦”互动——约旦推介
澳洲目的地资源介绍暨互动有奖问答
长寿之岛冲绳

9 月 8 日

10:00-12:00 第六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微视频大赛暨 2019 乐山首届文旅微视频大赛颁奖仪式

13:30-15:00 四川酒店员工职业技能评定标准发布会暨第二届四川酒店员工服务技能大赛开幕式

15:00-17: 00 第六届旅博会配套系列活动
颁奖仪式

乐山特色旅游商品评选颁奖仪式
TOP30 网红美食评选颁奖仪式
抖音大赛颁奖仪式
“云端乐山”全民航拍大赛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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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and Activities日程及主要活动

Date Time Activities Location

Sep.6

09:20—09:35 Opening Ceremony
Hall E, Travel Expo Main Venue

09:35—10:30 2019 Chinese-Characteristics
Tourism Commodities, Investment Items Promotion and Awarding 

11:00—11:30 The Concentrate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Provincial Key Travel Projects Mount Emei Panda World and Nipponia Nippon Habitat 

14:00—17:00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Key Cultural  Travel Projects Emei Summit Forum Famous Mountains Hall, Hongzhushan Hotel 

15:00—16:30 Release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Study and Learn Organization Eternity Hall, Hongzhushan Hotel 

18:30—21:00 Night in Leshan" Grand Ceremony of Global Travel Destination Century Sunshine Hotel 

18:30—20:00 Tourism Commodity Fair Commercial Street in Xiangcheng Emei

19:30—21:00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China Ballad Singers Asso
ciation Theatrical Performance Leshan Giant Buddha Theatre  

Sep.7

09:00—11:30 China Tourism Talents Summit Eternity Hall, Hongzhushan Hotel 

09:30—11:30 Foru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hina Inbound Tourism Famous Mountains Hall, Hongzhushan Hotel 

09:30—11:00 The Third Tourism Festival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all A, Travel Expo Main Venue

10:30—11:00 Opening Ceremony of "Jiailehui" Drama Week Shangzhongshun Street, Shizhong District, Leshan City 

14:30—15:55 5G+Cultural and Tourism Innovation Forum Eternity Hall, Hongzhushan Hotel 

Date Time Hall E Activity name

Sep.6 14:00-17:00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of Suining City

Destination Share of Fiji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of Guangxi Province 

Tourism Promotion of Guilin Lingui District

Tourism Promotion of Bazhong City

Sep.7

10:00-12:00

Special Promotion Conference of West Chongqing Tourism

Promotion Conference 
of Overseas Tourism 

Resources (I)

Tourism Resources Promotion of Austrian Oetztal

Tourism Resources Promotion of German Saxony

Film Home in France - Cannes

Promotion Conference of Monaco Tourism

Viking Cruise Trip - To Experience the Real Europe

14:00-17:00
Promotion Conference 
of Overseas Tourism 

Resources (II) 

Catalonian: Hometown of Barcelona

Enjoying Palma de Mallorca

Overview of Destinations in Bahamas 

Recommendation of Singapore Airlines and Silkair Products

Baden, Germany - a Sunny and Productive Place

Tailored Travel - Sabah Affordable Luxury Hotel Award-winning Activity

Come for Appointment and Interact in Award-winning Activity - Promotion of Jordan 

Introduction of Destination Resources in Australia - Award-winning Quiz

The Island of Longevity - Okinawa

Sep.8

10:00-12:00 The Sixth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Micro-video Competition - Awarding Ceremony of 2019 The First Leshan 
Cultural Tourism Micro-video Competition

13:30-15:00 Conference of Sichuan Hotel Staff Occupational Skill Evaluation Standard -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Sichuan Hotel Staff 
Service Skills Competition

15:00-17: 00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Sixth Sichu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Fair Supporting Activities 

Awarding Ceremony of Leshan Special Tourism Products Evaluation

Awarding Ceremony of TOP 30 Popular Online Foods Selection

Awarding Ceremony of Tik Tok Competition

Awarding Ceremony of "Fly above Leshan" Universal Aerial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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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蓝光已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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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
温泉宾馆

Emeishan Hot Spring Hotel

御泉湾酒店
Royal spring Hotel 高铁峨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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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Afghanistan

奥地利 
Austr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AZIZ BELAL ZAZAI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Zanbaq Squarem Square, Ankara Street, Opposite of 
Turkish Embassy,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8725736

BASHIR MUJEEB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JADEH JAMHORIAT SHAHRE MEYMANEH, 
FARYAB,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8757257

INSAF  KHAROTI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Jad-e-Mandawi, Habibullah market
电话 Tel.：+ 93 766553330

KHUSHBAKHT SULTAN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JADI MAJIDI STREET HERAT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83678463

MOHAMMAD KAZEM QASEMI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MODER QAYUM MARKET, MAZAR ESHARIF CITY, 
BALKH, AFGHANISTAN MOBILE
电话 Tel.：0093-799453030

MURTAZA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SIDIQI MARKET ZARANJ CITY NIMRUZ,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88908075

NAJEEBULLAH AKBARI TRADING COMPANY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HASAI AWAL JADEH MAYWAND,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9541525

OBAID AMINI INDUSTRIAL COMPANY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Haji Yaqoob Square, Shahre Naw, District 10.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8785657

OMAR WAHEZ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KEFAYAT MARKET MAZAR E SHARIF BALKH,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8757257

SAID BELAL QADERI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BEHZAD NO.2 HERAT, CITY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99455274

SADAAT QADERI FOOD PRODUCTION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BEHZAD NO.2 HERAT, CITY AFGHANISTAN
电话 Tel.：0093-788908075

奥地利奥茨山谷旅游局
OETZTAL TOURISM, AUSTRIA
展位号 Booth NO.：A1-019
地址：奥地利索尔登市格曼德大街 4 号，邮编 6450
Add：Gemeindestr. 4, 6450 Soelden, Austria
联系人 Contact：徐胜利
电话 Tel.：0093-788908075  139 1033 6916
传真 Fax.：+ 43 57200 201
电子邮箱 E-mail：kc.xu@foxmail.com
网址 Web：www.oetztal.com

太平洋购物中心
PACIFIC FAIR - AMP CAPITAL
展位号 Booth NO.：A1-079
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罗德海滩胡克大街
Add：Corner of Hooker & Sunshine Boulevard, Broadbeach 
QLD 4218
联系人 Contact：Nick Zhang
电话 Tel.：13811022410
传真 Fax.：010 84030730
电子邮箱 E-mail：2111675324@qq.com
网址 Web：pacificfair.com.au
简介 Profile：Pacific Fair，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新晋地
标，是黄金海岸最新最潮的融时尚、生活、购物、美食、健
康、度假于一处的集大成者！这里大牌云集、名品荟萃、
Model如云、Icon如雨。她拥有超过400家名品店, 更是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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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恋人号 - 凯恩斯大堡礁游船
SUNLOVER - REEF CRUISE
展位号 Booth NO.：A1-079
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思朋斯大街 1 号
Add：Reef Fleet Terminal, 1 Spence St | Cairns | QLD 4870
联系人 Contact：Rosita Liang
电话 Tel.：13240196336
传真 Fax.：010 84021630
电子邮箱 E-mail：584469246@qq.com
网址 Web：sunlover.com.au
简介 Profile：太阳恋人号是澳大利亚凯恩斯著名的大堡礁旅
游顶级供应商，免费项目最多，有讲华语船员和潜水教练提
供热情周到服务。乘坐知名太阳恋人号，探寻世界自然遗产
奇迹大堡礁， 观赏世界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珊瑚礁群。在
远海区摩尔礁宽敞的双层平台享受阳光，太阳恋人号将带您
海陆空动感体验气势最宏伟的世界自然遗产奇迹大堡礁，欣
赏五彩斑斓的珊瑚礁，让您亲身近距离接触超过一万多种不
同的瑰丽海洋生物，傲视雄群。
Sunlover-Reef Cruise is top supplier of Reef tour in Cairns, 
Australia.

澳大利亚专题旅游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A1-137
联系人 Contact：沈秋萍
电话 Tel.：61280052623
电子邮箱 E-mail：ausbest@hotmail.com
简介 Profile：先进的经营理念、专业的营销队伍、规范的操
作摸式、敬业的导游人才、完善的售后服务和游客的高度好
评，成为澳大利亚名副其实的经营出境旅游、国内旅游、入
境旅游的专业、诚信的大型靠游服务机构。

巴哈马 
Bahamas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哈马旅游局
BAHAMAS MINISTRY OF TOURISM & AVIA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049
地址：巴哈马旅游局多伦多办事处 埃斯灵顿大街 212 号 多
伦多市 安大略省

巴基斯坦驻成都总领事馆
CONSULATE GENERAL OF PAKISTAN CHENGDU
展位号 Booth NO.：A1-176
地址：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通威国际中心 802
Add：No.802, Tongwei International Centre, No.588 Tianfu 
Avenue
联系人 Contact：Andy She
电话 Tel.：028-85268316
传真 Fax.：028-85268315
电子邮箱 E-mail：commercepkcgcd@hotmail.com
网址 Web：http: //www. mofa.gov.pk/chengdu/
简介 Profile：2007年4月19日下午，巴基斯坦驻成都总领事
馆正式开馆，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出席了总领馆揭幕式。巴
基斯坦驻成都总领事馆领区范围覆盖四川、贵州、云南、重
庆地区。

Add：Bahamas Tourist Office Toronto 2150 Islington 
Avenue, Suite 212 Toronto, Ontario, M9P 3V4
联系人 Contact：Maxine Liu 刘谷豫
电话 Tel.：15201233920
电子邮箱 E-mail：mliu@aviareps.com
网址 Web：www.bahamas.com
简介 Profile：在巴哈马群岛，有许多岛屿和一系列活动来满
足每一位度假者。每个岛屿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各式各样的
闪光点，包括世界上最好的潜水、钓鱼、帆船和划船活动，
也有丰富多彩的购物和饮食体验。从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
城市到巴哈马群岛有多架次直飞航班，交通十分便利。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86（10）8532 5343或关注微信：
TheBahamas。
The Bahamas archipelago is an ecological oasis sprinkled 
over 100,000 square miles of ocean, starting just 5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Florida. It comprises 700 breathtaking 
islands, over 2,000 rocks and cays, and boasts the clearest 
water on the planet—with a visibility of over 200 feet. You 
can see your toes as easily as you can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fringing barrier reef.
We invite you to explore all of our islands. One step 
and you’ll realize our beauty extends far beyond our 
extraordinary natural wonders. It’s the smiles on the faces 
of the Bahamian people. The unique sounds of our rich 
culture. The warm hospitality of our heritage and our colorful 
history.

界各地的饕餮美味一网打尽。Pacific Fair，还是设计典范、
度假胜地。她有花木葱笼的休闲露台；有设备尖端的4D 影
院；有恢宏大气的运动中心；有各种齐全的配套设施；更贴
心地为中国游客配备了华语服务和独一无二的打折优惠。
Pacific Fair is a new landmark in Queensland State of 
Australia, which integrates fashion, living, shopping, cuisine,   
health, relaxation in Gold Coast. Provides Chinese service 
and special discount for China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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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IN RECYCLING COMPANY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1-3 SINDHU MANSION 4 A MOZANG ROAD LAHORE
电话 Tel.：+ 923067778899

IJAZ BROTHERS & CO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ILLAHI PLAZA LIAQAT ROAD RAWALPINDI
电话 Tel.：03017682555

FAQAR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SHOP NO 3, KABARI BAZAR RASHID MARKET 
CITY PESHAWAR
电话 Tel.：03015682768

DESTINY GEM’S & JEWELS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Shop NO.13 Jewellers Centre, Raja Ghazanfar Ali 
Road, Saddar, Karachi
电话 Tel.：0345-2424898

MEGA  INTERNATIONAL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A-31, Noman Grand City, Block-17, Gulistan-e-Jauhar,  
Karachi-Pakistan.
电话 Tel.：021-34022294

S. S. ENTERPRISE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A-212, BLOCK-5, GULSHAN-E-IQBAL, KARACHI
电话 Tel.：+ 92-300-9296398

SONI GEMS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Shop NO.32, Jewelers Centre, Raja Gazanfar Ali 
Road, Saddar, Karachi.
电话 Tel.：0300-3641445

ZJ ENTERPRISES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57, BLOCK 7/8, C.P.B. SOCIETY, KARACHI, PAKISTAN
电话 Tel.：0092-300-9296302

GLOBMINE INTERNATIONAL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G-3/459, Pak Colony Marble Market Manghopir Road,  
Karachi. Pakistan
电话 Tel.：+ 92-3002816534

ASIAN GATEWAYS PAKISTAN 
(TREKS-TOURS-HOLIDAYS)
展位号 Booth NO.：A1-191
Add：Office No 03, 1st Floor, CRA Plaza Main Commercial 
center Soan Gardens Islamabad
电话 Tel.：0092 51 5739 027
传真 Fax.：0092 51 5739 028
电子邮箱 E-mail：info@agw.com.pk
网址 Web：www.agw.com.pk
简介 Profile：ASIAN GATEWAYS has offices in all major 
cities of Pakistan like Karachi, Lahore, Gilgit, Skarud and 
Hunza and International Rep Offices in Asian Countries like 
China, India, Nepal, Afghanistan, Iran, Malaysia, Thailand 
and Dubai . With all offices network we are reasonable 
ground handling agents to cater the services Specially in 
Asia and Particularly all over Pakistan.
The staff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for last many years and is fully qualified and 
competent to handle tours and any other event of any 
scale. 
We therefore, offer wisely designed itineraries to make your 
trip a unique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nd same time 
the best in services expediencies the area can offer. Our 
destinations are indeed the most mesmerizing regions in 
terms of what they reflect for their history, nature, culture 
and adventure. However the scenic beaut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Pakistan is simply breathtaking, and country's 
Southern region is equally interesting. For centuries 
historians have written about its ancient civilization that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The services offered by Asian Gateways Pakistan are: 
Package Tours、Special Interest tours、Cultural and 
Archaeological Tours.Adventure Tours such as
        Trekking
        Hiking
        Mountain Biking
        Jeep safaris
        Desert Safaris
        Wilderness Tours
Other Services such as 
        Rent a Car service
        Flight re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hotel booking
        Filming Tours
        Event Management
        Security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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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海豚旅行
DOLPHIN TRAVEL SERVICES ( FIJI ) PTE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013
地址 Add：广州市海珠区石岗路 90 号怡凯酒店 708 室
联系人 Contact：谢梨 Sunny
电话 Tel.：13650976259
传真 Fax.：020-81235032
电子邮箱 E-mail：hailanjiaqitrave@163.com
简介 Profile：“斐济海豚旅行”是一家以线上预订为主，兼
顾线下操作的斐济旅游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秉承“The 
best service deliver to you”的理念，带给顾客最好的服务。
至今，公司已为多对顾客量身定制旅游行程，旨在“不做最
贵的，只做最适合的”，让每一位客人感受到斐济独有的热
情与特色。公司地址：Martintar Road , Nadi , Fiji Island 公
司优势：公司是由一位在斐济多年而且熟知斐济的当地华
人管理，其公司的斐济当地地接人员，在斐济多年的生活经
验，从而熟知斐济本地信息，能有有效掌握斐济第一手资
讯。公司员工拥有多年从事斐济旅游工作的经验，待人亲
和，能够按照客户的需求安排行程，灵活操作各种旅游行
程，对斐济各大酒店一日游等活动了解颇深，得到每一位游
客的信任与喜爱。由于员工熟知斐济当地特点，对斐济的地

布赖萨赫旅游局
BREISACH-TOURISTIK
展位号 Booth NO.：A1-157
地址：德国布集广场 16 号
Add：Marktplatz 16 79206 Breisach am Rhein
联系人 Contact：Amy
电话 Tel.：18676523119
电子邮箱 E-mail：417046516@qq.com
网址 Web：www.breisach-urlaub.de
简介 Profile：布赖萨赫位于巴符州西南隅、德法交界处的小
城市，赖萨赫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老城建在河畔山
坡之上，悠悠莱茵河绕城流过仿佛为小城系上了一条飘逸
的丝带。布赖萨赫还作为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的重要站点
之一，也是盛产葡萄美酒的著名酒乡之一。如诗如画的莱茵

德国 
Germany

德国萨克森州旅游局
SAXONY TOURISM, GERMANY
展位号 Booth NO.：A1-157
地址：德国德累斯顿市包岑大街 45-47 号，邮编 01099
Add：Bautzner Strasse 45-47, 01099 Dresden, Germany
联系人 Contact：梁祥宽 先生
电话 Tel.：+ 49 351 4917 00
传真 Fax.：+ 49 351 4969 306
电子邮箱 E-mail：info@sachsen-tour.cn
网址 Web：www.sachsen-tour.cn
简介 Profile：萨克森州是德国的16个联邦州之一，也是德国
数一数二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萨克森州拥有辉煌的历史、精
美的建筑和美妙的音乐宝藏。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这
里有着精美的古代艺术品收藏。莱比锡是重要的商业城市，
历史上也是诸多音乐大师徜徉的地方。萨克森是手工名品产
地和汽车发源地，欧洲最早的瓷器就发源于小镇迈森，今年
萨克森境内的厄尔士山区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地。更多资讯欢迎访问网址 www.sachsen-tour.cn
Sachsen or Saxony is Germany’s no. 1 cultural destination. 
Saxony offers a great history, fantastic architecture, a 
rich musical heritage, some of the best art collections in 
the world and fascinating traditions, as well as beautiful 
landscapes. The region is also famous for hand-crafted 
luxury products and car manufacturing. Saxony Tourism has 
a dedicated website www.sachsen-tour.cn

斐济旅游局
TOURISM FIJI
展位号 Booth NO.：A1-013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古北路 1699 号 607 室
Add：Room 607, No.1699 Gubei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联系人 Contact：Sean Zhao
电话 Tel.：8621 6040 7682
传真 Fax.：8621 6040 7683
电子邮箱 E-mail：szhao@tourismfiji.com.fj
网址 Web：visitfiji.cn
简介 Profile：作为斐济政府的旅游推广机构，斐济旅游局致
力于向全球市场推广斐济这一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以期推
动入境旅客的增长。目前，斐济旅游局在全球九大主要市场
设有代表处，开展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包括广告、公关、
媒体合作、同业路演，以及其他针对旅游业界及消费者的推
广项目，以期更好地展示斐济——“斐”凡快乐，相遇斐济
Tourism Fiji is the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al arm 
of the Fijian government agency responsible for marketing 
Fiji as the ideal destination for leisure travel globally. Tourism 
Fiji has established a presence in nine key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and its activities include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media initiatives, trade shows, and programs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consumer promotions to better 
showcase Fiji.

斐济 
Fiji

形，天气也颇有了解，从而准确给出适合客人的出行信息。
公司不断创新，不拘泥于现有的活动产品，与各大供应商合
作，推陈出新，创新出自己独有的旅游产品供客人选择。公
司员工也定期学习斐济当地的旅游知识，关注斐济旅游咨
询，力求做斐济服务最好的地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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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迪斯酒庄
BADISCHER WINZERKELLER EG
展位号 Booth NO.：A1-157
地址：德国布雷萨克村巴登地区
Add：Badischer Winzerkeller eG Zum Kaiserstuhl       
1679206 Breisach am Rhein/Germany
联系人 Contact：Coco
电话 Tel.：13925012818
电子邮箱 E-mail：coco@gdyike.com
网址 Web：www.badischer-winzerkeller.de
简介 Profile：德国巴迪斯酒庄成立于1952年布雷萨克村巴
登地区，是欧洲最大的葡萄酒厂之一。酒庄涵盖了巴登的9
个葡萄种植园区，占地面积约1800公顷，拥有4000个附属
的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在这里生产葡萄酒。巴登是被太阳拥
抱的酒庄，而阳光是促成葡萄酒非凡品质的重要成分，巴登
出产的葡萄酒充满了阳光。每年获得200多枚金牌和奖项，
证明了我们对葡萄酒品质的承诺。
Founded in 1952 in the Baden area of Bresak Village, 
Bandice Winery is one of the largest wineries in Europe. 
The winery covers nine grape growing parks in Baden 
and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1800 hectares, where 4000 
affiliated grape growers and winemakers produce wine. 
Baden is a winery hugged by the sun, and sunlight i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the extraordinary quality of wine, and 
Baden's wine is full of sunshine. Winning more than 200 
gold medals and awards a year attests to our commitment 
to wine quality.

玛丽蒂姆酒店集团
MARITIM HOTELS
展位号 Booth NO.：A1-157
Add：Herforder Straße 2 DE-32105 Bad Salzuflen
联系人 Contact：钟宏宇
电话 Tel.：+86 13641326812
电子邮箱 E-mail：pzhong@maritim.net.cn
网址 Web：www.maritim.com
简介 Profile：德国品质•议居同宇
Maritim Hotels(玛丽蒂姆酒店集团)总部位于德国。目前在德
国、中国、西班牙、马耳他、毛里求斯、土耳其、埃及以及
保加利亚拥有近50家酒店。
玛丽蒂姆酒店自1969年成立至今，一直在引领德国酒店业
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影响，并作为德国著名连锁酒店
享有国际盛誉。旗下酒店类型丰富，包括城市酒店、机场酒
店、海滩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酒店以及风景区温泉酒店。
每一处酒店既体现出玛丽蒂姆"德国品质•议居同宇"的品牌
主张，又各有特色。
更多相关信息， 请查询：www.maritim.com.
German quality & Meetings and Accommodation under One 
Roof
Founded in 1969, the Maritim Hotels has become the largest 
owner managed hotel group in Germany with a nationwide 
network that is represented by hotels in Mauritius, Egypt, 
Turkey, Malta, Spain, Bulgaria and China.  
Its comprehensive portfolio includes centrally located city 
hotels, conveniently located airport hotels, coastal beach 
resorts, course-adjoining golf hotels and parkland spa 
hotels. While every property is uniquely individual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they are united under Maritim's motto of 
“German quality & Meetings and accommodation under 
one roof”. When it comes to event facilities, no other 
private company in Germany can match Maritim's collection 
of congress halls and meeting room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maritim.com.

迪拜 
Dubai

迪拜伊玛尔酒店集团
DUBAI EMAAR HOSPITALITY GROUP
展位号 Booth NO.：A1-197
地址：阿联酋，迪拜市中心伊玛尔广场，3 栋 2 层 邮箱 9440
Add：Building 3, Level 2, Emaar Square, Downtown Dubai, 
P.O.Box 9440, Dubai, United Arad Emirates
联系人 Contact：Ms. Tang Wu Suan
电话 Tel.：+86 21 3368 8765
传真 Fax.：+86 21 3368 8765
电子邮箱 E-mail：renee.tang@youliconsulting.com
网址 Web：www.emaar.com
简介 Profile：伊玛尔酒店集团（Emaar Hospitality Group 
L L C）是 总 部 位 于 迪 拜 的 全 球 房 地 产 开 发 商 E m a a r 
Properties PJSC的全资子公司，负责管理Emaar在全球的
酒店和休闲项目。Emaar Hospitality Group凭借其独特的酒
店品牌 – Armani酒店，Address酒店及度假村和Vida酒店及
度假村，确定其在酒店行业的领先地位。凭借其在打造本土
酒店品牌方面的实力和贡献，被评为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

河、古风雅韵的历史名城、香醇甘美的葡萄佳酿----让你沉
醉在布赖萨赫的美景与美酒之中。
Bridasch, a small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is a small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old city is built on the side of the river, 
and the river flows around the river as if to have a floating 
ribbon on the small town. Bridasch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in the road to alsace, and one of the well-
known wines for the wine of the grapes. Such as the 
picturesque Rhine, the historic city of the ancient wind and 
the charm of the ancient wind, the grape of the sweet and 
sweet and the sweet----let you be intoxicated in the beauty 
and the wine of Brex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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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旅游与会议管理局
MONACO GOVERNMENT & TOURIST 
AUTHORITY - AISA
展位号 Booth NO.：A1-019
联系人 Contact：洪得荣
电话 Tel.：+86 139 1068 8456
传真 Fax.：+86 10 67161319
电子邮箱 E-mail：alainhong@vip.sina.com 
网址 Web：www.visitmonaco.com
简介 Profile：摩纳哥旅游与会议管理局是一个政府机构，致
力于推广摩纳哥公国旗下所有旅游产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
为政府的服务供应者，摩纳哥旅游局免费提供关于公国的旅
游讯息，并极力推介摩纳哥为一个理想的商务及休闲的旅游
目的地。
旅游局及设在新加坡的办事总部提供在摩纳哥举行会议、
研讨会、会奖旅游、国际展会与节庆活动的专业建议。位于
中国北京的办事处专为中国市场而设立，以中文提供关于摩
纳哥公国的旅游相关资讯。
Monaco Government & Tourist Authority is a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which aims to promote Monaco tourism 
industry.

法国春天百货
LE PRINTEMPS PARIS
展位号 Booth NO.：A1-019
Add：64, Boulevard Hausseman, 75009 Paris
联系人 Contact：黄小玲
电话 Tel.：+86 181 5988 8813
传真 Fax.：+86 10 6716 1319
电子邮箱 E-mail：605634825@qq.com 
网址 Web：www.printemps.fr
简介 Profile：坐落于巴黎市中心，临近歌剧院，法国春天百
货从1865年创立起 就一直引领国际潮流，是集奢华、美丽
于一身的精品百货公司。经过改建并列入古迹名录的奥斯
曼式外墙，占地45000平方米的购物空间加上定制高级服务
和各式餐厅，春天百货完美的诠释了巴黎及其优雅的生活
风情。春天百货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巴黎购物体验，是高端
时尚人士青睐的购物天堂。在巴黎奥斯曼旗舰店开业150年
之际，法国春天百货首次在卢浮宫底层购物中心开辟超过
2500平米的精选购物空间，向法兰西奢华工艺致敬，在久富
盛名的世界级艺术殿堂中心地带，让顾客领略独一无二的艺
尚购物之旅。
Le Printemps Paris is premium department store which 
integrates luxury and elegance, and leads international 
fashion trend, and provides tourists unique shopping 
experience in Paris.

俄罗斯之行
RUSSIAN TOUR
展位号 Booth NO.：A1-001
地址：俄罗斯 莫斯科 列特尼科夫斯卡娅大街 10 号
Add：10 Letnikovskaya Street Moscow, Russia
联系人 Contact：李娜
电话 Tel.：13810296999
电子邮箱 E-mail：ninochka@163.com
网址 Web：www.russia-tour.cn
简介 Profile：俄罗斯之行是一家主要接待中国旅游者的国
际旅行社，公司拥有专业的旅游从业人员，均掌握汉语，所
有导游均有正规证件， 接待散拼团，高端旅游订制团，研学
团， 会议团，军事团，文化交流团等方面均有丰富经验。

法国 
France

俄罗斯 
Russia

法国戛纳市旅游局
CANNES TOURISM BOARD
展位号 Booth NO.：A1-131
Add：La Croisette CS 30051 - 06414 Cannes Cedex - France
联系人 Contact：顾婷婷
电话 Tel.：+86 186 021 91319
电子邮箱 E-mail：cannes@idtravelpro.com.cn
网址 Web：www.cannes-destination.com
简介 Profile：戛纳是一座位于地中海滨的真正的世界村庄，
它因为戛纳国际电影节和海滨大道而闻名于世。 
戛纳正位于法国蔚蓝海岸中央，距离尼斯蔚蓝海岸国际机场
仅27公里，通往世界范围的100多个目的地均有直达航班。
戛纳有130家酒店及公寓，共8000间房，为各种不同预算的
旅客提供合适的住宿设施。 
戛纳也因为它全年优越的气候和丰富多样的风景而享有盛
誉，绵延三千米的沙滩， 代表性的老城——苏克老城，以
及乐晗群岛(圣奥诺阿岛，圣玛格丽特岛)，都是这座城市被
隐藏起来的珍宝。

官方合作伙伴。将在2020年世博会各个场所包括VIP俱乐部
和休息室，以及Emaar酒店集团在迪拜的酒店和餐厅，为游
客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体验。
Emaar Hospitality Group has a leading position with its 
unique hotel brand -Armani Hotel, Address Hotel and 
Resorts, and Vida Hotel and Resorts. Is an official partner 
of 2020 Dubai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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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维雷兹酒店集团
LES HOTELS BAVEREZ
展位号 Booth NO.：A1-131
Add：2, place des pyramides 75001 Paris
联系人 Contact：郑晗泠
电话 Tel.：+86 188 6002 8126
传真 Fax.：+86 6716 1319
电子邮箱 E-mail：1531198069@qq.com 
网址 Web：www.leshotelsbaverez.com
简介 Profile：巴维雷兹酒店集团是独具特色的一家五星
级系列酒店，承载着一个巴黎家族的梦想。该集团由三家
卓越酒店组成 , 这三家酒店分别为：拉斐尔酒店（HOTEL 
RAPHAEL）曼捷斯帝 SPA 酒店（MAJESTIC HOTEL AND 
SPA）雷吉纳酒店（HOTEL REGINA）。它们自 1900 年创
办起由同一家族经营管理 - 是巴黎目前唯一保持此独特关
系的酒店集团。巴维雷兹酒店集团目前由维罗尼卡 • 瓦尔克
（Veronique Valcke）掌管，他的高祖父康斯登 • 巴维雷兹
（Constant Baverez）从酒店创世之初就参与其中。因此，
每一家酒店都保留着融合最精致五星级豪华的巴黎风韵。当
您下榻这些气势恢宏的酒店，巴黎的优雅在这里再寻常不过。

法国马赛、阿尔勒、艾克斯旅游局
FLYPROVENCE CONVEN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131
Add：11 la Canebière -  CS 60340 - 13211 Marseille cedex 01
联系人 Contact：石恒余
电话 Tel.：+86 185 1662 0804
电子邮箱 E-mail：marseille-arles-aix-en-provence@
idtravelpro.com.cn
网址 Web：www.flyprovence.com
简介 Profile：Flyprovence是一个位于法国南部的三角洲区
域，包含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塞尚的故乡——艾克
斯，联合国世界保护遗产城市和梵高小城——阿尔勒，以及
马赛普罗旺斯国际机场。在这里，一年有300天晴天！

全法华人旅行社协会
ASSOCIATION CHINOISE DES AGENCES 
DE VOYAGES,  ACAV – FRANCE
展位号 Booth NO.：A1-131
Add：179, rue de Courcelles 75017 Paris - France
联系人 Contact：胡晓继
电话 Tel.：+33（0）6 5115 0029
电子邮箱 E-mail：francedd. international@gmail.com
网址 Web：www.flyprovence.com
简介 Profile：为了满足日益增涨的中国赴欧客人的接待需
求，加强旅游接待能力，交流专业接待的经验，规范旅游
市场，提高接待质量，2006年在知名华人企业的法国中旅, 
法国康辉的倡议下，法国的数十家本地华人旅行社在巴黎
正式注册成立了全法华人旅行社协会, 法文：Association 
Chinoise des Agences de Voyages  简：ACAV – France 。

全法华人旅行社协会是根据1901年的法国自由集会法在法
国巴黎警察总署注册登记，性质为法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
间协会。目前属于无会员年费制，协会运作费用均为AA制
或旅游供应商提供变相的免费活动地点和场地等，因此本会
所有的具体工作都由参与人免费贡献和付出的。

非洲 
Africa

马拉维国家旅游局
MALAWI DEPARTMENT OF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A1-049
地址：中国上海徐汇区船厂路 101 号 3 楼，中国办公室
Add：China Office, 3rd Floor, No.101 Chuanchang R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联系人 Contact：Julie
电话 Tel.：021-60447122
电子邮箱 E-mail：china. visitmalawi@yahoo.com
网址 Web：www. visitmalawi. org. cn
简介 Profile：马拉维旅游局致力于对外宣传与推广马拉维
这一旅游目的地国家。“非洲热情之心”马拉维是一个景色
对比鲜明的国家，结合了非洲各地区的特色，既有东非的魅
力、中非的神秘，也有南非的生机。马拉维湖为世界遗产，
湖内拥有世界最丰富的淡水鱼类；其他自然资源还有野生动
物保护区、高山、河流、瀑布、湿地等，可安排野生动物游
猎、湖滨休闲度假、文化探索、潜水、骑马、徒步、观鸟、
观星等项目。
Malawi Department of Tourism is an offici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Malawi as a tourism 
destination. Malawi, the Warm Heart of Africa, is a country 
of startling contrasts. It has elements of the whole Africa: 
a touch of East Africa's sensual magnetism, some of the 
mystery of Central Africa's tropical forests and the sheer 
delight of southern Africa's exuberance. Lake Malawi is the 
most beautiful feature of this attractive country, boasting the 
most colourful fresh-water fish in the world. 

马达加斯加幸运狐猴旅游公司
TSARA MAKI SARL
展位号 Booth NO.：A1-013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石岗路 90 号怡凯酒店 708 室
联系人 Contact：刘润铭 Louis
电话 Tel.：13650976259
传真 Fax.：020-81235032
电子邮箱 E-mail：hailanjiaqitrave@163.com
简介 Profile：马达加斯加 TSARA MAKI SARL 幸运狐猴旅
游公司位于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成立于 2018 年，
为毛里求斯 ONETARGET 投资公司在马达加斯加设立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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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埃及旅行社
UNLIMITED EGYPT TRAVEL
展位号 Booth NO.：A1-149
Add：11 Jamal Al Din Dowidar st. Nasr City Cairo
联系人 Contact：Yana 孟
电话 Tel.：+86 13917921627
电子邮箱 E-mail：yana.unlimitedegypttravel@hotmail.com 
网址 Web：www.unlimitedegypttravel.com
简介 Profile：我司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埃及旅行社，营业
执照号码2257，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成员号码92020480。总
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4个分公司分别位于Luxor、 Aswan、
Hurghada 和 Alexandria。我司拥有一支由豪华大巴以及不
同中小型车组成的车队。
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拥有5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服务团
队。凭借在不同领域丰富的服务经验，该团队致力于全方位
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到精益求精。
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我们将努力成为客
户心中“最受欢迎的旅行社”，并承诺为客户的旅行节省时
间和花费，提供最有价值的优质产品。

坦桑尼亚发现旅行
FASHION TOURISM INVESTMENT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71
地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54654 号邮政信箱
Add：Plot 130. Msese Road Kimondoni, Dar er salaam
联系人 Contact：张红娟
电话 Tel.：010-64105335/15810461662
电子邮箱 E-mail：2881697014@qq.com 
网址 Web：http://fashion-tourism.com
简介 Profile：坦桑尼亚发现旅行社（FASHION TOURISM 
INVESTMENT LTD.，简称“发现”）成立于 2007 年，是坦
桑尼亚最大的华人旅行社，具有坦桑尼亚旅游行业协会会
员资格，是唯一获《时尚旅游》杂志（美国《国家地理 旅行
者》中文版权合作方）推荐的坦桑尼亚旅行社，也是第29 
届奥运会火炬传递海外合作伙伴。与中国驻坦使馆和当地大
型中资企业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多年接待会
展和政府公务团队的经验，每年均接待多个不同规模的展会
团队（最多达 200 余人），并配合使馆和当地中资机构接待
多个高级别公务团，其中包括 2009年初胡锦涛主席和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1。
发现旅行社在坦桑尼亚已有十一年在投资和经营方面的经
验，与酒店、航空公司、当地旅行社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能够承接各种规模的团队旅游、商务考察和会议旅游,在组
织猎游（SAFARI）及其它特色旅游项目方面经验丰富，能
够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接待服务。有素质优秀的员工和高
性能的车队为客户提供最卓越的服务，有最专业的旅游接待
服务和机票预订服务，致力于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提供
快速、专业的服务，满足您的所有旅行要求。在旅游行业内
享有良好声誉，有力地推动了坦桑尼亚旅游业行业水准的提
高。

佰乐途
BRAVO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147
Add：10 rue Mabillon, Val Fleuri, Maarif, Casablanca, Maroc
联系人 Contact：楼文珺
电话 Tel.：021 6149 8020 /173 1720 9776
电子邮箱 E-mail：wjlou@b-tours.cn
网址 Web：www.ultratours.ma
简介 Profile：佰乐途是以摩洛哥为核心，提供摩洛哥、突尼
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等一众北非目的地接待服务的专门供
应商。旗下有一支高素养的专业导游队伍提供中文，英语，
法语等语种服务来解读人文、自然景观；众多的精品酒店、
皇宫城堡酒店，别墅酒店、帐篷酒店等资源提供更多选择来
满足更多定制需要；高尔夫专业认证AGTO、土耳其自驾、
埃及医疗旅游、高端河轮、散哈拉越野项目以及高山越野等
精彩项目来提高旅行乐趣；不仅每周都有必发团期，还提供
商务出行、公司团队建设、健康理疗产品、体育专项活动、
婚礼纪念庆典等各种主题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摩尔王朝：摩洛哥当地排名第三的地接社，摩洛哥6000酒店
采购推广全球第一。
突尼斯面对面旅行：突尼斯旅行社协会会长单位。
ACE旅游公司：隶属城堡集团，土耳其中文导游协会会长单
位。埃及城堡旅行社：埃及特色旅游精英品牌，马尔马拉城
堡集团董事长成员单位。

心享游摩洛哥旅游公司
IDEAL TRAVEL MOROCCO
展位号 Booth NO.：A1-147
Add：Avenue mohamed V, angle rue imam ali imm 
generasa marrakech 40000 maroc
联系人 Contact：韦华君
电话 Tel.：18650170186  13600918929
传真 Fax.：+ 86-05922089902  00212.524.43.03.05
电子邮箱 E-mail：705086959@qq.com
网址 Web：www. ultratours. ma
简介 Profile：本司业务网络遍布中东非，摩洛哥作为新兴
地接国。我们为您安排包括摩洛哥，突尼斯，西班牙，葡萄
牙，肯尼亚，埃及等诸国的旅游行程，商务考察，定制旅拍
等等。相信您一定会有一段美妙的阿拉伯风情之旅之旅。
我司全体同仁竭诚欢迎中国游客到摩洛哥及中东非旅游，我
们将以专业的服务帮助您梦想成真。  
服务涵盖：摩洛哥商务洽谈，考察，定制旅行，参加ngo体
验项目，境外游学，全球两舱机票，五星酒店城堡预定等。

公司，拥有马达加斯加全牌照（能组织所有正常或持种旅游
活动、租车、租船等）资质。公司虽新成立，但拥有多位资
深专业的操作人员，有近十年在马达加斯加从业的经历，熟
悉马达加斯加的各种风土人情和旅游状况。公司旅游硬件配
备精良，拥有接机专用 4*4 越野吉普车，旅行专用巴士，以
及极高职业素养的接待人员、翻译及众多随团工作人员等，
能为您量身订做属于您的独有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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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非洲旅行社
WILD AFRICA TRAVEL AND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172
Add：Shop 120-123, LongChenPlaza, Belvedere, Harare, 
Zimbabwe
联系人 Contact：王超
电话 Tel.：01052012326 / 64789311
传真 Fax.：01052012328
电子邮箱 E-mail：wangchao_ZITT@foxmail.com 
网址 Web：www.intozim.com
简 介 Profile：狂 野 非 洲 旅 行 社（WILD AFRICA TRAVEL 
AND TOURS, 原津巴布韦国际旅行社），创建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总部设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在世界闻名观光
胜地维多利亚瀑布城，以及北京、伦敦开设了分部。旅行社
现有员工 100 余人，其中中国员工 26 人，公司拥有能承载
120 位游客的游船 1 艘、35 座大巴车 2 辆、22 座丰田考斯
特 6 辆、13 座丰田 quantum3 辆、中餐厅 1 家、工艺品店 1 家。
公司成立以来，接待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公务团、商务考察
团、民间旅游团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政府高级访问团，其中
规模较大的有：2004 年国务委员陈自立、全国人大委员长
吴邦国到津巴布韦的国事访问；2007 年中国政协贾庆林主
席访问津巴布韦；2009 年承办有 130 名中国参展商参加的
首届津巴布韦中国商品展；2010 年接待 40 多名国家残疾人
艺术团成员到津巴布韦的演出及游览；2011 年成功接待政
协副主席王刚、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
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统战部长刘延东等；2015 年 12 月接
待习近平主席访问津巴布韦，受到代表团及使馆的大力表扬。

LAL SMALLVILLE TRAVEL &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163
Add：CLJ BUILDING PLAZA RIZAL JARO ILOILO CITY , 
PHILIPPINES
电话 Tel.：09177724389     033 509 3728
电子邮箱 E-mail：sales@smallvilletravel.com 
网址 Web：www.smallvilletravel.com
简介 Profile：LAL Smallville Travel & Tours is Iloilo's premier 
travel holidays provider. Offering services from custom 
made Philippine Tour Packages for groups & individuals 
(GIT’s & FIT’s). Conventions, Conferences, Meetings 
and Incentive Tours, Leisure, etc. We are accredited MICE 
& Travel Tour Opera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DOT). A founding member and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肯尼亚科博游猎地接社上海办事处
KOBO SAFARIS
展位号 Booth NO.：A1-185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吉林路 60 号 616 室
Add：Rm616, Jilin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联系人 Contact：Mary Huang/ 黄金凤
电话 Tel.：021 55380190/15026801648
传真 Fax.：021 55380191
电子邮箱 E-mail：marketing@e-travelworld.cn
网址 Web：www.e-travelworld.cn
简介 Profile： 您只需轻轻一点鼠标，便能在KOBO找到最好
的选择。我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旅游产品，还能向您保证您在
我们的世界—非洲得到最愉快、最难忘的体验。我们提供多
样的非洲目的地行程，我们的员工经验丰富，将带您开始一
次独一无二的探索行程，让您体验到非洲真谛。1994年中，
我们公司在肯尼亚成立。我们只想标新立异，从当地的诸多
旅行社中脱颖而出。我们深信我们在目的地管理服务方式能
做出独特的贡献。我们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很好地证明了我
们对产品与服务的承诺、热爱、激情与诚信。如今，我们一
如继往地希望我们能带给客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我们也
在此盟誓，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将我们的激情保持到底。
Kobo Safaris was setup in 1994 in Kenya, provides you 
happiest,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Africa.

南非穿越非洲旅行社
WALK THROUGH AFRICA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19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雍和大厦 C 座 705 室
Add：No.28 Andingmen East St, Yonghe Plaza C705,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冯兵兵
电话 Tel.：13911159140
电子邮箱 E-mail：summerfeng@wtat.com.cn
简介 Profile： 穿越非洲旅行社，成立于2005年。是南非旅
游局指定的中国大区和东南亚游客南非本地接待旅行社，并
且在中国北京，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均设有分公司。服务
映射区域覆盖整个南部非洲。经营范围包括出境旅游、入境
旅游、国内旅游及会奖商务、机票、交通、酒店预订等全方
位的旅游服务。

菲律宾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REGION VI
展位号 Booth NO.：A1-163
Add：Ground Floor, Casa Real de Iloilo (Old Iloilo Provincial 
Capitol) Gen. Luna St., Iloilo City
电话 Tel.：(+63 33) 337-5411
传真 Fax.：(+63 33) 335-02453
电子邮箱 E-mail：deptour6@yahoo.com
网址 Web：www.tahumwesternvisayas.com
简介 Profile：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is the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NTO) of the Philippin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Philippin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Regional Office VI covers the 
Western Visayas region composed of six provinces: Aklan, 
Antique, Capiz, Guimaras, Iloilo, Negros Occidental and two 
highly urbanized cities of Iloilo and Baco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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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set Terrace – serves as the grand ballroom, G/F.
3.Rio – function room by the poolside.
4.Golden Salakot – adjacent to the Sunset Terrace, G/F.
5.Executive Room – 2nd Floor
6.Director’s Room – 2nd Floor
Our friendly, efficient, prompt and courteous service with 
a warm smile that is sincere gives our guests the feeling 
of home away from home. Hotel del Rio offers Ilonggo 
Heritage at its finest.

SOUTHWEST TOURS BORACAY INC.
展位号 Booth NO.：A1-163
地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54654 号邮政信箱
Add：Jaime Cardinal Sin Ave., Andagao, Kalibo, Aklan 5600 
Philippines
联系人 Contact：Celeen Denise M. Sazon
电话 Tel.：+63 36 268 5100
电子邮箱 E-mail：c.sazon@southwesttours.com.ph 
网址 Web：www.southwesttours.com.ph
简介 Profile：SOUTHWEST TOURS (BORACAY), INC. 
is the pioneer tourist transport service company in the 
Philippines serving the paradise island of Boracay. It is 
popularly known under the brand name, Southwest Travel 
& Tours.Started in 1991,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offers 
land and sea transfers to local and foreign tourists, from the 
moment they step foot at the Kali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r the Caticlan Airport, to the time they feel Boracay’s 
powder-white sand between their toes.
As of 2016,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provides transfer 
services to guests of most hotels and resorts in Boracay, 
as well as over 200 travel agencies from all over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vidual travelers booking online. It has 
also forged partnerships with airline companies with regular 
daily flights to and from Boracay, where Southwest transfer 
tickets are sold on-boar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lights.
In addition, the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develops and 
markets tour packages for other major destinations in 
Western Visayas, including Iloilo City, Roxas City in Capiz, 
Kalibo in Aklan, San Jose in Antique, Guimaras, and 
Negros. The company now maintains offices in four major 
locations, managed and run by over 500 personnel.
As of 2017,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has many buses, mini 
buses, coasters, vans, taxis, and speedboats. It maintains 
partnerships with cab providers on the island of Boracay, as 
well as island activity providers, ranging from island hopping 
and scuba diving, to parasailing, to ATV and off-the-beaten-
track tours.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now provides 24/7 online booking 
and customer assistance. Accredited by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DOT), Southwest Travel & Tours 
is also registered with the Land Transportation Franchising 
and Regulatory Board (LTFRB).

PREMIER ISLANDS MANAGEMENT CORPORATION 
(HOTEL DEL RIO)
展位号 Booth NO.：A1-163
Add：M.H. DEL PILAR ST., MOLO, ILOILO CITY
电话 Tel.：63-33-3351171-74
传真 Fax.：337 0736
电子邮箱 E-mail：hoteldelrio@gmail.com 
简介 Profile：Hotel del Rio was opened on December 
8, 1965 by Manuel Gay Loring Jr. and his wife, Milagros 
Ledesma, offering their guests, first rate accommodation 
and a serene view of the Iloilo River. It started with 33 
rooms and 2 function rooms (Golden Salakot & Sunset 
Terrace) a coffee and three spaces for lease. In 1975, 24 
rooms were added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its annex 
building. More function rooms were added later. By 1980, its 
swimming pool was completed. 
In July 1983, Igmaan Hall, a native restaurant by the river 
serving local dishes, was born and became the favorite 
venue for press conference and of the Budyong Kapehan, a 
popular radio program. In 2009, businessman-philanthropist 
Alfonso Tan leased Hotel del Rio for a period of 25 years. 
His Premier Islands Management Corporation is now 
managing Hotel del Rio, his son Allan Ryan Tan as CE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splanade II along the Molo side of 
Iloilo River shrunk the back portion of Hotel del Rio where 
its swimming pool is located and forced the demolition 
of Igmaan Restaurant. But the romantic ambiance of the 
hotel’s poolside area that has a peaceful view of the Iloilo 
River remains to be a captivating and fascinating spot.
Café del Prado a restaurant and coffee shop offers buffet 
meals from breakfast (0600 hour until 1000 hour) to lunch & 
dinner buffets are also served during weekends.
Hotel del Rio offers the ambiance suited for both business 
and family affairs with 59 fully air-conditioned rooms and 
suites. It has an outdoor clean and fresh waterpool.
Currently, it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 rooms: 
1.Plazoleta Gay – located beside the Sales Office, G/F.

of the Association of Iloilo D.O.T Accredited Travel & Tour 
Operators (AIDATTO). Major projects handled included 
APEC Tours in BORACAY for Senior Officials Ministers 
(SOMs), SOMs Spouse Tours, Trade & Investments 
Ministers Tour, MRTs, APEC Iloilo, Ambassadors Tour 2016 
for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Day. Currently, the leading 
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 for the region, 
we have done major projects for Tourism Promotions 
Boards Post Tours for Philippine Travel Exchange 
(PHITEX)- 2016-2018,TP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Philippine-Korea Travel Exchange( PHILKOTEX), 
MICECON Speaker’s Tour, Foreign and Local Media’s 
FamTrips, Foreign and Local Tour Operator’s Famtrips. 
And several TPB Officials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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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联旅
LLP ASIA CONNEC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025
地址：卡拉塞巴特尔大街 183/19
Add：183/19 Karasibatyr, Almaty, Kazakhstan
联系人 Contact：海波
电话 Tel.：+77078787872
电子邮箱 E-mail：asiaconnectionkz@gmail.com 
简介 Profile：Asia connection( 中亚联旅） – 是哈萨克斯坦

LLP QTRIP
展位号 Booth NO.：A1-025
Add：KAZAKHSTAN, ASTANA, KENESARY STREET 40
联系人 Contact：KADYLBEK ZHALYN
传真 Fax.：+77051407435
电子邮箱 E-mail：zhalyn@qtrip.kz
简介 Profile：哈萨克斯坦QTrip国际旅行社从业多年，具有
较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勤奋敬业的旅游专业人
员及哈、俄、汉、英、日等多语种的优秀导游队伍。组织的
落实、人才的聚集为旅行社的常规业务和多元化市场开发提
供了保障。几年来出境游、入境游、国内游、外联、地接、
会展商务考察、夏令营、特种旅游、探险、狩猎、票务••••• 
取得长足发展。 坚持“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宗旨，恪守
“以诚心广交朋友，以爱心奉献游客，以实力保证质量”的
原则，竭诚为您提供最佳服务。
——公司远景
成为受人喜爱并最有创新能力的商务旅游服务领先企业。
——公司使命
为客户提供合适的商务出行、休闲度假的旅游产品和完美的
旅游体验，用我们的优质服务达成客户美好的愿望。

哈萨克斯坦熊猫国际旅游公司
PANDA TOURS LLC
展位号 Booth NO.：A1-025
地址：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市卡志木汗 12A，302 市
Add：Nur-Sultan, 12a  Kazhymukhan street office 302
联系人 Contact：YELZHAN
电话 Tel.：87771332766
电子邮箱 E-mail：nihaokz@hotmail.com
网址 Web： www.nihaokz.com, www.kazakhtours.com
简介 Profile：哈萨克斯坦PANDA TOURS旅游公司成立于
2017年，主要从事哈萨克斯坦及中亚五国（哈、吉、乌、
塔、土）旅游地接服务。一手接待团队旅游、散客旅游、过
境免签游、展会、推介会、公务团、自驾游、摄影团等。本
公司同时办理旅游邀请函、商务邀请函，承接各种商务、公
务对接活动。本公司有优秀中文导游近三十名，分布在努尔
苏丹市、阿拉木图市、奇姆肯特市、突厥斯坦市。以及中亚
五国的首府城市塔什干、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等
城市。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LEVART 国际旅游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KAZAKHSTAN LEVART INTERNATIONAL TOURISM 
CENTER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025
地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图列比大街 301 号
Add：Tole Bi Str. 301, Almaty Kazakhstan.
联系人 Contact：沙维娜
电话 Tel.：13331027279
电子邮箱 E-mail：jiayinaer12@gmail.com
网址 Web：www.asinatrip.com
简介 Profile：哈萨克斯坦LeVart国际旅游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是于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成立的哈萨克斯坦本
土公司，并于2016年取得了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本公司自
成立以来，本着做好中哈两国友谊的桥梁，加强两国之间友
好合作的遵旨，接待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旅游团队。尤其是
2017年哈萨克斯坦世博会期间，更是接待了大量的公务团、
企业家团、地方政府团等，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起到了名副
其实的金纽带的作用。本公司自成立以来，认认真真接待每
一个团队，每一位客人，尽心尽力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
感觉，一直保持着零投诉。经过这几年的不懈努力，业务范
围已经由最初的哈萨克斯坦一国地接，拓展到了整个中亚五
国及外高加索三国的地接。本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中文导
游，接待各种团队力求精益求精。
LeVart was set up in 2015 in Kazakhstan, has hosted many 
business travel groups, corporate travel groups, government 
groups, etc. 

——核心价值观
诚信、协作、专业、创新、尽责。
——经营理念
秉承“客户至上”与“诚信尽责”的经营原则，坚持“最优
秀商务旅游服务企业”的发展目标，积极在同行业市场不断
进取和创新“协作共赢”的伙伴体系，实现协作伙伴的最大
利益。
——产品与服务
哈萨克斯坦QTrip国际旅行社拥有完备的运营体系，可以向
同行及社会各组织机构提供包括常规观光旅游、高端休闲
旅游、深度旅游、小包团旅游等各种产品，并可根据客户需
求提供个性化旅游服务。经过多年的不断积累和不懈努力，
已经拥有入境旅游服务行业最为全面的产品线路和最丰富
的商务运营经验，具备标准化的个人出境旅游服务和各种组
织机构按需定制的商务服务及大型会议的组织接待服务。
从简单的机票酒店预订到复杂的境外商务考察，从单一的
会议会展的接待，到各机构组织的大型会议会展的策划与实
施，我们均能够为客户提供周到、满意的服务需求。
哈萨克斯坦QTrip国际旅行社经理：KADYLBEK ZHALYN(加
棱)。
手机号：0077051407435
微信：12739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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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Republic of Korea

吉尔吉斯斯坦 
The Kyrgyz Republic

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CHENGDU OFFICE)
展位号 Booth NO.：A1-037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一号 平安财富中
心 2604
联系人 Contact：柳迅
电话 Tel.：028-6557-2311-601
传真 Fax.：028-6557-2312
电子邮箱 E-mail：chengdu@knto.or.kr
简介 Profile：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62, the driving focus of 
the Korean Tourism Organization(KTO) has been to create 
and support necessary tourism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such 
as hotels, travel agencie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As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the KTO further expanded 
its endeavors to includ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developing 
and modifying Korea’s tourism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ing tourism complexes to better accommodate a 
larger numbers of tourists.

吉尔吉斯七大奇迹有限公司
“SEVEN WONDERS KG” LLC 
展位号 Booth NO.：A1-194
地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伊扎么别尔迪耶夫路 17
Add：17 Igemberdiev str. Bishkek, Kyrgyzstan
联系人 Contact：Mr.Azamat Miiarov
电话 Tel.：+996558888778
电子邮箱 E-mail：azamat_hs@mail.ru
简 介 Profile：“Seven Wonders KG” travel agency 
founded in October 2016. Purpose: Inbound tourism.
We proceed from the number “Seven” and all our offers 
are in the quantity 7. We are ready to present to our guests 
what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before.
Namely:
7 National dishes can be tasted during journey.
7 National games our guests can participate.
7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which guests can listen to in 
one of the theme evenings, as well as participate in a flash 
mob, with traditional songs.
7 National brands, ranging from beverages, dry fruit, 
felt products, jewelry, textiles, and more, will be able to 
purchase along a specially prepared route to the city’s 
shops. And of course
7 Tours - mountain, forests, caves, lakes, to the holy and 
historical sites. Seven wonders of Kyrgyzstan 1、Issyk-
Kul is one of the largest mountain lakes in the world. The 
lake attracts with its natural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unique 
beauty. 2、Jety-Oguz gorge or Rocks of Seven bulls (canyon)
3、Burana is one of the oldest structures in Central Asia. 
It is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s a first-class monu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4、Suyab (simplified Chinese: 碎 叶 also 
known as Ordukent (modern-day Ak-Beshim), the ruins of 
the ancient settlement. In 648-719 Suyab served as one of 
the most western fortresses of the Tang Empire. The great 
poet Li Bo was born here. 5、Tash-Rabat caravanserai- 
was built in the 15th century on the site of a more ancient  
monastery from the 9th to 10th centuries. On the Great 
Silk Road in the Middle Ages, the fortress served as a 
caravanserai, or rather was an inn for merchants and 
travelers. 6、The Dungan Mosque in Karakol was built from 
1907 to 1910 without a single nail. The mosque was built 
by the Dungans, a community of Chinese Muslims who 
arrived in Karakol fleeing violence in the 1870s and 1880s.
The mosque was designed by a Chinese architect. 7、
The Sulayman Mountain (also known as Sulaiman-Too, 
Sulayman Rock, or Sulayman Throne) is the only World 
Heritage Site located entirely in the country of Kyrgyzstan.

BTX GROUP 集团旗下的旅游公司。BTX GROUP 集团公司 
–2003 开始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专业的国际物流运输、工程机
械和成套设备出口，以及对哈国中资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政
策分析咨询、财务咨询的综合性公司，有着雄厚的资金能力。
公司总部办公面积 阿斯塔纳 100 平方米， 阿拉木图 300 平
方米。全职的专业中文导游，全哈萨克斯坦各地区都有代表
处以及代表人 南哈州 东哈州 北哈州 西哈州。总公司人员
超过 105 人、中亚联旅中方部人员为 9 人。专业的 MICE 业
务部门和运营团队，会议专用同声传译设备，以及最全面的
设施（如：LED 显示屏，音响等）。
高质量服务：为客人提供中文城市地图，大巴车辆，或导游
配有无线WiFi，每位客人都发放旅游行程单和来哈注意事项，
每位客人都发放旅游行程单和来哈注意事项，导游随身携带 
两个充电宝，方便客人急需充电。
我们的业务范围：向中国游客发放的 ADS 团签邀请函，办
理邀请函，以及贴签服务（商务和个人邀请函），组织前期
考察，商务谈判，政府会议，高端打猎
中亚自驾团（俄、哈、吉、塔、乌、土国），摄影团，徒步团，
科考团，专列团，展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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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 
Caribbean

浪漫加勒比假日之旅
ROMANTIC CARIBIC HOLIDAY TRAVEL
展位号 Booth NO.：A1-125
地址：北京市广渠门外大街名敦道 A6-1908
Add：1310 Providence Drive, lronshore Estate, Montego 
Bay, Jamaica
联系人 Contact：  朱海松   
电话 Tel.：010-87194079、13601320750
传真 Fax.：010-87194067
电子邮箱 E-mail：50697802@qq.com
网址 Web：http://www.caribicavacations.com
简 介  P r o f i l e：关 于 我 们    浪 漫 — 加 勒 比 假日之 旅
（Romantic— Caribbean Holiday Travel）是牙买加领先的
目的地管理公司，他成立于2009年、同时、我们在哥斯达尼
加、特尼利达和多巴哥、苏里南设立办事机构和相关人员，
逐渐走向中国及港、澳、台和东南亚市场，向广大的客户提
供在牙买加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链接旅游的许多产品。
我们可以为顾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包括机场接送，旅游
活动，酒店预订，租车、租船、租飞机、政府与企业交流，
会奖旅游和VIP商旅团接待等，我们提供的服务还包括但不
限于加勒比各个国家机场接机服务、还提供多种多样的各种
活动及派对、庆祝、颁奖典礼、公司品牌宣传等服务、同时
我们还提供多种语言服务：西班牙语、意大利意、 德语、法
语、英语、日语、韩语、中文……等。
我们的使命
成为加勒比地区口碑最好的目的地管理公司，我们将通过创
造一种进取不懈的文化，以保持在旅游业的竞争优势，作为
“潮流引领者”我们自豪于拥有训练有素，高效、积极而能
干的员工，提供完美的服务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欢迎来到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旅游，这里定让您享受到从未有
过的便利，我们的诚挚的欢迎您来探索这个充满惊喜、美丽
的加勒比海国家，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如果您想对牙买加及加勒比海周边国家的旅游和商务考察
及咨询服务有更多的了解，请联系我们驻中国代表处！
About Us   Romantic - Caribbean Holiday Travel is 
Jamaica's leading 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which 
he founded in 2009, at the same time, we in Costa Rica, 
Tobago, Suriname and Courtney leader to set up offices 
and related personnel, gradually China 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market, many 
in Jamaica and throughout the Caribbean tourism links 
products to our customers
We can provide various services for customers, including 
the airport, tourism, hotel reservations, car rental, charter, 
rent aircraft,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xchanges, and 
VIP business group award tourism reception, we provide 
servi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aribbean country 
airport pick up service, but also provid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nd the party, a variety of celebrations, awards ceremony, 
brand promotion and other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provide a variety of languages: Spanish, Italian, and 
Italy German, French and English,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etc.
Our mission
To become the best reputation of the Caribbean 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we will make a unremitting 
enterprising cultu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a "trendsetter" we are 
proud to have a positive and efficient, trained with regularity, 
capable staff, provide perfect service to all stakeholders.
Welcome to the Caribbean Tourism, there will never allow 
you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we sincerely welcome you 
to explore the surprises, beautiful Caribbean countries, an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ourism and business 
visits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in Jamaica and the Caribbean 
countries, please contact our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hina!

加勒比旅游商贸有限公司
CARIBBEAN TOURISM TRADING COMPANY
展位号 Booth NO.：A1-169
地址：# 113, 黑点酒店 , 马尔堡街 , 拿骚 , 巴哈马
Add：#113, The Pointe, Marlborough Street, Nassau, 
Bahamas
联系人 Contact：Andy Song
电话 Tel.：+1 242 427 0109
电子邮箱 E-mail：ctt998@gmail.com
网址 Web：caribbeantourism242.com 
简介 Profile：加勒比旅游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总部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市中心，每天都为来巴哈马旅游的游客
提供专业优质的接待服务。我们拥有自己的车队【25座巴士
3辆；15座1辆；12座1辆；7座2辆】和快艇4条【10座3条；6
座1条】，2017年红鹤航空和南方航空与我公司的联盟，更
是增强了公司的实力。我们已有足够的实力为客人提供私人
包机、航班预订、包船海钓、快艇游览、船宿深潜、酒店预
订和中文导游等服务项目，目前主要客源是美国和国内团队
以及邮轮游客；2018年我们的产值增长了30%；特别是在邮
轮游客和落地散拼方面成绩优异；已形成拿骚3小时，5小
时市区游及萌猪群岛和粉滩一日游等多种产品组合。2018
年我们立足巴哈马，同时开辟了东加勒比旅游线路，将安提
瓜、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圭亚那、苏里南、多米尼克，海
地，多美尼加，圣马丁；波多尼哥等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
进行整合；特别是将各岛国的华语导游和地接社资源紧密地
结合起来，推出新产品；成功组团抢占市场。
2019年6月，我们携手浙江卫视，在巴哈马拍摄录制大型真
人秀“各位游客请注意”，节目将于2019年8月3日起每周六
晚上20：30在浙江卫视正式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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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Malaysia

马六甲旅游局
TOURISM MELAKA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地址：马来西亚马六甲 G14, BANGUNAN KOTA 
CEMERLANG, LEBUH AYER KEROH, 75450 AYER KEROH.
Add：G14, BANGUNAN KOTA CEMERLANG, LEBUH 
AYER KEROH, 75450 AYER KEROH, MELAKA.
联系人 Contact：MADAM ASMALIANA BINTI ASHARI, 
SENIOR MANAGER
电话 Tel.：+6062328402
传真 Fax.：+6062328367
电子邮箱 E-mail：aasmaliana@yahoo.com 
网址 Web：www.melaka.gov.my 
简介 Profile：马六甲旅游局属于首席部长署，负责推广马六
甲作为当地和国际旅游目的地。马六甲是著名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
Tourism Melaka is an agency under the Chief Minister’s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duties and tasks 
promoting Melaka as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Melaka is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with 
place in history as the birthplace of Malaysia began. In the 
16th century, Melaka enjoyed a reputation as the foremost 
maritime trading centre in the region. Merchants came from 
as far as Arabia, China, India and Europe to conduct trade 
in silk, spices, gold and porcelain.Today, Melaka known as 
a popular destination based on the 13 Sub-Sectors Tourism 

柬埔寨 
Cambodia

喀麦隆 
Cameroon

柬埔寨航空有限公司
CAMBODIA AIRWAYS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74
地址 Add：俄罗斯大道 02 号
联系人 Contact： 唐骁君 
电话 Tel.：13307732020
电子邮箱 E-mail：tangxiaojun@cambodia-airways.com
网址 Web：www.cambodia-airways.com
简介 Profile：公司结构严谨合理，售票大厅、总经办、综合部、
信息部、速递部、调度室、客服部、财务部通力合作，真心
诚意善待每一位客人。 
公司主营国内、国际航空客运销售业务。我们本着“客户至上，
诚信服务”的宗旨，用心经营、服务大众。 我公司将继续发
扬“创新实现价值”的企业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组织创新、
专业管理、价值增长、稳健发展”的经营方针。加强团队建设，
着眼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培养和引进高层管理人才，
优化员工知识结构，实施“稳健发展”的策略。坚持科学的
发展观，走高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为全力把公司建设成
“百年老店”而努力。

BOUCHERIE PAS CHAIR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11259 YAOUNDE
电话 Tel.：+237698706403

EST JAVNUY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20346 YAOUNDE
电话 Tel.：+237690006403

EST MANEGOUM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21852 YAOUNDE
电话 Tel.：+237698706333

EST LANGOUO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9929 YAOUNDE
电话 Tel.：+237690236883

EST MBAH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20124 YAOUNDE
电话 Tel.：+237698342333

EST NGABA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8876YAOUNDE
电话 Tel.：+237698342876

EST TCHOUKE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2113 YAOUNDE
电话 Tel.：+237698379568

EST ZOA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P.O BOX 20345 YAOUNDE
电话 Tel.：+23769834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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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锦美酒店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联系人 Contact： wong sen yun
电话 Tel.：+60168878859
电子邮箱 E-mail：wongcewyun@gmail.com
简介 Profile：马来西亚锦美酒店是一家星级酒店，致力于为
大家提供最高级的酒店服务，打造像家一样的感觉。锦美酒
店欢迎四方宾客入住。

馬來西亞入境旅遊協會
MALAYSIA INBOUND TOURISM ASSOCIA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Add：No 69M, Mezzanine Floor, Jalan Mamanda 1, Taman 
Dato’ Ahmad Razali 68000 Ampang, Selangor
联系人 Contact： Chong Jing Kong
电话 Tel.：+603 4251 0351
传真 Fax.：60342510324
电子邮箱 E-mail：jkchong@mita.my
简介 Profile：马来西亚旅游协会（MITA）是一个由旅行社，
酒店，当地产品经营者，主要公园营办商，餐厅和运输部
门组成的组织. 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推动当地旅游进入马来西
亚。每年MITA将组织一个MITA旅游会。

亚盛旅游有限公司
TW GLOBAL TRAVEL SDN BHD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Add：17-2, JALAN RADIN BAGUS, TAMAN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联系人 Contact：CHEANG POOI LING 郑沛凌 /
LO MEIYONG 卢美容
电话 Tel.：+6012-575 3446 / +6012-207 7817
微信：catrine9933
电子邮箱 E-mail：catrine@aseanwealth.net / 
meiyong.aui@gmail.com
网址 Web：www.tourswealth.com
简介 Profile：亚盛旅游作为马来西亚旅游领域前线旅行社，
已创立长达30年。全球旅游业正面临市场变化，我们也改变
原有的经营模式，转型为提供商务旅游配套及服务方案的旅
游公司。
除了一般旅游配套和预订服务，亚盛旅游也引领客户们接触
独家及更多独特且前瞻性的商业发展机会。我们提供和为
您策划优秀的商务配套，精心打造符合多元素，集休闲、商
务交流、商务考察及探索配套，以迎接正快速增长的全球市
场。
AU Travel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Malaysia’s travel 
industry the last 30 years.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market 
changes of the travel industry, we have transformed our 
business model to be a turnkey travel solutions provider, 
which is Tours Wealth.
Together with our strong network of strategic partners, 

马来西亚，纳闽岛，棕榈滩度假村
PALM BEACH RESORT & SPA, LABUAN, MALAYSIA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Add：Palm Beach Resort & Spa, Jalan Batu Manikar, 
Kampung Batu Manikar, Labuan, Malaysia 87000
电话 Tel.：+6087-418700
传真 Fax：+6087-418732
电子邮箱 E-mail：info@palmbeachresortspa.com
网址 Web：www.palmbeachresortspa.com 
简介 Profile：Palm Beach Resort & Spa is located in 
Labuan Island, which Located at East Malaysia, Borneo. 
This seaside resort offers 245 spacious comfortable rooms 
with many facilities on 17 acres of private beach and 
attractive tropical gardens. The resort has recently been 
upgraded and now offers holiday and business travelers an 
opportunity for an enjoyable and laidback getaway, and only 
a 15 minute drive from the town and industrial centre.
Whether for business or pleasure, Palm Beach Resort & 
Spa offers exceptional value. Designed to blend beautifully 
with its naturally surroundings, it also plays host to a 
remarkable orchestration of local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engaging visitors with the mystical charm of tropical Labuan.
位置于东马来西亚的婆罗州，纳闽岛的棕榈滩度假村，是坐
立在17英亩地上的私人海滩和热带雨林的环境，其拥有245
间舒适的客房。适合给予商务或是休闲度假者需要宁静休闲
的旅程却又离市区仅15分钟的路程。
不论是商务或是休闲，棕榈滩度假村都能提供实惠且舒适
的环境，享受被大自然包围以及当地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设
计，让您们能留下难忘的纳闽岛之旅。

namely History, Culture, Recreation, Sports, Shopping, 
Con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Agro, “Makan-Makan”, 
Melaka My Second Home, Youth Tourism and Eco Tourism. 
With its chosen slogan “Melaka The Gateway To Historic 
Malaysia”, Melaka has so much to offer and has become 
the melting pot of all the races (Malays, Chinese, India, 
Portuguese, Peranakan, Chitty and others). 
From historical heritage sites to its cultural richness, Melaka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CSO) as the 
Historic Cities of Malaysia, together with Georgetown, on 
7th July 2008. This reflects the success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arising from its roots as a trading port 
linking East and West. 
“MELAKA THE GATEWAY TO HISTORIC MALAYSIA”
“MELAKA WORLD HERITAGE CITY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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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merica

美国美联国际公司
AMERILINK INTERNATIONAL CORP
展位号 Booth NO.：A1-119
地址 Add：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光华长安大厦 1 座 707
联系人 Contact：刘洋
电话 Tel.：13810078440
电子邮箱 E-mail：ryan.liu@aichotels.com 
网址 Web：www.aichotels.com 
简介 Profile：Amerilink International Corp.成立于2003年，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另在加州洛杉矶、中国北京、上
海、郑州、印度新德里、比利时布鲁塞尔设有5家分支机
构，定位于全球酒店资源供应商，提供北美团房、在线平台
全球酒店预订、API XML技术对接等多样合作方式，客户为
先，服务至上可提供7*24小时中英双语服务。Amerilink以其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全方位的服务，最前沿的技术和强大的
市场占有率，已成为全球酒店预订及国际、国内连锁酒店分
销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美国卓越环球集团公司  
SUPEREXCELLENCE GROUP, INC
展位号 Booth NO.：A1-119
地址：纽约法拉盛缅街 41-14 号
Add：41-14，Main Street, Flushing, NY 11355
联系人 Contact：王燕
电话 Tel.：010-87756144
传真 Fax.：010-87756244
电子邮箱 E-mail：24924424@qq.com
网址 Web：http://www.uszhuoyue.com
简介 Profile：美国卓越环球集团公司（Superexcellence 
Group Inc.），1999年于美国纽约州正式注册，总部设于纽
约，于2006年在中国北京设立腾达卓越国际商务（北京）有
限公司。公司从事商旅行业已近20年，多年来公司一直立足
于北美与中国首都，服务于全球高端国际商旅领域。
公司拥有完善的运营体系，业务队伍经验丰富，专业操作实
力强大，拥有多年的商旅服务经验，以及成熟的地接资源和
机构组织体系，具有独立接待各类高端和大型团组的丰富
经验和实力。公司同时与境外各政府相关部门，各类高等学
府、院校，各地旅游事业管理机构，各大型国际邮轮公司，
以及数十个行业领域专业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能
满足国内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商务人士以及旅
游团体或个人出访的各方面要求，并保证优质的接待质量。

TOURS WEALTH provides unique and comprehensive tour 
management services to individuals, investors, business 
entrepreneurs and Corporations, which are constantly 
needed for this rapidly growing market.

 彼爱旅行社  
BIGEYE TRAVEL PTY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37
地址：纽约法拉盛缅街 41-14 号
Add：4/18-20 Boomben Ave,Eastwood NSW 2122 Australia
联系人 Contact：林燕
电话 Tel.：+61 413169668
电子邮箱 E-mail：2853997180@qq.com
简介 Profile：澳洲自由行、酒店、门票、跟船游、广州飞悉
尼跟团游、订制旅游。

 加拿大博盛集团（BOSSUN GROUP INC.）
展位号 Booth NO.：A1-137
Add：Unit105, 7225 Woodbine Ave. Markham, Canada  
L3R1A3
联系人 Contact：Maya He
电话 Tel.：6477065807
电子邮箱 E-mail：Maya.he@bossungroup.com
网址 Web：www.bossungroup.com
简介 Profile： 阳光假期是加拿大博盛集团旗下所属旅游公
司。博盛集团2014年建立于加拿大，立足国际一线城市、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进行地产、教育、旅游、医疗、科
技、金融等等多行业运营的集团化公司。集团于2017年成
立中国礴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并分别在中国郑州和上海建
立办事处，积极构建国际化高端资源的分享、服务和交流平
台，致力于把最好的全球资源，最好的跨境服务送到中国的
千家万户。 
阳光假期成立于2010年，Tico证书NO.50018902；拥有由旅
游顾问、市场策划、导游、司机等组成的专业团队；线路覆
盖整个北美，是本地知名的旅游公司之一。 
阳光假期接待了多个高端商务投资考察团、教育交流考察团、
政府考察团、项目投资考察团、医疗技术交流团以及各类海
外会议团；参与定制了多个文化体育旅游项目、营地、类、
运动类、音乐艺术类等拓展团队；定制及接待了诸多学校的
冬、夏令营、插班营；也提供各种主题形式的定制行程，如
亲子游等，逐步形成了以定制线路为特色、以品质服务为目
标的机构标签，受到了国内外各类客户的广泛好评。 我们只
提供有品质、有温度的服务——博盛 - 阳光假期，您的北美
旅游定制专家！

公司业务以北美为主要区域，辐射欧洲、澳洲以及全球其他
国家的各行业商务领域；其主要业务领域包含：国际商务考
察/交流、国际会议/展览、国际教育及培训、中高端人才服
务、以及高端主题旅游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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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蜂鸟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ALIFANTE TUR SA DE CV
展位号 Booth NO.：A1-168
Add：AV.Reforma 393, Int.101, Col.Cuauhtemoc, Deleg.
Cuauhtemoc 
联系人 Contact：韩啸
电话 Tel.：+86 18811125802 / +52 5570456090 
电子邮箱 E-mail：eusebio@alifante.com 
网址 Web：www.alifante.com  
简介 Profile：我司成立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具有墨西哥
国家旅游局批准的国际旅游接待资质，是墨西哥国家旅行社
协会唯一华人旅行社会员、墨西哥城商会会员，同时为墨西
哥国家旅游局“接近中国”项目成员单位，连续多年作为墨
西哥国家旅游局推荐旅行公司。 2014 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设立办事处，2015 年获得古巴外交部授权的古巴签证代发
资格，2016 年成为古巴国家商会会员，成为为数不多的具
有古巴全资质接待的旅游公司。
2014 年以来，公司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了自营办事处。
我公司曾经多次承担中国政府高规格公务团接待、企业高规
格商务团组织接待，社会和民间团体访问组织接待的工作。
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墨西哥，我们为中国民航总局、中
央警卫局、主席专机组进行保障；2016 年，李克强总理访
问古巴，中国质检总局局长代表团也由我公司提供服务。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分别安排了国家旅游局、
中国四川省、云南省、安徽省、贵州省、湖北省、北京市等
多个省市在墨西哥进行的旅游推广、文化交流、经贸会议等
活动。
2016 年，上海东方卫视大型真人秀栏目“花样姐姐第二季”
前往拉丁美洲进行拍摄。公司作为节目在墨西哥的唯一当地
服务商，承担了当地保障、当地制片等大量的工作。

易至美洲
EASY TOUR USA INC.
展位号 Booth NO.：A1-189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88 号 1
Add：No.188 Zhangyang Road, Pudong NewArea, Shanghai 
联系人 Contact：袁蕾
电话 Tel.：15021993106
电子邮箱 E-mail：lucenth@easytourusa.com 
简介 Profile：EASYTOUR USA INC.（易至美洲）企业总部
位于美国洛杉矶城，于上海设立具备出境旅行资质的办公场
所。易至美洲身为北美 TOP 级地接服务商，具备专业的北
美定制旅行顾问资格，提供专业中美两地 24H 中英文双语
服务。
易至美洲服务范围覆盖北美各大旅游城市，专项提供私人定
制游、奢华主题游、公务商务访问交流、会议奖励出行游、
冬夏令营游学等主题定制，以及签证，机票、车辆、酒店、导游、
景点门票预定。

缅甸 
Myanmar

尼泊尔 
Nepal

JKCKINE LINE GEMS & JEWELLERY
展位号 Booth NO.：D1 1069-1070
Add：98222strand road, yangon
联系人 Contact：高娜
电话 Tel.：13265805269    
传真 Fax.：0896-28965896
电子邮箱 E-mail：2859677426@qq.com 
简介 Profile：我公司位于缅甸仰光，主要经营高档缅甸玉，
设计师曾夺得多次珠宝届大奖，产品主要行销南亚，拉丁美
洲，现欲开拓中国市场。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NEPAL TOURISM BOARD
展位号 Booth NO.：A1-143
Add：Bhrikutimandap, Kathmandu, Province No. 3
电话 Tel.：+977-4256909   
传真 Fax.：+977-4256910
电子邮箱 E-mail：sagars@ntb.org.np
网址 Web：www.welcomenepal.com
简介 Profile：Nepal Tourism Board is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1998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in the form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private 
sector tourism industry to develop and market Nepal as an 
attractive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Board provides platform 
for vision-drawn leadership for Nepal’s tourism sector by 
integrating Government commitment with the dynamism of 
private sector. NTB is promoting Nepal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is working toward repositioning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It also aims to regulate product 
development activities. Fund for NTB is collected in the form 
of Tourist Service Fee from departing foreign passengers 
at the Tribhuv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Kathmandu, thus 
keeping it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The Board chaired by 
the Secretary at the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ivil Aviation 
consists of 11 board members with Fiv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ive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NATURALLY NEPAL, Once is not 
enough” is the tourism brand of Nepal.”Naturally Nepal” 
is a simple expression that repackages the Nepal brand in 
a positive light. “Once is not Enough” not only accurately 
captures the tourist’s emotions at the airport’s departure 
gate but also serves as a decision tool that enables the 
Nepali tourism industry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focus 
both on consumer retention and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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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CIRCUITS PVT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50
Add：Greek Consulate Road, Sanepa, Kathmandu Nepal
联系人 Contact：Mr Bikram Pandey
电话 Tel.：+977-1-5545999 
电子邮箱 E-mail：bikram@buddhamsaranam.com 
网址 Web：www.buddhistcircuits.com  
简介 Profile：Buddhist Circuits Pvt Ltd, which is branded as 
Buddhist Circuits.com, is a Nepali tour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Buddhist tourism. Ever since its inception about a 
decade ago, the company has been promoting sites and 
destinations related to the life of Shakyamuni Buddha in 
Nepal and as well as other Buddh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Sri Lanka, Pakistan and Myanmar etc. In China, we are 
promoting "The Sacred Mountains of Buddhism" including 
cities like Le Shan, Mount Emei, Nanjing, Wutai mountain, 
Tiantai Chan Monastery and Pluto Mountain, among 
others. Buddhist Circuits.com has also been organizing 
a peace marathon in Lumbini (Nepal) – the birthplace 
of Shakyamuni Buddha. The marathon track connects 
most of the sites related to the life of Buddha. One of our 
flagship product is the Fixed Departure program named 
'Great Renunciation Tour' which begins on Full Moon Day 
of every month. It connects four important sites related to 
the life of Shakyamuni Buddha – Lumbini (Birth), Bodhgaya 
(Enlightenment), Sarnath (First Sermon), and Kushinagar 
(Death), starting from Lumbini or the place of Birth.

创新冒险尼泊尔 PVT 有限公司
CREATIVE ADVENTURE NEPAL PVT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55
Add：Gairidhara Kathmandu Nepal
联系人 Contact：王秋丽
电话 Tel.：+8613888557957
传真 Fax.：0871-65650066
电子邮箱 E-mail：179404623@qq.com  
简介 Profile：创新冒险尼泊尔 pvt 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提
供卓越的旅游，徒步旅行和探险服务的旅游公司。我们努力
为客户创造一个难忘、安全、冒险的旅程。我们公司多年来
一直经营成功，同时保持了完美的记录，伟大的服务。我们
的良好信誉建立在无数客户满意的基础上。我们的核心旅游
服务包括尼泊尔、不丹、西藏和印度的旅游、徒步旅行、探
险和登山。
本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以促进尼泊尔旅游业的发展为愿景，
一直努力在客户眼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客户带着满意的笑容
离开。我们最初是一家小型旅游公司，专门从事尼泊尔的旅
游、徒步旅行、探险和登山服务。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已
经扩展到不丹、印度、西藏和现在的斯里兰卡。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经过 12 年的服务，我们的客户数量不
断增长，因为我们有优秀的人与我们一起工作，如我们的专
业导游具有广泛的知识和完美的导航技能，在英语、汉语、

北极光航空科技学院列兵有限公司
NORTHERN LIGHT ACADEMY OF AVIATION AND 
TECHNOLOGY (NAAT)
展位号 Booth NO.：A1-184
Add：Panchakumari Marga, New Baneshwor-31, 
Kathmandu, Nepal
联系人 Contact：+977 1 4488991
电话 Tel.：+977 9851124792
电子邮箱 E-mail：rakesh.sanjel@naat147.com
网址 Web：www.naat147.com  
简 介 Profile：E Chinese shall be within 200 words, the 
English shall be within 200 words）
Northern Light Academy of Aviation and Technology (NAAT) 
is a leading aviation and tourism academy, first of its kind 
in Nepal, affiliated to City and Guilds, UK, world’s largest 
vocational training certification body and a highly reputed 
organization with a glorious history of 140 years in provi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in various sectors across the globe. 

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上有伟大的沟通技巧。无论是去达拉吉里
的长途跋涉，珠穆朗玛峰的探险，蹦极或山地自行车等冒险
运动，甚至是加德满都或尼泊尔奇旺的文化之旅，只要你能
想到，我们的团队都会为你安排一个永不厌倦的旅程。
Creative Adventure Nepal is a travel company dedicated to 
providing excellent tour, trekking and expedition services. 
We strive to create a memorable, safe and adventurous 
journey for our customers. Our company has been 
operating successfully for many years while maintaining 
an impeccable record of great services. Our sterling 
reputation has been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countless 
satisfied customers. The core of our travel services include 
tour,trekking, expedition and mountain climbing in Nepal, 
Bhutan,Tibet and India.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2006, with the vision of promoting 
the tourism sector in Nepal, our company has always 
managed to excel in the eyes of our customers who leaves 
with a big satisfactory smile on their face. We started small 
as a travel company who specializes in tour, trekking, 
expedition and mountain climbing services only in Nepal 
and as we have grown, we have extended services in 
Bhutan, India, Tibet and now in Sri Lanka.
We can proudly say that after 12 years of service, 
our customers are growing in number because of the 
impeccable people working with us such as our professional 
guides with vast knowledge and flawless navigating skills 
who has great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Chinese, 
Hindi and Nepali.  Be it a trek to Dhaulagiri, an expedition 
in Mt. Everest, an adventure sport such as bungee or 
mountain biking, or even maybe a culture tour in Kathmandu 
or Chitwan in Nepal , you name it, our team comes up with 
an itinerary which you will never get bor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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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T is exclusively affiliated to City and Guilds to provide 
diploma courses in Aviation and tourism in Nepal. NAAT 
is providing Level 2 and Level 3 Diploma and Advanced 
Diploma course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he course is 
recognized by Beijing Tourism Group and various other 
employers around the globe. NAAT is also affiliated to 
British Council for English Language and Air Service 
Training (AST), UK for NCAR Part-66 Basic modular course 
and examination and is the authorized Training Centre (ATC) 
of IATA.
In gist, NAAT provides academic and industry recognized 
courses that best meet the aviat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requirement.

尼日利亚 
Nigeria

IYK AND GOLD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14 Market Road, Onitsha, Anambra State
电话：2348025977555

JACKX MULTI-SERVICES COMPANY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14B, Muri Okunola Street, Victoria Island, Lagos State
电话 Tel.：09099269232

LIBERTY MULTI-BIZ INVESTMENT SERVICE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37 Obuda Street, by 60 Nwala Street, opposite B.T.C 
gate by Faulks Road, Aba
电话 Tel.：081-65292269

MAC CEFO INT.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22, OLAYENI ST. COMPUTER VILLAGE, LAGOS
电话 Tel.：08034862952

TAIWO KOLADE & SON NIG.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14, SHANU STREET, OFF AFARIOGUN, IKEJA, 
LAGOS STATE.
电话 Tel.：09096575047

欧洲 
Europe

ECW 国际旅行社（匈牙利）有限公司
EUROPE CHINA WORLD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05
Add：1071 Budapest., DozsaGyorgyut64, fsz.1
联系人 Contact：张蕊
电话 Tel.：008613520210868（同微信）
传真 Fax.：0036-1-321-1280
电子邮箱 E-mail：2697781394@qq.com
简介 Profile：ECW 国际旅行社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以旅
游接待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再匈牙利合法成立的商务公司，且
该旅游业务主项已获得注册旅行社资格，并已获得匈牙利及
中国官方共认的接待中国人赴匈牙利旅游的 ADS 接待旅行社
资格，旅游资质编号 U-000431.
公司主要以承接大使馆公商务团组为主及国内各级政府及企
事业单位在东欧及巴尔干地区提供公务交流、公务翻译、市
场考察、吃住行等生活服务。

西班牙三和旅游
VIAJES SANHE
展位号 Booth NO.：A1-031
Add：Calle de la princesa 2, 9-3, 28008, Madrid
联系人 Contact：周宸列
电话 Tel.：0034610686586
电子邮箱 E-mail：zhouchenlie@sanhe.es
网址 Web：www.sanhe.es
简介 Profile：西班牙三和旅游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1 年，是
经西班牙旅游局批准成立的一家专业旅游批发商及零售商，
三和本着“以客户满意为目标，以客户需求为方向，以共 同
受益为原则，以把握未来为生命”的企业精神，经过不懈努
力，近两年赢得了广泛的客户资源和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为
西班牙地区知名的旅行社，同时发展成为接 待中国旅欧游
客数量最多的西班牙旅行社之一。三和旅游拥有一支经验丰
富、善于协调的工作队伍，不断在业务范围、产品结构、团
队培训上进取创新。三和旅游同时也是 IATA 成员，凭借自
身的技术优势为客 户提供专业快捷的旅游服务，在欧洲华
人旅行社中实现了网络实时在线预定、专业座席呼叫中心，
并且可发西班牙的ADS邀请函。目前三和的业务范围已包括：
中 国游客单独成团赴西观光 / 商务考察，中国散客 / 欧洲内
陆散客拼团旅游，欧洲各大赛事以及时尚活动的入场门票，
商务会展，签证服务，各大航空公司机票一级代理及欧洲各
国火车票，散客在欧洲 / 中国各大城 市单订房、租车和单订
餐等。我们始终秉承着 " 服务尽心尽力 , 质量尽善尽美 " 的
诚恳态度，并将继续坚持以丰富多彩的旅游行程、引人入胜
的观光节目、热忱周到的优质服务和勤奋严谨的敬业精神，
竭诚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提供优质服务，让游客美丽旅途中感
受到称心如意！当然，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此，我们提供的
特色中国游，也受广大西班牙客户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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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思伯乐英国
TRANSPARENTE UK
展位号 Booth NO.：A1-105
地址：英国伦敦 Crown House Suite203,North Circular 
Road,NW10 7PN
Add：Crown House Suite203,North Circular Road,NW10 7PN 
London
联系人 Contact：梁盼
电话 Tel.：0044-20-80042828
电话 Mob.：13980890438
电子邮箱 E-mail：service@transparente.co.uk
网址 Web：www.transparente.co.uk
简介 Profile：英国晨思伯乐教育旅游集团 (Transparente 
UK Ltd.)，于 2013 年在英国成立，原名 China-UK Marketing 
Service Ltd., 公司创办宗旨是为国内同胞及海外华人提供最适

欧洲旅游协会
ETOA（EUROPEAN TOURISM ASSOCIA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105
Add：4th Floor, Gray’s Inn House 127 Clerkenwell Road, 
London EC1R 5DB
联系人 Contact：MS QIUQIONG LI
电话 Tel.：0044(0)20 7499 4412 
电子邮箱 E-mail：eli@etoa.org  
网址 Web：www.etoa.org
简介 Profile：ETOA 作为欧洲领先的非赢利旅游贸易机构
成立于 1989 年，它作为欧洲领先的旅游行业协会，目前有
1100+ 家会员单位，每年组织各种不同主题的专业采购会，
希望吸引到越来越多有品质的中国旅游行业从业者加入到协
会成为会员单位，并通过 ETOA 扩大中国旅游同行在欧洲的
影响力。欢迎您关注“ETOA 欧洲旅游协会”的微信公众号。
您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欧洲旅游协会的采购会还有会员福利。
ETOA was set up in 1989, is a non-profit tourism trade 
organization in Europe. Has over 1100 members. 

赛尔旅行社
CEL TOURS S.A.
展位号 Booth NO.：A1-112
地址：Solonos 大街 45 号 , 4 层 , 106 72 Kolonaki 区 , 雅典 ,
希腊
Add：Solonos 45 str, 4th Floor, 106 72 Kolonaki, Athens, 
Greece
联系人 Contact：Fanis Soulis (Mr)
电话 Tel.：(+30)2103647843, (+30)2103611007
传真 Fax.：(+30)2103610924
电子邮箱 E-mail：sales1@cel.gr
网址 Web：www.greecel.com

爱尔兰瑞辰阳光国际有限公司
RACHEL SUNSHINE INTERNATIONAL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05
地址：爱尔兰都柏林 Smithfield Business Center, The Distill e 
ries Building, Smithfield, Dublin7
Add：Smithfield Business Center, The Distill e ries Building, 
Smithfield, Dublin7
联系人 Contact：朱宏琳
电话 Tel.：13801021929
电子邮箱 E-mail：2639904662@qq.com
网址 Web：www.ruichen.ie
简介 Profile：爱尔兰瑞辰国际阳光国际有限公司 ( 公司注册
号 :570529)，注册 地是爱尔兰都柏林。是都柏林地区提供
优质接待服务的骨干企业，成立至今积累了丰富的行业 经
验及爱尔兰特色资源。 业务范围包含高端商务接待、商务
考察、 交流培训、文化创 意旅行等多种独具特色的定制业
务。 团队由经验丰富，具备专业、高效、积极的职业态度及
创新 精神的年轻人组成，秉承诚信第一，客户至上的理念，
将竭 诚为各界人士提供尊荣至上的服务；同时寻求志同道合
的同 行伙伴共同努力，强强联合，共同开创中爱旅游新篇章。   
绿 色 之 旅 ， 始 于 瑞 辰 ！    
Rachel Sunshine International Ltd. (Registration No. 570529) 
is a fast-growing tour operator registered in Dublin, Ireland.  
RSI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high quality service tailor made 
to our customers. This service will range from sightseeing, 
golfing, fishing, cycling, education and many other options. 
We also cater for the business groups, providing a luxury 
car and coach service to and from all business meetings in 
Ireland. RSI is led by an energetic, passionate and committed 
team with customer / client satisfaction being their goal. RSI is 
actually seeking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based travel agencies 
to increase our respective resources and to increase our 
customer base and target market.  We aim to provide a unique 
“Irish experience” based on our unique trip design, local 
connections, flexibility and value for money. 

合、最透明的旅游及教育资源，并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在中
英双方搭建一座友谊的桥梁，进一步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
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公司合作的全球星级酒店遍布全
英各大城市，可协助预定 5-53 座旅游用车及各景点门票服务，
具有丰富的操作及定制团接待经验。Transparente UK Lt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3, formerly known 
as China-UK Marketing Service Ltd., . The company's founding 
purpose is to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and transparent 
tourism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domestic compatriots 
and overseas Chinese, to build a bridge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through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everyone, 
and to further develop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both sides, thus realizing a win-win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The global star hotels that the company cooperates with are 
spread all over major cities in United Kingdom. The company, 
having rich experience in operation and customized group, 
can also assist in booking 5-53 tourist vehicles and tickets for 
various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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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Profile：赛尔旅行社是希腊知名入境旅游服务企业之一，
成立于 1982 年，拥有 30 多年丰富的从业经验。我们为入境
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游客提供全方位地接服务及承办各种大
小型会展。服务包含住宿、交通、餐饮、观光、渡轮、境内航班、
会展规划及举办。
CEL TOUR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well-established 
tour operators in Greece. It was founded in 1982 by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ccounting and shipping industry.  
Their mission was to create a travel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products between Greece and  Asia that can satisfy even the 
most demanding customers in the loc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market.
We provide all kind of travel-related services within Greece and 
Balkans from hotel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sightseeing 
up to incentives, congresses and team-building activities.

乌克兰之家
UKRAINE HOUSE
展位号 Booth NO.：A1-113
地址： 乌克兰基辅市普希金大街 21 号 9 栋
Add：9, Pushkinska street of 21, Kyiv, Ukraine, 01001
联系人 Contact：陈金润
电话 Tel.：+86 13811413699
电子邮箱 E-mail：1950771960@qq.com
网址 Web：www.travel-to-ukraine.info
简介 Profile：Ukraine House that work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for more than 18 years and introduces itself as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reliable Travel companies in 
Ukraine. Today our company provides following services:
     Exclusive tours around Ukraine 
     Extreme tours to Chernobyl
     Business travel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events

巴黎沃雅布斯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VOYAGE PLUS CO.,LTD PARIS
展位号 Booth NO.：A1-131
地址： 巴黎瑞士大街 5 号 75014
Add：5 rue des Suisses 75014 Paris
联系人 Contact ：刘钢
电话 Tel.：18202442226
传真 Fax.：024-81035422
电子邮箱 E-mail：104077553@qq.com
简介 Profile：沃雅布斯旅游服务公司于 2016 年在法国巴黎
注册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旅游运
输业务，项目包括欧洲地区包车服务、日游散拼服务，以及
特色旅行线路订制等。目前，沃雅自有的华人司导团队均持
有欧盟驾驶许可 VTC 并拥有多年独立带团服务经验，车辆
配置多为奔驰商务等高端车型。沃雅公司已与国内多家旅行
社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冰岛蓝莲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ICELAND BLUE IOTUS TRAVEL EHF
展位号 Booth NO.：A1-188
联系人 Contact：Linda Liu
电话 Tel.：15363553563
电子邮箱 E-mail：peacefuliceland@gmail.com
网址 Web：www.icelandgreenlandtours.com
简介 Profile：冰岛蓝莲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为冰岛本地一家
合法注册的旅游公司，负责经营旅游团队，商务接待，公务
翻译，大型会展，私人旅游定制的冰岛旅行公司，可提供中
英文旅游服务，巴士预定，境外旅游业等。

塞浦路斯哥特领航者旅游公司
CYPRUS GATR TRAVEL MASTERS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87
Add：Oracle Exclusive Resort, Kato Pervolia Street, Tomb of 
the Kings, Paphos 8046, Cyprus.
联系人 Contact ：David
电话 Tel.：+357-96620394(Cyprus)  13601303467(Beijing )
电子邮箱 E-mail：David_bian@travelbcdi.com
简介 Profile：塞浦路斯歌特旅游领航者公司（Cyprus GATR 
Travel MastersLtd） 
位于塞浦路斯帕福斯市，是塞浦路斯首家亦是目前唯一一家
专门为中国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公司。公司的成立得到
了塞浦路斯国家旅游局、塞浦路斯大型投资项目促进局、塞
浦路斯工商协会、塞浦路斯帕福斯市政府、塞浦路斯帕福斯
市旅游局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自成立以来，歌特旅游公
司一直以“积极推动中塞友好交往，传播中塞旅游文化”为
己任。
现特设立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1号院建外外交公
寓4-2-111室  联系电话：010-56101038  13601303467 联系
人：卞锋

Voyage Plus travel service Co., Ltd. was founded in Paris, 
France in 2016. Our main business scope is the tourism 
transportation in France and also covere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Our service includes the chartered 
car service in Europe, daily individual customer collage, 
and special customized travel routes service. At present, 
our own Chinese drivers team all has the European diving 
license VTC and they all have the independent tour guide 
service experience for many years . Most vehicles are 
all equipped with high-end models such as Mercedes-
Benz commercial series. Our company has alread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so many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 to establish the long term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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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冲绳县产业振兴公社
OKINAWA INDUSTRY PROMOTION PUBLIC 
CORPORATION 
展位号 Booth NO.：A1-073
地址：冲绳县那霸市字小禄 1831 番地 1
Add：OROKU 1831-1,OKINAWA,JAPAN
联系人 Contact：钱烨
电话 Tel.：136-8173-0235/13816001341
传真 Fax.：(021)6350-7369
电子邮箱 E-mail：okistaff@okinaswa-sh.com.cn
网址 Web：http://okinawa-ric.jp/
简介 Profile：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冲绳县产业振兴公社，于
1971 年由冲绳县全额出资，属非赢利性机构。
目的是加强本地企业的经营基盘，促进就业，及协助推进相
关事宜。为中小企业产业更新，开创新的产业模式，提供孵

中国旅行社北欧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ARCTIC AB
展位号 Booth NO.：A1-125
Add：Österögatan 1, 16440, Kista, Sweden
联系人 Contact：苏宇
电话 Tel.：0086-13520908582 
传真 Fax.：+46 850215182
电子邮箱 E-mail：2670796629@qq.com
网址 Web：www.ctsnordic.com 
简介 Profile：北欧中旅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斯德哥
尔摩的地接社，前身为北欧中旅国际旅行社，从2013年进行
了股份制改革，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活力。现在是瑞典
最大的旅行社联盟Travelnet Group的成员，也是瑞典旅行社
协会成员，也是由瑞典旅游局批准，中国国家旅游局备案的

瑞典 
Sweden

瑞典 STENA LINE 公司

STENA LINE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14
地址：SE-405 19 哥德堡 , 瑞典

Add：SE-405 19 Gothenburg, Sweden 
联系人 Contact：杨佳月
电话 Tel.：18602163655 
电子邮箱 E-mail：moon.yang@stenaline.com
网址 Web：www.stenalinetravel.com
简介 Profile：Stena Line 成立于1962年哥德堡, 现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渡轮公司之一, 拥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5600多名
员工。我们还拥有欧洲最全面的航线网络之一, 其航线位于
斯堪的那维亚、英国和波罗的海周边。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
轮渡运营商之一，年航程超过28700次。平均每年约760万乘
客，170万辆汽车登船。总共38条船只在欧洲10个国家之间的
20条航线上作业。拥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5600名员工，通过
300多个节能实施专案，在可持续航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Stena Line 提供给您多达10个国家的接连方式，使您的旅途
充满各种可能，领略各个目的地的人文和风景。
Stena Line was set up in 1962, is one of the largest ferry 
operation supplier in the world. 

日本 
Japan

ORIENTAL 株式会社
ORIENTAL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A1-073
地址：〒 812-0012 福岡市博多区博多駅中央街 8-27 第 16
岡部ビル 11 階 3 号室
Add：#1103,16 Okabe Building, 8-27, Hakata Station Chuo-
gai, Hakata, Fukuoka, Japan, 812-0012 
联系人 Contact：劉阿婷
电话 Tel.：0081-92-432-2015
传真 Fax.：0081-92-432-2017
电子邮箱 E-mail：info@orientaljapan.co.jp
网址 Web： http://www.orientaljapan.co.jp/
简介 Profile：Oriental 株式会社总部位于日本福冈，拥有东京，
大阪两个支店及遍及海内外的接待和销售网络。与日本政府
共同研发了各种服务外国游客的观光资源，其中包括常规飞
机航线的高端旅游产品企划，邮轮旅游，一带一路・东瀛研
学等面向东亚青少年的教育企划产品，通过互知互动促成东
亚旅游一体化。公司的口号是做日中的桥梁，亚洲的桥梁，世
界的桥梁，做全球化的革新企业。
Oriental Co., Ltd. is a travel agency that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in Japan. Our headquarter office is 
in Fukuoka, Japan, we also have two branches in Tokyo and 
Osaka and worldwide sales network. We developed various 
kinds of tourism resources for foreign tourists with Japa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high-end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and 
cruise tourism products, educational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for East Asian Youth, such as B&R or Learn from Japan and 
so on. Through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nspire each 
other” program, to promote the tourism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n.

化服务。为企业走向海外提供必要的服务。
上海事务所于 2005 年成立，作为中日之间的桥梁，促进以
经济交流为主的冲绳县与中国各地的交流与协作。在华实施
对华贸易，市场调研，信息交换及地区间经贸往来所必需的
相关联络事项。
Okinawa Industry Promotion Public Corporation was set up 
in 1972 by Okinawa Prefecture, is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Shanghai office was set up in 2005, is a bridge become 
Okinawa and China, promo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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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入境接待资质（ADS）的专业旅游地接社，接待能力超
过2000人。公司员工驻扎中、瑞两地，并在哥本哈根、基律
纳等城市设有办事处；以富有经验的中国北欧专业人才为主
体，为中国北欧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流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向
访问北欧的中国公民旅游出境团，以及各种公商务代表团及
提供组织培训、公务考察安排、酒店预定、交通、翻译等全
面、周到、细致的商务服务。作为一家北欧商务咨询和旅游
服务机构，公司经过多年开拓与不断发展，积累了稳定的公
关资源和优秀的专业人才，以瑞典为中心，在北欧各国建立
起了一个专门针对国内需求特点而组织的系统服务体系，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商
务和旅行服务机构、跨国投资平台和各级政府部门合作开拓
中国与北欧的交流和来往渠道，努力让每个客户都能在互访
和沟通上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和未来合作渠道。

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根生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GS SWISS TRAVEL AND TRADING GMBH
展位号 Booth NO.：A1-007
Add：Centralstrasse 15, 3800 Interlaken, Switzerland, +41 78 
886 2345 
联系人 Contact：Wang Qi
电话 Tel.：18629462518
传真 Fax.：02981125838
电子邮箱 E-mail：info@swissgsmc.com
网址 Web：http//www.swissgsmc.com/
简介 Profile：Founded in Switzerland 2011, SWISS 
GSMC, as a local Swiss travel agency, is devoted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full-scale customization services in 
Switzerland. 
Enterprise Idea: Swiss GSMC in its inception, has been 
adhering to become a brand new concept and quality of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be the most specialized high-end 
Switzerland travel service company "GSMC QUALITY" is 
what we have been trying to shape the mouth, it would like 
our LOGO, the spirit of life two, two gave birth to three,
three born everything.
Main Business：Currently, company has more than 10 
different programs including Swiss anti-aging products, 
Swiss culture-styled wedding, worldwide watch factory 
sightseeing, Noble schools visiting, hotel management 
university applying, business tours, invitation letter, 
European business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Swis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Swiss studying tour, Swiss 
health care project, and Swiss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ject, 
etc.

瑞士日内瓦湖区旅游局
LAKE GENEVA REGION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A1-007
Add：Avenue d'Ouchy 60, CP 1125, 1001 Lausanne, Suisse
联系人 Contact：周芳媚
电话 Tel.：13501205440
电子邮箱 E-mail：zhoufangmei@msn.com
网址 Web：www.lake-geneva-region.ch/cn 
简介 Profile：瑞士日内瓦湖区位于瑞士西南部法语区。涵盖
洛桑、蒙特勒、沃韦等瑞士著名城市和冰川3000雪山、金
色山口快车、拉沃葡萄园、西庸城堡、奥林匹克博物馆等瑞
士地标性景点。这里气候温和，拥有众多人文古迹、文化遗
产、雪山湖泊，是瑞士最著名的旅游区之一。 瑞士日内瓦湖
区期待您的光临。
Lake Geneva Region (Vaud) is located in French-speaking 
area of Switzerland,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ourism 
region in Switzerland. 

维京游轮
VIKING CRUISES,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079
地址：20CH-4057  瑞士 巴塞尔
Add：Schäferweg 20 CH-4057 Basel, Switzerland
联系人 Contact：刁述宇 / 魏星鑫
电话 Tel.：18615729925/18802206625
电子邮箱：deasun@foxmail.com/xingxin.wei@foxmail.com
网址 Web：www.vikingcruises.com 
简介 Profile：VIKING CRUISES, LTD. 是一家来自挪威的全
球化跨国游轮公司，旨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提供高品
质的内河及海上游轮服务。 自2016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以
来，维京游轮开创性地推出专为中国客人量身定制的欧洲内
河游轮产品。维京游轮始终秉承高度尊重中国消费者的服务
理念，通过一价全包*及全中文服务，让客人们在旅行中不
受语言障碍的困扰、不被琐事烦恼，轻松开启原汁原味的欧
洲内河巡游。
VIKING CRUISES, LTD. is an international cruise company 
from Norway that aims to offer scenic cruising on rivers 
and ocean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its official entry into 
the China market in 2016, Viking Cruises has pioneered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river cruise products tailored 
for Chinese guests. Viking Cruises is fully committed to 
offering high quality services to Chinese consumers. With 
its All Price Inclusive * and 100% Mandarin services, guests 
can enjoy a worry-free journey, without facing any language 
barriers or managing trivial matters during their stay, so they 
can simply relax and enjoy the real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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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Sri Lanka

泰国 
Thailand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
SRI LANKAN AIRLINES
展位号 Booth NO.：A1-17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燕莎中心写字楼 S119
Add：RoomS119, Lufthansa Center, No.50 Liang Ma Qiao 
Road, Beijing, P.R.China 
联系人 Contact： 沈沁
电话 Tel.：13910859950
电子邮箱 E-mail：shen.qin@srilankan.com 
网址 Web：www.srilankan.com
简介 Profile：斯里兰卡航空公司于2004年在中国设立办事
处，2005年6月15日首航，现在从北京上海广州出发都有航
班飞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转机前往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和
甘岛（全球独家执行国际航班）以及印度次大陆和中东各主
要目的地，所有餐食均由中国国内配送符合国人口味，每班
飞机均有中国籍翻译。

CHIANG MAI LOCAL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155
Add：6 Inthawarorot road., Sripoom, Muang, Chiang Mai 
50200
联系人 Contact：Mr.Theerayuth Kongsuwan
电话 Tel.：+66 86-9101478
传真 Fax.：+66 53 327334
电子邮箱 E-mail：cmlocaltours@gmail.com
网址 Web：www.chiangmailocaltours.com
简介 Profile：We are a tour operator as well as travel agent 
based in Chiang Mai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ourism.
At Chiang Mai Local Tours we can help you from start to 
finish with your trip, organizing both private and package 
tours, or individual tours such as sightseeing, Adventure, 
and eco tours. We provide full travel arrangements that 
are tailored to your needs. Everything is well planned and 
organized to cover cities of Northern Thailand including 
Chiang Mai and Chiang Rai as well as Central part like 
Bangkok, Pattaya, Hua Hin and in the south like Phuket, 
Krabi etc….
Our staff is very experienced and have been working in 
tourism for many years. All our tour guides are well trained, 
knowledgeable, and fully certified by the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斯里兰卡悦宜湾酒店
RIU HOTELS
展位号 Booth NO.：A1-192
Add：GALLE ROAD AHUNGALLE, SRI LANKA 
联系人 Contact：Ice Lu
电话 Tel.：13818379097
电子邮箱 E-mail：ilu@riu.com 
网址 Web：www.riu.com
简介 Profile：RIU悦宜湾酒店与度假村集团成立于1953年西
班牙，如今已拥有100多家度假村，遍布欧洲，美洲，非洲，
在亚洲区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目的地为毛里求斯（2家
海边豪华四星）与斯里兰卡（1家海边五星），马尔代夫2家
（4星+五星），迪拜酒店将于2020年开业。
酒店特色以一价全包为主：包含吃喝玩乐：24小时所有餐饮
酒水和表演。 斯里兰卡酒店为国际五星标准，位于南部海
滨，靠近加勒，拥有501间房，是全兰卡最大的酒店。

JANAKALA GEM AND JEWELLERY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wayamba janakala kendraya, Kandy Road , 
Kurunegala, Sri Lanka.60000.
联系人 Contact：周芳媚
电话 Tel.：0094 37 2228996

斯里兰卡莎迪贸易有限公司
SANAHANA ENTERPRISES (PVT)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7
Add：no231, bagatalle road, colombo3
联系人 Contact：赵芬
电话 Tel.：+94778786139
传真 Fax.：+94778786139
电子邮箱 E-mail：1943786030@qq.com
简介 Profile：我公司是科伦坡一个专业的彩宝经营者以及
红茶批发商，具有浓郁的斯里兰卡特色。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卡卢比，主要出口到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
等地。公司以传播南亚文化为使命，依靠一带一路政策，大
力拓展中国及周边地区市场。

TAWAN TRANSPORT PART.,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55
Add：183/1 Changklan Rd.T. Changklan Muang Chiangmai 
Thailand 50100
联系人 Contact：Mr. Piyawit Ratanavijittagon
电话 Tel.：+66 83 9443225 
传真 Fax.：+66 53 27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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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旅翔泰旅游有限公司
RESPECT TRAVEL
展位号 Booth NO.：A1-155
地址：清迈 泰国
Add：Chiangmai Thailand
联系人 Contact：Mrs.Charatsri  Lin ( 邵紫晶 )
电话 Tel.：096-2893959
传真 Fax.：052-086188
电子邮箱 E-mail：respecttravel2018@gmail.com
网址 Web：Respect Travel
简介 Profile：本公司尊旅翔泰旅游, 位于泰国第二大城清
迈，专门从事中国游客来泰国, 以及泰国人到中国的旅游活
动, 有专业的中、泰英文导游。业务包括入境游出境游国民
境内游、会议会展、商务考察、机票销售、游览巴士出租、
酒店预订等项目，特别是亲子（寒、暑期）、养老的旅游活
动更是我们的专项。欢迎来清迈旅游，让本公司热忱的为您
服务。

电子邮箱 E-mail：nuttour@yahoo.com
简介 Profile：Tawan Transport Part., LTD since 1984 
[35 Years] Our Business
1. Van for rent VIP 9 seats, Standard 13 seats with Polite 
and Expert Driver.
2. Bus for rent 36 seats.

土耳其 
Turkey

西班牙 
Spain

土耳其你好旅行社
MERHABA TUR TURİZM ORGANİZASYON İÇ VE DIŞ 
TİC.LTD.ŞTİ.
展位号 Booth NO.：A1-186
Add：HÜRRİYET MAH.DUMLUPINAR CAD NO:12 YAVUZ 
PLAZA KAT: 6 D:9 BAHCELİEVLER/ISTANBUL
联系人 Contact：张琴
电话 Tel.：18600092851
传真 Fax.：010-65543436
电子邮箱 E-mail：nihao-travel@vip.163.com
网址 Web：nihaotravel.com.cn
简介 Profile：土耳其你好旅行社成立于 2015 年，经过几年
的迅速发展 已经具有为专业的接待经验，在土耳其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我们秉承客户最重要，保持着专业的，负责的
服务意识，为客户提供完美的旅游接待。土耳其你好欢迎您！
The Ni Hao travel agency in Turkey was established in 
2015. After several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it has 
already had professional reception experience. There are 
rich tourist resources in Turkey. We uphold the importance 
of our customers and maintain a professional and 
responsible service awareness. Provide perfect tourism 
reception. Ni Hao travel , Turkey Welcomes You!

加泰罗尼亚旅游局 
CATALAN TOURIST BOARD
展位号 Booth NO.：A1-031
地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市感恩大道 105 号
三层
Add：Third Floor, No. 105, Passeig de Gracia, Barcelona, 
Catalunya, Spain.
联系人 Contact：Ming (Antonio) LI  李鸣，大中华区负责人  
电话 Tel.：0034-93-484 9900
电子邮箱 E-mail：li.act.cn@gencat.cat 
网址 Web： www.catalunya.com
简介 Profile：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位于南欧伊比利亚半
岛东北部，背靠比利牛斯山脉，拥抱地中海，首府城市是巴
塞罗那，与北京，上海和香港均有直航。作为地中海生活方
式的代表地区，加泰罗尼亚有发达的旅游业，是欧洲领先的
休闲与商务旅行目的地；虽然人口仅 750 万，但每年接待的
境外游客超过 1800 万人次。加泰罗尼亚旅游局对中国市场
深具信心，早于 2006 年在北京开设了大中华区推广办事处，
并在微博和微信平台拥有机构账号。
The Catalonia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in southern Europe. It is backed by 
the Pyrenees and embraces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capital city is Barcelona, with direct flights to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diterranean lifestyle, Catalonia has a developed tourism 
industry and is Europe's leading leisure and business travel 
destination;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is only 7.5 million, it 
receives more than 18 million overseas visitors each year. 
Catalan Tourist Board has highly confidence on the Chinese 
market. It opened its Greater China Promotion Office in 
Beijing in 2006 and has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n Weibo 
and WeChat platforms.

西班牙华源国际旅行社
ESKA BUSINESS S.L.
展位号 Booth NO.：A1-031
Add：CALL DE MONTESA 14, PLANTA 1 LZQ., 28006 MADRID
联系人 Contact：高欣颜  王仪华
电话 Tel.：0034-915225353/915229085
传真 Fax.：0034-917616284
电子邮箱 E-mail：info@spaineska.com  loistian@gmail.com
网址 Web：www.spaineska.com 
简介 Profile：西班牙华源国际旅行社成立于2009年，公司主
攻6大业务：1.公司拥有多年私人订制接待经验，配有专业
旅游线路规划师，熟知全欧各类旅游资源，让您感受不一样
的旅游体验。2.承接各类公商务考察，政府接待，会展，会
议，公司奖励游。3.提供各种旅游车租赁服务及详细的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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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Singapore

EMMA GLORIOUS TOURS & TRAVEL SDN. BHD
展位号 Booth NO.：A1-085
Add：1R9/B2, 1st Floor, Pertama, Industrial Estate, Off Jalan 
Arsat, P.O.Box 8077187010 W.P Labuan
联系人 Contact：087423688/0178101388  
电话 Tel.：087-442688
电子邮箱 E-mail：emma_lee3238@yahoo.com
简 介 Profile：We invite you to spend unforgettable day at 
the most exotic tropical island of south China sea located 
off the coast of 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 White sandy 
beach, blue day, corals, shipwreck and the beauty of 

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
GOLDEN TRAVEL SERVICE PTE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78
地址：新加坡登婆街 20A 号，邮编 058565
Add：20A Temple Street, Singapore 058565
联系人 Contact：Ace Chng 庄委勋
电话 Tel.：+6590889588
传真 Fax.：63232900
电子邮箱 E-mail：ace@gts.com.sg
网址 Web：https://gts.com.sg/gtschinese/ 
简介 Profile：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始创于 1976 年，是新加
坡政府早期批准的旅行社之一，稳健发展四十二年在新中两
国旅游业界广获美誉。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隶属于金航国际
集团。金航国际集团是新加坡一家集旅游、商务交流、商贸
投资、文化传承、教育咨询、企业培训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集团拥有一支开拓创新、团结高效、求真务实、经验丰富的
管理团队，集合了一批来自海内外的金融、科技、管理、投资、
旅游等各方面专业人才。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
SILKAIR (SINGAPORE) PTE 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79
地址：新加坡 Changi Airport P.O. Box 104, 邮编 918144
Add：Changi Airport P.O. Box 104, Singapore 918144
联系人 Contact：芮晓燕
电话 Tel.：86-28-85578736 分机 7/ 18628069922
电子邮箱 E-mail：christina_rui@singaporeair.com.sg
网址 Web：www.singaporeair.com
简介 Profile：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新加坡国家航空公司，星
空联盟的成员之一。自成立起，新航一直致力发展现代化
机队、世界级客舱产品及由备受赞誉的新航空姐提供的高
品质机上服务。以新加坡樟宜机场为枢纽，新航与旗下区域
航空胜安航空的航线网络覆盖全球超过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个目的地，包括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中东、 
西南太平洋与非洲。2007 年 10 月，新航创航空界历史记
录，成为全球首家运营世界最大民用客机——空客 A380 的
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 is national Airline of Singapore, a 
member of Star Alliance. Aims on developing products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s. 

西班牙 VALPARAISO HOTEL GROUP
GPRO SPAIN VALPARAISO PALACE & SPA
展位号 Booth NO.：A1-031
地址：西班牙马略卡岛 C/ Francisco Vidal Sureda 23, 
07015, Palma de Mallorca
Add：C/ Francisco Vidal Sureda 23, 07015,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联系人 Contact：Allen Chen 陈以坚
电话 Tel.：+34 971 400 300/13600595868
传真 Fax.：+34 971 405 904
电子邮箱 E-mail：allencyj@126.com
网址 Web：www.gprovalparaiso.com
简介 Profile：旅游的首选不是酒店，而是安全。住国人自己
的酒店，南京金浦集团全资收购的马略卡岛瓦尔帕萊索宫五
星温泉酒店是您出国的安全首选。金浦马略卡东邑国际度假
酒店坐落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岸。酒店位于马略
卡岛帕尔马城最高处，拥有全岛最佳地理位置，能够从不同
角度俯瞰地中海的美景。酒店备有各类便捷设施，距离国际
机场仅 12 公里远。酒店内的高级 SPA 和当地特色美食服务，
可以全方位满足世界各地游客的旅游需求，被西班牙人称为
“天堂酒店”。
GPRO VALPARAISO HOTEL is a first choice in terms of 
safety. It is acquired by Nanjing GPRO, is a heavenly hotel 
named by Spanish because it meets all travel needs for 
global tourists. 

攻略，欧洲各国均可出行，价位适中。4.安排和组织中国团
组来欧短期专业培训和接待。5.承接团体和个人来南欧及其
它各国参加文化发展及交流活动。6.协助个人投资移民及留
学申请，范围涵盖西班牙几十所公立大学，100%签证率。
ESKA BUSINESS S.L. was set up in 2009, our business 
is focusing on : customized travel, business travel, car 
rental and self-driving tour, training tour, cultural tour, 
migration application assistance, oversea study application 
assistance, etc. 

undersea life.Labuan main natural attraction is around the 
three surrounding island- Pulau Kuraman, Pulau Rusukan 
Kecil and Pulau Rusukan Besar. As the three remain free 
from pollution, development and are relatively untouched, 
they could easily lure those who love nature.
We include two stops for snorkeling and enjoy a beautiful 
underwater coral reef landscape also can visit the turtle 
hatchery, for those who like to catch a photo the Pulau 
Kuraman is a heaven for its wealth flora and fauna.
For diving location nearly with wreckage of shrunken ships 
will certainly delisht those who love div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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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泰狮文化旅游私人有限公司
TASTY CULTURAL TRAVEL SINGAPORE PL 
展位号 Booth NO.：A1-193
地址 Add：杜生阁 , 大牌 89, #32-04, 邮编 142089
联系人 Contact：赵敏
电话 Tel.：+6593878695 15934559859
电子邮箱 E-mail：zhaomindd@hotmail.com 
网址 Web：www.travelsgp.com
简介 Profile：新加坡融通东西跨越南北、其经济发展、文化
教育、宗教和谐、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金融物流、财富管理、
政治外交、善政理念、包容互鉴等等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启发性、前瞻性、可持续性，是旅游经商、商务考察、投资移民、
教育培训的热土，我们泰狮文化旅游公司专注提供根据客人
要求的百分百定制、有品位、有品质的高端旅游服务。人生
就是一场旅行，文化是旅行的灵魂。来花园城市新加坡给您
的灵魂放个假吧！
Singapore crosses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its typical, 
forward looking, sustainable, indicative and inclusive 
economy developments pat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 
harmonious religion, city plan, architectural design, financial 
and wealth management, political and diplomacy, good 
governance, inclusive policies etc make Singapore as the 
top investment, tourism, immigrants hotspot. Culture is 
the core of travel, you are welcome to Singapore to relax 
yourself. We are awaiting your arrival. Cheers!

伊朗 
Iran

哈密旅游 
HAMI TRAVEL TOUR & TRAVEL OPERATORS
展位号 Booth NO.：A1-061
Add：Number 1, Javadi Alley South Western side of 
Goohardash three ways road
联系人 Contact：Sue Wu
电话 Tel.：17743533185
电子邮箱 E-mail：727472541@qq.com
网址 Web：www.irantravelsource.com
简介 Profile：哈密旅游成立于 1983 年（伊朗历 1362 年），
持有由伊朗文化遗产、工艺品和旅游局颁发的旅游执照，是
一家接待全球游客的地接公司。有着丰富经验并可靠的操作
人员，以及可以提供不同语种的导游，这是保障我们高品质
的完成接待客人的关键因素。无论您是对波斯的文化、宗教、
历史、沙漠探险、游牧、登山还是滑雪感兴趣，哈密都可以
根据您不同的需求以及预算标准为您量身打造适合您的行
程。我们不仅局限于观光旅游，也承接过各种会展、公商务
考察等活动。无论您有什么样的旅游需求，我们都愿意为您
提供全程服务。
Hami travel tour & travel operator was started in 1983 (1362 
Iranian calendar ),Hami travel is licensed B from the Iranian 
Culture Heritage,Handicrafts and Tourism (ICHHTO). Hami 

SHOKOUH IRANIAN TOUR AND TRAVEL AGENCY
展位号 Booth NO.：A1-061
Add：22 Bahman St., Esfahan, Iran
联系人 Contact：Mr. Mohammad Mirhosseini
电话 Tel.：+98 31 32688030
传真 Fax.：+98 31 32688030
电子邮箱 E-mail：info@iranianglory.com
网址 Web：www.iranianglory.com
简 介 Profile：It gives us immense pleasure to introduce 
ourselves as a professional Iranian tour operator that 
specializes in offering the most remarkabl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urs.
To introduce our services, we should say our  tour packages 
include Historical tours, cultural tours, archaeological 
tours, business tours, echo tourism, desert and safari, 
adventure tours, camping, nomadic & rural tours, culinary, 
weekend tours, health tours, and budget tours. Being highly 
specialized in dealing with tailor-made tours, Shokouh 
Iranian Tour and Travel Agency can also arrange all 
the detail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s of its customers. 
Beside tour packages, we provide travel services such 
as accommodation, transfer, event planning, air and train 
tickets.

provide DMC service to the whole world. 
The trustworthy and resilient staffs along with full scale 
tour guides in all main languages is vital to the success of 
a great quality tour and we guaranty that. We design and 
execute various types of tours such as culture, classic, 
adventure & desert, nomad mountaineering, ski and so 
on around Iran for any taste and budget. Hami travel in 
Iran fall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lanned tour packages, tailor made tours, MICE and 
business in Iran. 
We are ready to partner with you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s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伊朗都斯坦旅行社
IRAN DOOSTAN TOURS
展位号 Booth NO.：A1-061
Add：No. 15, 3rd St. Yousefabad Valiasr Ave. 1433633611, 
Tehran, Iran
联系人 Contact：Ivy Yuan
电话 Tel.：13911611649
传真 Fax.：+98 21 8871 2927
电子邮箱 E-mail：ivy@idt.ir
网址 Web：www.irandoostan.com
简介 Profile：伊朗都斯坦旅行社专业致力入境旅游业务 20
余年，专长运作会奖游、体育赛事游、贸易展会和商务旅行，
近年开拓了出境业务。报价反馈专业迅速。在伊朗境内约
2600 家旅行社中， IDT 分别于 2004 年、2008 年、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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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India

AVN 旅游与展览私营有限公司 
AVN TRAVELS & EXHIBITIONS PRIVATE LIMITED.
展位号 Booth NO.：A1-067
Add：Suite 304, Tirupati Plaza, Pocket-4, Sector-11, Dwarka, 
New Delhi-110075
联系人 Contact：刘颖 
电话 Tel.：+8613888270000
传真 Fax.：0871-65650066
电子邮箱 E-mail：398601@qq.com
简介 Profile：AVN 旅游与展览私营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的
旅游集团，为您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
夫的所有需求提供完整的旅游解决方案。AVN travel 由一群
备受尊敬的旅游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对创新、提升和创造根
深蒂固的旅游体验充满热情。AVN travel 将在确保为您提供
卓越的价格优势的同时，为您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我们专注
于印度、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在印度次大
陆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与全球各地的
机构和一些最好的地面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总部
位于德里，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设有代表处。AVN travel 与全
球一些最优秀的旅游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全球联盟。我们的重
点是在未来几年内在该国发展领先的目的地管理公司，并为
受尊敬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在旅游部门工作超过 12 年，
经验超过 50 年，AVN Travels & Exhibitions Pvt. Ltd. 最好的
在全球各地展示印度。我们遵循 “旅行者的幸福是我们的
主要目的”这句谚语。我们为多元化的客户群提供服务，包
括商务安排，个人旅行，团体旅游，奖励和会展，豪华旅游，
铁路旅行，软探险，包机运营，博物馆旅游，教育旅行和健
康假期，医疗旅游。我们的旅游项目非常适合所有旅行方式
和预算，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为客户资金提供价值并确保
客户获得最佳服务。我们的同事具有广泛的旅游和旅游趋势
和类型的资格，并具有细节的关注。他们保证您可以获得量
身定制的便利和优惠，同时让您高枕无忧。
我们的努力仍然是为您呈现独特的万花筒：展开神奇的地方，
人物，经历，节日，庆典，假期，商业 ...... 所有这些你最终
将被视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让您的旅程难以忘怀。
“AVN Travels & Exhibitions” well-established Travel 
Group & are boutique luxury travel Company providing 
complete travel solution for all your needs in India, Nepal, 
Bhutan, Sri Lanka and Maldives.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highly respected travel professionals who are driven by a 
passion to innovate, enhance and create deep rooted travel 
experiences, at AVN Travels we will strive to serve you 
more efficiently while ensuring to offer you an excellent rate 
advantage. We specialize in India, Nepal, Bhutan, Maldives 
and Sri Lanka and are experienced in delivering high quality 
of service in the challenging environs of the Indian sub-
continent with affiliations across the globe and some of 
the best ground handling agencies as partners.  The head 

阿利亚丝绸之路
SILK ROAD ARIA
展位号 Booth NO.：A1-181
地址：伊朗 德黑兰 恩克巴坦区 那菲斯路 瓦湳楼九号单位
Add：UNIT9 VANAN BULDING NAFISI ST EKBATAN 
TEHRAN IRAN
联系人 Contact：REZA HEYDARI 伟民
电话 Tel.：REZA HEYDARI 伟民
传真 Fax.：REZA HEYDARI 伟民
电子邮箱 E-mail：reza.heydari@rocketmail.com
网址 Web：silkroadaria.ir
简介 Profile：阿利亚丝绸之路是您身边的伊朗旅行定制专家，
阿利亚丝绸之公司于 2014 年在伊朗注册成立，本司的各合
伙人分别专精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公司目前在旅游行业有不
少战略合作伙伴包括航空公司、租车公司、旅行社、酒店等
等，通过合理的专业分工和紧密的团队合作，Silk Road Aria
有能力在各个领域提供高质伊中之间旅游事业来往的服务。
本公司可以向尊敬的客人提供各类团队接待、企业政府公商
务考察、企业单位展览展会地接、高端定制旅游、包车自由行、
当地大巴旅游团、当地各类票、酒店、签证等服务。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被伊朗业内评为最优
秀旅游经营者，并于 2008 年荣获伊朗旅游业优秀华表奖。
我们的游客，来自全球。
伊朗都斯坦旅行社在伊朗旅游业中创造诸多“第一”：
1. 第一家接收瑞典、哥伦比亚、巴西、美国、中国大陆和台
湾游客的旅行社； 
2. 第一家将人文、冒险、体育和探索等多元素结合起来的旅
行社；
3. 第一家被德国贸易展览中心认定为值得信赖的伊朗旅行
供应商合作伙伴；
4. 第一家创立并运营“伊朗第一个生态营地”的旅行社
5. 第一家被指定参与提升伊朗旅游业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
领军人旅行公司
6. 第一家接待海外 VIP 嘉宾的旅行社，曾接待西班牙前首
相 Jose Maria Aznar 和 Frantz Baekenbauer；
Iran Doostan Tours has been working on incoming tours 
for more than 2 decades. MICE and business departments 
have been activated for 10 years. IDT has succeeded to be 
the best Tour Operator among all other companies in 2004, 
2008, 2009, 2012, 2013, 2015 and 2017 in Iran and got the 
Iran Tourism Industry Awards of Excellence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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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旅行
MINAR TRAVEL / VILASA LUXURY
展位号Booth NO.：A1-067
地址：印度新德里议会大街皇家大楼29号
Add：29, Regal Building, Parliament Street, Connaught 
Palace, New Delhi
联系人Contact：韩骏 Han Jun
电话Tel.：0086-21-67642573
传真Fax.：0086-21-67642542
电子邮箱E-mail：topchina_sh@vip.163.com
网址Web：www.vilasaluxury.com
简介  Profile：来自印度的奢华地接社：Vilasa Luxury 
Travel。我们是Traveller Made指定的印度地接。公司总
部位于印度，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印度，斯里兰卡，
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均设有分公司，主营产品：包
机、会展，商务考察、私人订制、企业游学、主题游「佛教
文化」「瑜伽灵修」「医疗旅游」「主题摄影」等。Vilasa 
Luxury Travel,  the leading DMC from India.  One of the 
very few Traveller Made awarded DMC in India.  30 years 
in operation.  Have branch office in India, Sri Lanka, Nepal, 
Bhutan and Maldives.  Main Business:  Chartered Flight, 
Exhibition, Business Travel, Tailor-Made Travel, Overseas 
Students, Theme Travel, Buddist Travel, Yoga Travel, 
Medical Travel and Photography Travel etc.

office is in South West of Delhi with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the China, & Australia. AVN Travels has a well-established 
global alliance with some of the finest travel companies 
across the globe.

印度陆陆通旅行社
MIDTOWN TRAVELS PVT., LTD

Add：103, SHRIRAM BHAWAN, RANJEET NAGAR, 
COMMERCIAL COMPLEX, NEW DELHI-110008
联系人 Contact：ARUN ANAND
电话 Tel.：91-9811012737
传真 Fax.：91-1142030300
电子邮箱 E-mail：2355572237@qq.com
网址 Web：www.midtown.in
简介 Profile：印度陆陆通旅行社成立于 1991 年 7 月 25 日，
至今已有 25 年接待团队经验，我们作为一家专业的印度旅
行接待服务商，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
等地以及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设有
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随着印度旅游在中国的开放，我们进
入中国市场，展开印度与中国之间旅游批发代理业务的印度
旅行公司，同时也是印度政府指定接待去印度旅游的中国旅
游团的地接社。

M.AZM handi crafts
展位号 Booth NO.：D1-1010

约旦
Jordan

约旦旅游局 
Jordan Tourism Board
展位号 Booth NO.：A1-079
地址：830688  安曼：11183 约旦
Add：P.O. Box ：830688 Amman 11183, Jordan
联系人 Contact：成晨笑
电话 Tel.：18601219180
传真 Fax.：010-84030730
电子邮箱 E-mail：jordan@cconsulting.com.cn
网址 Web：www.visitjordan.com
简介 Profile：约旦旅游局于 1998 年 3 月正式成立，旨在利
用多种营销策略，打造约旦旅游品牌，推广约旦旅游产品，
使约旦成为国际市场上出境旅行的新选择，真实反映约旦旅
游业的优势，约旦在文化、自然、宗教、冒险、休闲、会展
等方面的特色。在市场策略中，约旦旅游局计划实施一项有
关国际推广活动的综合项目。此项目包括积极参与贸易展览
会、研讨会、路演、同业和媒体考察团、资料手册以及多媒
体制作和媒体关系。
Jordan Tourism Board was set up in March, 1998, aims on 
building Jordan’s tourism brand with multiple marketing 
strategy, promote Jordan tourism products, and make 
Jordan a new choice for outbound travel. 

中国
China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Beijing Municipal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8 号
Add：No.28 Jianguome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2,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周乾
电话 Tel.：0086-10-85157229
传真 Fax.：0086-10-65158247
电子邮箱 E-mail：wlziyuanchu@163.com
网址 Web：http://whlyj.beijing.gov.cn/
简介 Profile：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简称市文化和旅游局）
是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
有关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和旅
游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北京礼物”是北京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原则，面向国

北京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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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天创（北京）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Five Orientations Culture And Creativity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金隅国际
Add：Jinyu International, Wangjing West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联系人 Contact：王珑
电话 Tel.：13901322548
电子邮箱 E-mail：wufangwenhua@163.com
网址 Web：www.wufangwenhua.cn
简介 Profile：五方天创立足于文化创意设计产业，致力于
文化挖据、创意、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为冬奥
会、博物馆、主题公园、高校、雪场、景区等提供产品设计
及服务：在用设计赋能的同时，自主研发生产地方特色、主
题特色的文创产品。
五方天创用更专业、更专注的态度，为您提供更好的设计服
务，也请您关注我们自己挖掘打造的一些产品，共同品鉴动
心的器物之美。探索智能科技、体现生活美学，努力打造成
中国特色的设计创新品牌。

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Beijing Baihua Bee Industrial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Inc.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中路 7 号 3 号楼
Add：Building 3 No.7 Tongjizhonglu Beij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联系人 Contact：冯琰
电话 Tel.：13141381918
电子邮箱 E-mail：360625076@qq.com
网址 Web：www.baihua1919.com
简介 Profile：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股份公司是集科研、
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蜂产品高新技术企业，历史可以追溯到
1833年前（清道光年间）创办的永丰蜜店。百花蜂业是北京
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蜂产品行业龙头企业；“中华
老字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餐饮供应企业，百花
的蜂蜜传统加工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百花提出
了“原产地域，源头好蜜”的发展思路，打造了“一、二、
三产业融合”的完整的蜂产业链条，很好地将精准扶贫与蜂
产业的升级结合起来。并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于
2018年在廊坊建造了世界最大的蜂蜜加工基地。

北京市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
BEIJING DAXING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桐城行政办公楼
Add：Beijing, Daxing 
联系人 Contact：龙凤来
电话 Tel.：81298792
传真 Fax.：81298814
电子邮箱 E-mail：99399903@qq.com
简介 Profile：史称“天下首邑”的大兴，如今正以优美怡人
的自然风光，百里飘香的田园瓜果，独特淳朴的民风民俗，
喜庆热闹的四季节庆，时尚温馨的休闲场所，受到越来越多
游客的青睐。大兴的四季千姿百态，各具风韵。不论何时何
地，“生态大兴”、“活力大兴”、“甜美大兴”、“时尚大
兴”，都会与您相伴。
如今，大兴的旅游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面提升，已经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热情的大兴以美丽的身姿、灿烂
的笑容，向您发出真诚的邀请：“来吧，相聚大兴，共度精
彩愉悦的旅程！”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 Add：北京市通州区永顺东街 192 号
联系人 Contact：赵京
电话 Tel.：69533415
电子邮箱 E-mail：lycycj@163.com
简介 Profile：通州，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因运河而闻名，
因漕运而繁荣。历史上的漕运码头曾帆樯林立，商贾云集，
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清代著名诗人王维珍，曾以诗赞曰：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
塔影认通州。
古运河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文明，燃灯塔俯瞰着通州的发展变
化。如今大运河两岸广厦高耸、鳞次栉比，通州已承担起城
市副中心的使命。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正从容地展示
着她熔烁古今之韵，婀娜多姿之美。
驻足运河文化广场，看那波光塔影，品运河历史的包容；漫
步万亩森林公园，沐浴郁郁葱葱，享受负氧离子的洗涤；骑
行运河绿道，领略沿途美景，休闲健身融为一体；流连宋庄
艺术集聚区，艺博会盛况驰名，艺术精英尽显才华；投身都
市休闲农业，赏花踏青采摘果实，回味躬耕农家之乐；周末

内外游客、北京市民和外事商务团购客户推出的，承载与
传递首都文化、皇城文化和民俗文化，代表精致工艺、优
良品质和丰富文化创意的北京特色旅游商品标志性品牌。
    “北京礼物”品牌自2011年创建以来，积极打造“城市品牌、
国家名牌”，基本形成了以北京特色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
都市工业及科技创意产品、地方土特产品为主干的产品品
类体系，认证商品达 2000 余款，具备了完善的销售和服务
平台，代表了源自北京的精致工艺、优良品质和丰富文化，
已经成为推介北京和北京旅游的重要名片。

万达广场，美食购物观影，欢乐生活一站享受；参加运河艺
术节，聆听动人的歌曲，在美妙的音乐旋律中陶醉。
游运河，观新兴城市建设，尝美食，赏国际艺术，玩庙会，
泡温泉，休闲农家，健身步道，美景美食美味美不胜收。通
州景美，人更美。美丽家乡是通州人的骄傲，也吸引了天下
宾朋纷沓而至。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愿大家游赏通州
美景，共同参与副中心建设，多彩的通州未来一定会更加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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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柿美慕野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3019
联系人 Contact：曹俊
电话 Tel.：13611949549
简介 Profile： 專售 各種香薰、化妝品、歡迎選購

河北硕纳贸易有限公司
Hebei Shuona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燕郊经济开发区
Add：Yanjiao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Langfang City, 
Hebei Provinc
联系人 Contact：刘先生
电话 Tel.：010-61591289  13910710103 兼微信
电子邮箱 E-mail：740765563@qq.com
网址 Web：http://www.shuona.net

北京金蜜蜂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KINGBEE CULTURAL CREATIVE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9 号 7 号楼
Add：Beijing, Daxing distric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No.9 KeYuan Road, building 7
联系人 Contact：纪爱萍
电话 Tel.：15110184852
传真 Fax.：61212400
电子邮箱 E-mail：2242534089@qq.com
简介 Profile：北京金蜜蜂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
正式创立，是一家拥有北京大兴本土血脉的文化创意全案
集团公司，集团旗下坐拥广告活动领域专业团队“左右广
告”、专业旅游规划设计团队“梧桐旅游”，航媒领域专业
团队“欣航城传媒”三个独立品牌子公司，同时金蜜蜂还是
中国展览协会会员单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商会副会
长单位、中国航空新飞联盟成员单位，目前金蜜蜂的业务领
域涵盖文创产品研发、整合营销传播、公关活动策划执行、
大型会展策展执行、企业投资孵化等多项跨领域业务板块。

北京御茶膳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 Add：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 106 号
联系人 Contact：温李哲
电话 Tel.：18911227235
简介 Profile：御茶膳房，清代皇宫御膳体系的专门机构。成
形于雍正元年（1723年），帝特简管理事务大臣掌御茶膳
房事，专司帝后日常饮食及庆典宴席，因用料之精，用工之
繁，故在清代（御茶膳房）一直是天下饮食之巅。
御茶膳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由创始人王文
刚先生与原故宫博物院管理处联合创办的皇家礼食文化
产业公司，成立之初便获得故宫博物院授予故宫督造之印
（2002年—2012年）；秉承皇家饮食的精髓，致力于将传统
宫廷饮食文化传遍天下。

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FUHAO Foods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顺义空港工业区 B 区裕华路 21 号
Add： No. 21 Yuhua Road, Area B, Shunyi Airport Industrial 
Zone, Beijing 
联系人 Contact：陈婷婷
电话 Tel.：13811794061
电子邮箱 E-mail：125070245@qq.com
网址 Web：http://www.tianfuhao.com.cn/
简介 Profile：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280余年
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始创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
年)，凭借“诚信协和，有德乃昌”的理念，成为百年来京城
有口皆碑的熟肉制品典范企业。天福号的酱肘子曾作为清
宫御膳必备佳肴获赐进宫腰牌，在京城享有“乾隆酱汁传百
年，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        

简介 Profile：河北硕纳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
事电视购物产品销售，目前与全国20余家购物频道建立了长
期稳定合作关系，近百款产品登录各大电视购物频道，涉及
收藏品、家居百货、食品酒水、摆件等多个领域，电视购物
合作频道占有率高达 90%，是目前各大电视台最大的全品
类供应商之一。现诚邀广大产品供应商，只要您公司的产品
惠民、优质，便可前来与我公司洽谈合作，共同打造更加广
阔的产品销售渠道！

北京新都国际旅行社 
XINDU TRAVEL INTERNATIONAL
展位号 Booth NO.：B1-060
地址 Add：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44 号大康大厦
联系人 Contact：杨晓丽
电话 Tel.：18611245069
电子邮箱 E-mail：358675348@qq.com
简介 Profile：北京新都国际旅行社是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
由国家旅游局批准特许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国际
旅行社。是集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业务和承办
国际、国内会议展览，组织名项大型活动等多种项目的综
合性服务为一体的国有企业。主要客源地台湾、东南亚、
日本、韩国、欧洲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许可证号为L-BJ-
CJ00073。
我社成立于1994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每年组织接待旅游客达3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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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画鼻烟壶
展位号Booth NO.：D1-F07
 Profile：内画是将传统的书画艺术和内画工艺结合在一起
的，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品种，传承至今已近二百年的历
史。内画的画法是以特制的变形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等
材质的壶坯内，反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格调典雅、笔触
精妙。文字和图形为反向作画。堪称中国一绝。

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
CultureTourism•Industry Creative China Beijing Group.
展位号 Booth NO.：D1-F4
地址：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B 座 23 层 2301
Add：Suite 2301, 23rd Floor, Global Trade Center Block B, 
Beiji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纪红艳
电话 Tel.：010-59575800
电子邮箱 E-mail：jihongyan@cctc-bj.com
简介 Profile：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是行业领先的文
旅IP运营综合性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全产业链的创新引领
者，主要业务包括IP运营，衍生品设计、生产，品牌营销，
沉浸式主题展览，景区线下运营，以及覆盖线上线下的零
售业务。中创文旅目前与三山五园、颐和园、永乐宫、五大
道、国家非遗、长隆等众多文旅IP达成多维度合作。同时，
中创文旅所展现出的专业和规范，很荣幸的受邀成为中国专
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玩协的专委会委员、国际授权业协
会（中国区）20位核心委员之一。

国际旅游交易网 
TravelTradeChina
展位号 Booth NO.：B1-060
地址 Add：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摩码大厦 1310
联系人 Contact：陈旗
电话 Tel.：13581865112
电子邮箱 E-mail：jack@traveltrade.cn
网址 Web：traveltrade.cn
简介 Profile：国际旅游交易网TravelTradeChina是一家专门
服务于出境旅游行业的数据库媒体平台，平台致力于打造全
球旅游同业间相互合作的渠道。为出境组团社与世界各地的
地接服务提供商进行跨国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网站以
丰富系统的出境旅游信息、资讯信息和大量行业实用信息的
资源优势，为广大会员提供方便快捷的专业服务。同时也为
众多境外的旅游服务企业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展示平台。
以提供行业交易信息为基础，同时为旅游从业者提供最为前
沿的资讯报道。庞大的会员数据库让我们的资讯更具有针
对性。高端的交流平台让我们的信息更具有国际性。定制的
会员资讯服务让我们的新闻更具实用性。

北京卡德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card+Culture Media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D1-W08
地址 Add：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二号楼仟村商务大楼
A 座 511-1
联系人 Contact：赵晖
电话 Tel.：010-64410115
传真 Fax.：010-64410116
电子邮箱 E-mail：97zh@163.com
网址 Web：www.kadejia.cn
简介 Profile：helloca是一款基于VR/AR技术的、国内首创
的、人脸识别摄影、即时动作动态捕捉与互动、影像辨识
技术、计算机远程控制、云数据储存、网络传输与管理、国
际先进PVC卡片打印技术为一体的新型智能AR游戏体验终
端。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Enamel Factory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外安乐林路 10 号
Add：10Anlelin road Yongdingmenwai, Beiji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白洋
电话 Tel.：101-67211677
传真 Fax.：010-67261122
电子邮箱 E-mail：jtl@bjflc.com
网址 Web：www.bjflc.com
简介 Profile：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于1956年，全中国景泰蓝行
业中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以其产品研发优势享誉国内
外，令许多政事活动及赠送国礼均是以其制作的“京珐”牌
景泰蓝艺术品为首选。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入选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泰蓝制作引入了中国的
传统绘画、雕刻、镶嵌、冶金、玻璃熔炼等技术，堪称传统
工艺美术集大成者，由于其材料贵重、工艺繁复、制作周期
长，故这种珍贵的艺术品在几百年间只在宫廷中制作，由皇
家独享。

北京丝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通州宋庄艺术东区东韵丝绸馆
电话 Tel.：4001511365
传真 Fax.：60572108
电子邮箱 E-mail：535628716@qq.com
网址 Web：www.eastyle.com.cn
简介 Profile：北京丝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名称东韵，
并在2015年创办东韵丝绸文化艺术馆，东韵丝绸馆以打造中
国丝绸民族品牌，弘扬丝绸文化继承与发扬 传统丝绸技艺为
己任，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以及首都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中汲
取能量，形成以丝绸文化及技艺研究为主，产品创意设计，
文化体验服务为辅的专业丝绸馆。16年来初心不改，以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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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 Hongluo Foods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 
Add：Miao Town, Huairou District, Beijing
联系人 Contact：田军
电话 Tel.：010-60695300-8688
传真 Fax.：010-60692286
电子邮箱 E-mail：1140639186@qq.com
网址 Web：www.hljt.com.cn
简介 Profile：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始于1909年，是一家
具有悠久果品生产历史、集产供销一体化的“中华老字号”
企业，是农业部等国家九部委认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北京市高新
技术企业”。1915年，红螺食品前身聚顺和生产的北京果脯
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2012年，在巴西召开的第
十六届世界食品科技大会上，红螺茯苓夹饼获得“世界食品
工业大奖”；2014年，红螺食品申报的“北京果脯传统制作
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北京敬人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Jingren’s Paperlogue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甲 89 号福祥胡同内 
Add：Fuxiang Hutong, 89A Di’anmen East St., Dongcheng 
Dist., Beijing  
邮编：100009 
zip code:100009
联系人 Contact：扈海涛
电话 Tel.：400-7056-566  15901347718
传真 Fax.：0086-010-64087370
电子邮箱 E-mail：huhaitao@jrzhiyu.com
网址 Web：www.jrzhiyu.com
简介 Profile：北京敬人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敬人文化”）是由书籍设计大师吕敬人先生牵头，团结一群
致力于弘扬中华纸文化，期望推动行业发展的有识之士共同
发起创建的纸文化集结地。
纸铺是敬人文化旗下品牌，是中国首家纸材创意应用专业服
务平台，致力于开发纸的无限可能，满足新时代美好生活需
求。纸铺着眼于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整合设计智造资源，转
化创意产品与服务，链接创意生产与消费，打造纸材创新应
用生态圈。

北京艺韵阁书画院
Beijing Yiyungge Academ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画家村 

安徽省宣州宣笔厂（张苏笔庄） 
Jordan Tourism Board
展位号 Booth NO.：D1-F13
地址 Add：安徽宣城市宣州区溪口镇街道
电子邮箱 E-mail：503817935@qq.com
简介 Profile：宣笔为文房四宝之首，源于秦代，盛于唐宋，
因产于古宣州而得名，迄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宣笔制作
需经过八大工序一百多个环节，全系手工作业，技艺极为复
杂。毫料的选材、制作等关键环节，均溪水浸泡，日光晾晒，
自然天成。安徽省宣州宣笔厂创办于 1983 年。创办人张苏、
张文父子是当代宣笔制作顶级大师，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笔毫脱脂、修笔成型方面有独到
建树。张苏宣笔“尖、圆、齐、健”四德俱备，深受吴作人、
刘海粟、林散之、萧娴、启功、亚明、武中奇、陈大羽等诸
多书画大师青睐。宣州宣笔厂年产各类宣笔 20 余万支，产
品远销海内外，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安徽宣城市传统手
工制作技艺的突出代表之一。

安徽  Anhwei

的设计，细致的策划，为各大企业，学校，博物馆定制各类丝
绸制品。

芜湖市飞龙铁画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 Add：安徽省芜湖市北京西路 26-3 号
联系人 Contact：高文清
电话 Tel.：13805539481
电子邮箱 E-mail：385046841@qq.om
网址 Web：www.fl2008.com
简介 Profile：芜湖市飞龙铁画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一家策划创意、研发设计、手工制作、营销推广
四位一体的芜湖铁画行业实力企业。目前有张德才、叶合安
徽省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五名，高级
铁画师十五名。
荣获“安徽省著名商标”、 “安徽省知名旅游商品”、“中
国旅游百家十强企业”、“中国旅游必购商品”、“中国品
牌旅游商品”,安徽省旅游商品生产定点企业，安徽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确定为芜湖铁画龙头企业。

Add：Songzhuang Painter Village,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  
联系人 Contact：刘先生
电话 Tel.：010-61591289  13910710103 兼微信
电子邮箱 E-mail：yygart2016@163.com
网址 Web：http://www.yygshy.com
简介 Profile：北京艺韵阁书画院主要从事艺术家宣传、字画
定制、真迹字画收藏等服务。2018年1月，被授予北京民营经
济发展促进会会员单位，同年2月，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成功
挂牌，股权代码ZS3885。艺韵阁自主开发了艺韵阁商城、艺
韵百科书画家系统，打造了宣传销售一条龙服务体系。
本画院作品直接来源于画家本人，拥有数千位书画家资源。
四川国际博览会期间，特邀请当代实力派书画家史俊保（史
可鉴）先生亲临现场创作，喜欢书画的朋友可以一睹其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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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The Sports Bureau of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City of China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邮编 236800）
Add：No. 588 Xiyi Avenue, Qiaocheng District, Bo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zip code 236800)
联系人 Contact：李战博
电话 Tel.：0558-5555842  18656789410
传真 Fax.：0558-5555842
电子邮箱 E-mail：www.1163899230@qq.com
网址 Web：http://wlt.bozhou.gov.cn/zw/
简介 Profile：亳 (bó) 州，是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平原上的
地级市。3700 年前，商汤王定都于亳，2000 年 5 月建立地
级亳州市，国土面积 8374 平方公里，人口 650 万。亳州是
文化旅游名城。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道家鼻祖老子、一
代圣哲庄子、魏武帝曹操、神医华佗等皆生于此。拥有亳州
古城、天静宫、庄子祠、道德中宫、华祖庵、曹操运兵道等
文化旅游景区。亳州是世界中医药之都。亳州现居全国四大
药都之首，有千家药企、十万药商、百万药农。亳州中药材
专业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
心。先后荣获“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中
国一带一路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国际健身气功五禽戏之
都”和“中国药膳之都”四项国家级称号。

亳州市博物馆  亳州市文化馆
Bozhou Museum   Bozhou Cultural Museum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芍花路 209 号（邮编 236800）/
安徽省亳州市建安文化广场五位一体 A 座
Add：No. 209 Shaohua Road, Baocheng District, Bo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postcode 236800)/Five-in-one Block A of 
Jian'an Cultural Plaza, Bo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胡荣丽
电话 Tel.：13505669779
电子邮箱 E-mail：13505669779@139.com
简介 Profile：亳州博物馆为仿汉城堡式建筑，位于芍花路
209号。总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其
中展室面积2800平方米，文物库房面积1200平方米。1963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现藏有珍贵
文物4083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汉代青
瓷器、玉器，隋代白瓷器、陶俑，唐代三彩器，宋元瓷器等
最为突出。
亳州博物馆《穿越五千年——亳州文化寻源》陈列，按照
历史发展的脉络，展示亳州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和多姿多
彩的文物形态。展览由序厅、涡河文明、商汤都亳、道源圣
地、汉魏风骨、天下望州、亳商市井、近现代亳州8个部分
组成。在内容编排上，融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互动性
为一体，既有精美的文物鉴赏展示，也有大信息量的文物、
亳州相关景点电脑查询，还有景观、沙盘、三维动画等立体

安徽花吟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Huayinzi Bio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王大道 1166 号
Add：No. 1166 Yaowang Avenue, Bozhou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Anhui Province.(zip code236800)
联系人 Contact：王品武
电话 Tel.：18156745086
电子邮箱 E-mail：2184198@qq.com
简介 Profile：安徽花呤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专注药都亳州特色芍药花的深
度研发，坚持“立足芍药花产业、讲好芍药花故事、传播好
芍药花文化”的发展宗旨，将千年药都亳州极其丰富的中药
资源和底蕴深厚的华佗养生文化进行创意融合，加以现代科
技融入，创新发展芍药花护肤品，践行“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芍药花让人类更美丽”的伟大梦想！为家乡亳州建设“世
界中医药之都”贡献力量，增添亮点内容。

形象展示，便于观众对文物内在思想的理解及亳州文化源流
的整体认知。
亳州博物馆是亳州城市的名片、历史的底片、文化的芯片。
相信亳州五千年文明辉煌成就，会震撼您的心灵，会使您在
精神上得到升华。
亳州市文化馆位于建安文化广场“五位一体”a座，馆舍面
积约12000平方米，内设综合展厅、文化休闲书吧、无人看
管公益书吧、文化艺术培训室、亳弈馆、多功能剧场等。市
文化馆业务功能分区涵盖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摄影、
围棋、象棋、花艺、茶艺等四十余项，遍及群众文化生活的
方方面面。市文化馆业务功能包括：组织大型公益性群众
文化活动；开展“人人有艺”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公益培训活
动；指导、协调、辅导全市（包括三县一区）重要的公益性
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创作各类艺术作品，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举办各类艺术展览；收集、发掘、整理民间艺术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市文化馆自2017年9月18日批复设立以
来，以打造国家一级馆为目标，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免费公益
培训、群众文化活动、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数字化建设等工
作。先后举办系列大型社会文化活动，开创了“文化馆欢乐
奇妙夜”精品社教活动，不仅打造了安徽省首家夜间开放的
文化馆，同时在全国文化系统率先垂范。在2019年安徽省公
共文化云公布最新数据,亳州市文化馆人流量在全省122个
文化馆内排名第一。作为全市群众文化阵地，亳州市文化馆
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助力我市文化事
业的发展；联合市博物馆研发的文创产品，2018年荣获两次
全国大赛银奖，2019年荣获全国金奖，是安徽省十一年来在
该大赛中荣获的最高奖项；组建亳州市广播影视产业园并成
功申报为省级园区；在北关历史街区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直
播间、时光亳州老物件展示馆，提升了亳州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传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亳州市文化馆、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必将以饱满
的热情、蓬勃的朝气、敢于创新的理念，让多彩文化、舞动
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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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大道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Bozhou Avenue Culture and Ar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牡丹路 1008 号（邮编 236800）
Add：No. 1008 Mudan Road, Licheng District, Bozhou City, 
Anhui Province(zip code 236800)
联系人 Contact：刘佳朋
电话 Tel.：13505669099 
传真 Fax：0558-5898989
电子邮箱 E-mail：1613069@qq.com
网址 Web：http://jianjun.tmall.com
简介 Profile：亳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制铜业兴盛
繁华，老街就有打铜巷专业一条街。公司以根植亳州厚重
文化，以铜为主题，把铜艺与酿酒、餐饮、养生、文创等结
合起来，为客户订制和研发生产艺术造型酿酒器、饮茶器、
文化餐饮器、养生熏香器等艺术实用器及具有亳州文化特
色的文创产品。公司依托天猫、京东、阿里巴巴、微信等信
息化平台，主销往全国一、二线城市中高端客户，将亳州文
化、艺术之美融入大众生活。截至目前，公司项目研发及从
业团队15人，其项目研发人员6人，紫铜尊家用酿酒器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ZL 2017 2 1379422.X），
作品及创意获得市政府主管部门表彰2项，注册商标3项，近
一年来公司经营业绩近千万元。公司目前推进艺术造型家用
酿酒器的市场推广和深度研发，已与云南炆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安徽五岭洞藏酒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开拓广
州、深圳、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市场，已与酒仙网达成
入驻协议；正在开发基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营销模式，
构建基于微信端和阿里云的互联网营销+实地体验购物平
台，进一步引领健康饮酒新模式，拓展白酒市场新领域。

大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Great Beauty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金鹰国际商城（原侨鸿国际商城）
801、803、805 室
Add：Room 801, 803 and 805, jinying international mall 
(formerly qiaohong international mall), jinghu district,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邢之鹏
电话 Tel.：008618655381987
传真 Fax.：00860553-3810003
电子邮箱 E-mail：569490417@qq.com
网址 Web：http://www.dameigl.com/
简介 Profile：大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
总部设在芜湖，立足安徽、发展全国、服务全球。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尽善尽美的旅游服务,秉持 “一份信任就是百倍责
任” 的负责服务理念，倡导“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坚守“以信为本、以诚待人、规范经营、热情服务”的经营
宗旨。八百里皖江走出了奇瑞、三只松鼠，我们坚信在出国
旅游找大美的高端定位下，大美旗下高端品牌耀凯假期自足
研发马尔代夫、澳新、欧洲、东南亚等产品，定位于2-16人
高端私密小团，轻奢路，随心玩必将成为未来主流。

鸠江区戴翠兰酒酿坊 
Dai Cui Lan Rice Winery in Jiujiang District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
Add：Wanli Street, Jiujiang District, Wuhu City
联系人 Contact：齐静
电话 Tel.：13063269966
邮编：241000
电子邮箱 E-mail：569490417@qq.com
简介 Profile：戴氏荷花酒酿的加工制作由来已久，最早始于
清末年间。由戴嘉来最早制作。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在制作荷花酒酿的基础上，经过二次发
酵、压榨制成荷花米酒。荷花米酒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
葡萄糖、氨基酸等营养成分，饮后能开胃提神，并有活气养
血、滋阴补肾的功能，产妇和妇女经期多吃，尤有益处，是
老幼均宜的营养佳品。

芜湖农爸爸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Wuhu Nongbaba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红杨镇周桥村
Add：Zhouqiao Village, Hongyang Town, Wuhu County,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刘先锋
电话 Tel.：13731928818
传真 Fax.：18055355181
电子邮箱 E-mail：lxfwy08@163.com
简介 Profile：芜湖农爸爸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
是芜湖县重点招商的农旅企业。公司是以新型生态农业为
载体，结合传统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文创产品开发，旅游
运营服务，利用互联网营运模式，实现传统农业“一二三”
产业化融合发展，公司一直注重创新发展，探索新模式，现
拥有品牌商标4个，申请专利2项，开发孔雀相关文创产品多
达几百种，品类涉及广泛，包括文创旅游商品，家居装饰摆
件、婚庆服装配饰，创意服饰、舞台道具，首饰等等领域。

安徽丫山花海石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2T-13
地址 Add：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何湾镇丫山
联系人 Contact：陈成
电话 Tel.：13655599776
传真 Fax.：0553-6417888
电子邮箱 E-mail：296591638@qq.com
简介 Profile：丫山凤丹养生茶，属于被子植物茶超目群的古
天然白牡丹花瓣，花色素、营养素、精华素主要是黄酮类化
合物和多糖介质物，含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以及20种微量
元素。氨基酸总含量达14.294%，其中人体必须的苏氨酸、
缬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和赖氨酸和
占4.632%。此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VB6、VC、VD、VE、
VK）多种糖类（木糖、L阿拉伯糖、葡糖、纤维糖、易构酶糖
等）和黄酮类等，具有防癌、抗癌和降血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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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悠然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1-W04
地址 Add：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华大电商园罗格林大厦 A
梯 4 层
电话 Tel.：0595-28000191
电子邮箱 E-mail：402720220@qq.com
网址 Web：www.youranjian.cn
简介 Profile：悠然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  是一家以发现、创
造、分享为宗旨，以旅游 IP 策划、推广活动策划、伴手礼研
发等综合业务为核心的企业。坚持 100% 原创设计 ，结合
各地历史文化特色开发创意产品，服务于广大小型终端零售、
批发企业及各大礼品，同时研发礼品定制，线上智慧新零售
的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Cowboy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48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德清大道 1 号
Add：No.1 Deqing Avenue, Guangqing Industrial Park, Shijiao 
Town, Qingcheng Area, Qing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严颖
电话 Tel.：13928823319
传真 Fax.：0763-3113083
电子邮箱 E-mail：1775822959@qq.com

福建  Fujian

广东  Guangdong

重庆深微旅创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Micro Depth Brigade Cre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67
地址：重庆渝北区龙塔街道洋河东路 37 号长都商务大厦 15-1
Add：15-1 Changdu Business Building, 37 Yanghe East 
Road, Longta Street, Yubei District, Chongqing
联系人 Contact：李仕剑
电话 Tel.：18580869712
电子邮箱 E-mail：lishijanfd@163.com
网址 Web：www.svmedia-china.com
简介 Profile：深微传媒成立2013年，核心团队深耕媒体行业
逾二十年，所以专注。基于大交通数据提供营销解决方案，
所以专业。尊重行业、尊重客户、尊重成果，所以专心。聚
焦数亿商旅人群，致力于构建中国大交通数据营销平台，交
互覆盖铁路12306、航旅纵横，拥有高铁移动电视等优质资
源，助力客户实现精准场景营销、线上产品交易、智慧优化
管控，提供出行场景“互联网+”品效合一的解决方案。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展位号 Booth NO.：D3T-3
地址 Add：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8 号高科山顶总部基
地 41 栋
联系人 Contact：林凰
电话 Tel.：63016587
简介 Profile：重庆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
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城市，也是中国面积最大、最年轻
的直辖市，是闻名遐迩的山城、江城、不夜城。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坐拥长江黄金水道、“陆海新通道”国际铁路联
运通道，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重庆是
中国西南综合交通枢纽，拥有通达世界各地的高效便捷的
水、陆、空交通体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4000万人次，已开通往返美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家120个
城市的140多条国内外航线。
界知名的旅游城市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重庆有誉满全球的
长江三峡，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遗产武隆
天生三硚和南川金佛山。

重庆中国青年国际旅行社
Chongqing China Youth Travel Service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57
地址 Add：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26 号光宇大厦 8 楼
联系人 Contact：陈超
电话 Tel.：13983882990
电子邮箱 E-mail：183302637@qq.com
简介 Profile：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重庆中青
旅，是由国家旅游局批准并颁发证书的国际社。中国青年旅
行社拥有一支素质好、善于为旅客着想，朝气蓬勃、热情诚
恳、细致周到的青年专业服务队伍，含接待人员、导游、司
机和其他后勤人员。
重庆中青旅经营海外游客入境旅游、中国公民国内旅游、特
许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交通票务销售代理等业务、会务会
展、签证代理业务等等。重庆中青旅自建社以来，经过十余
年的不懈努力，已建立遍布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和东
南亚各国广泛紧密的销售网络和合作渠道；拥有一批经验丰
富、训练有素的英、日、德、法、俄、朝、汉语种专业导游
队伍，并配备有豪华旅游车队、旅游餐厅，能为海内外各界
人士安排畅游中国及世界各地最佳行程和提供优质服务，
组团能力和接待能力为行业和社会各界一致公认，以高效、
优质的服务获得卓著的信誉。以优质完美的服务，在个人出
行，商务旅游，企业会展领域给广大客户提供最权威的旅游
资讯并量身打造让您省心满意的出行计划。通过我们的平台
让您第一时间享受最快捷的旅游服务，感受动感的商务生
活。

重庆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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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Guangdong 
Province
展位号 Booth NO.：D3T-7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01 号
Add：701, Dongfengdong Rd, Guangzhou, China
电话 Tel.：020-37803312
传真 Fax.：020-37803311
电子邮箱 E-mail：whtxxzx@163.com
网址 Web：http://whly.gd.gov.cn/

网址 Web：http://mt-toys.cn/ 
简介 Profile：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3 年，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是儿童
主题乐园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中国无动力游乐行业领跑者。
牧童注册资金一亿元，是拥有四大工厂、大型营销中心、研
发设计中心、大型展示厅的全国知名企业，在湖南、广西、
江西、海南、上海、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湖北、河南等
地设多家分公司。                   　　       
公司产品出口到欧洲、俄罗斯、中东、东南亚以及非洲二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好评。

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gmin Digital Machine,.LTD
展位号 Booth NO.：室外 B00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奋达科技创意园 C 栋五楼
Add：Shenzhen jingmin Digital Machine,.LTD 5/F, budlding 
C of Fenda Technology Creative Park, Bao an avenue,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黎玉梅
电话 Tel.：15116310875
传真 Fax.：29355820
电子邮箱 E-mail：3004208350@qq.com
网址 Web：www.jingmindm.com
简介 Profile：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拥有“银河幻影”和“JMDM”两大品牌，深圳
总部，广州和北京直属分公司，公司秉承着“精益求精，敏
行致远”的企业理念，至2007年以来，一直专注于VR/AR体
验设备和工业级智能控制、自动化控制、物联网控制领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是行业内产品品类开创者，发展的风向
标。

欣新房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Xinxin RV Holding Group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室外 A00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工业西路 12 号
Add：No. 12, Industrial West Road, Songshan Lake,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客服热线

电话 Tel.：4000 369 369
网址 Web：http://wap.huang88.com
简介 Profile：欣新房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房车
销售、房车租赁、房车旅游、房车托管及房车产业与配套服
务的公司，公司将以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经营理念让房车生活
走向大众，我们将竭诚为消费者提供舒适、便捷、轻松、快
乐的房车生活，房车生活已经来临、房车旅游必将流行、携
手欣新共创辉煌。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展位号 Booth NO.：D3T-1
地址 Add：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湖南路 24 号
联系人 Contact：刘铨
电话 Tel.：86-771-5539959
传真 Fax.：86-771-5775303
电子邮箱 E-mail：xtc5529197@163.com
网址 Web：http://wlt.gxzf.gov.cn
简介 Profile：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与东盟陆海相连，是中国
唯一沿边、沿海、沿江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土地面积23.7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600万。
广西山美水美生态美，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和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 “老、少、边、山、海、寿”六类资源优势突出。
古老的文化积淀、多彩的少数民族、绵延的中越边境、变幻
万千的奇山秀水、波澜壮阔的丝绸之海、绿色健康的长寿之
乡，将带您走进壮美广西!

阿提雅（广州）进出口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1-1003
地址 Add：广东省广州市金沙洲安宁街 35 号
联系人 Contact：方先生
电话 Tel.：18027492361
简介 Profile：阿提雅企业总部位于印度新德里，是一家传统
的制造业公司，至今有50多年历史，我们一直深耕于印度薰
香市场，产品包含有:檀香，沉香，瑜伽香，玫瑰，薰衣草等
几十个香型，深受国内外客户好评。目前公司在广州成立分
公司，主要负责中国市场开发，销售。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洽
谈。

广西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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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古隆中

襄阳临汉门

枣阳汉城

岘首亭

保康五道峡

襄阳盛世唐城

湖北省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襄阳文化和旅游官方微信 襄阳文化和旅游官方微博

襄阳是中国中部一座拥有 600 万人口的山水秀城，是中国茶马古道和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城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版图面积 1.97 万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188 平方公里。三千年古城、楚文化、汉水文化、三国文化在这里孕

育兴起，汉光武帝刘秀、中国智圣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在这里

谱写了许多历史传奇和名篇佳作，《三国演义》120 回有 32 回发生在襄阳，唐诗 300 首

中 27 首是咏写襄阳的佳作名篇，“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是这座城市的

形态写照，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是这座城市的神韵和内涵。

欢迎您来这里，慢生活、纯旅行，享遇襄阳好风日！

襄阳好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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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金虾路 17 号（邮编 448000）
联系人 Contact：叶会琼
电话 Tel.：0724 2337064
简介 Profile：东宝因境内隋代所建1400多年沧桑历史的东
山宝塔而得名，鄂中名珠，楚之望地。西拥沮漳、东纳鄢
郢、南襟汉津、北倚襄宜。境内有圣境山风景区、象山风景
区、仙居风景区、马河青林寨关公园风景区等四大风景名
胜风景区，山川秀美、风景如画。旅游商品丰富多彩，米黄
玉、天生源蜂产品、德源石碾米等名扬省内外，深受游客好
评。
现在着力打造的“中国滑翔胜地 绿色家居之都”是她靓丽
的名片。

湖北  Hubei

京山市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湖北省荆门京山市新市镇城中路 343 号（邮编 
431899）
联系人 Contact：方小玲
电话 Tel.：7221205
传真 Fax.：7236233
电子邮箱 E-mail：2513989484@qq.com
简介 Profile：京山位于湖北省中部，北倚大洪山脉，南临江
汉平原，位于全省经济最活跃的武汉—宜昌—襄阳大三角
中心地带，素有“鄂中绿宝石、武汉后花园”的美誉。
京山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生态县（市）。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13%，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旅游资源丰
富，以山、水、林、泉、石、藤、洞、瀑为主的自然景观遍布
全境。以屈家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苏家垄春秋时期古青
铜器遗址、西汉末年绿林古兵寨为代表的历史旅游资源源
远流长；以对节白蜡、“国宝牌”桥米、“燕牌”香菇为代
表的旅游商品资源享有盛名。
京山是“中国网球之乡”。拥有华中最大的网球主题公园和
200多片标准网球场，常年承办国际网联青少年U18、中国
（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等重大国际国内赛事，“打网球，
到京山”声名远扬。
京山是“亚洲观鸟之乡”。中华秋沙鸭、寿带、野生鸳鸯等
珍稀鸟类在此繁衍，是湖北乃至全国重要的鸟类栖息地。连
续10多年举办观鸟摄鸟比赛，承办2016年第七届亚洲赏鸟
博览会，“赏百鸟，到京山”叫响全球。
国家生态县、亚洲观鸟之乡、中国网球之乡、湖北旅游强
县，京山欢迎您！

安阳市豫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3035
地址 Add：安阳市市文峰区万达金街 6 号门
联系人 Contact：田开宇
电话 Tel.：15203726602
传真 Fax.：0372-2220176
电子邮箱 E-mail：16598862@QQ.com
简介 Profile：豫匠冷制手工皂是河南省首家集制皂、销售为
一体的有限公司。制皂师张文芝女士将自家传承下来的古法
制皂技术进行了创新,改变之前的原材料的单一,添加各种天
然有机植物油,引进全球原材料资源，如德国乳木果油, 墨西
哥荷荷巴油,地中海橄榄油,西班牙甜杏仁油,葡萄籽油,红花
油、中药材等添加到皂中,
将手工皂功效细化分类,使其有更强大的功能性,如薰衣草的
祛痘皂,羊奶淡斑皂,抹茶除螨皂，竹炭控油皂等, 对人的皮
肤无任何刺激,不紧绷不干燥，清爽光滑， 是替代化学洗面
奶和沐浴露的环保朝阳产业。

洛阳唐三彩
展位号 Booth NO.：D1-F02
地址 Add：洛阳市孟津县南石山村
联系人 Contact：张俊朋
电话 Tel.：13569570385
电子邮箱 E-mail：1456584757@qq.com
简介 Profile：唐三彩是汉族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属于唐
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
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
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产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
彩”之称。

河南  He'nan

糖塑艺术吹糖人
展位号 Booth NO.：D1F10
地址 Add：河南省滑县老店镇
联系人 Contact：马电坤
电话 Tel.：15993852696
简介 Profile：马电坤，男，河南滑县人，“马氏糖人”第
十六代传承人，现任滑县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系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会员、河南省民协会员、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
员。自幼受家庭影响学习吹糖人，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多年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多次参加文博会、非遗
展、非遗进校园等国内活动，并多次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中做出了
重要贡献。
滑县“马氏糖人”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11年被河南省
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成立了《滑县金乐
糖塑艺术有限公司》。马电坤在继承祖辈制作技艺的基础
上，不断研究创新，不仅睁着眼睛能吹制出栩栩如生的糖
人，蒙上双眼照样能制作出形神具备的作品。襄阳古隆中

襄阳临汉门

枣阳汉城

岘首亭

保康五道峡

襄阳盛世唐城

湖北省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襄阳文化和旅游官方微信 襄阳文化和旅游官方微博

襄阳是中国中部一座拥有 600 万人口的山水秀城，是中国茶马古道和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城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版图面积 1.97 万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188 平方公里。三千年古城、楚文化、汉水文化、三国文化在这里孕

育兴起，汉光武帝刘秀、中国智圣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在这里

谱写了许多历史传奇和名篇佳作，《三国演义》120 回有 32 回发生在襄阳，唐诗 300 首

中 27 首是咏写襄阳的佳作名篇，“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是这座城市的

形态写照，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是这座城市的神韵和内涵。

欢迎您来这里，慢生活、纯旅行，享遇襄阳好风日！

襄阳好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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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风景区
Luohe Scenic Area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漳河镇漳河旅游港游客中心（邮编 
448156）
Add：Zhanghe Tourism Port Visitor Center, Luohe Town,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Zip Code 448156)
联系人 Contact：孟哲
电话 Tel.：17786764266
传真 Fax.：0724-6077019
电子邮箱 E-mail：205402596@qq.com
网址 Web：www.hbzhanghe.com
简介 Profile：漳河风景区位于荆门、宜昌、襄阳三市交界
处，正好地处张家界、古隆中、长江三峡等旅游热线的黄金
腹地。漳河风景区以闻名全国漳河水库为依托，风景秀丽、
水域宽阔、神韵独特，水质天然纯净，是“活化石”桃花水
母的生息地，也是一个集工程、人文、自然和生态旅游为一
体的水利风景名胜区。漳河风景区由湖心岛及阳光沙滩两个
核心景点组成。到漳河，赏原生态之人文奇观，看纯自然之
山水妙象，泛舟冲浪、沙滩沐浴、采桔赏花、游钓品鱼、飞
天走索、露营拓展、让您享受悠然自得的惬意，带走一份弥
足珍贵的记忆。

湖北省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Jingmen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Hubei Province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荆门市象山大道 116 号
Add：116 xiangshan avenue,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聂子尧
电话 Tel.：17364292059
网址 Web：http://wtxg.jingmen.gov.cn/
简介 Profile：荆门是一座生态资源富集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城
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拥有 5 个国家 4A 级风景区、4 个国家森林公园、3 个国家
湿地公园、1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1 个全国森林旅
游示范县。下辖钟祥市是世界长寿之乡，中国最美 30 县之一 ,
京山县是湖北唯一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亚洲观鸟
之乡。荆门孕育了长江中游最古老的文明——屈家岭文化 ,
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

湖北荆州楚王车马阵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Hubei Jingzhou King Chu's Mausoleum Tourism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张场村 ( 邮编 434033)
Add：Zhangchang Village, Chuandian Town, Jingzhou District,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付循
电话 Tel.：0716-8886999

传真 Fax.：0716-8872990
电子邮箱 E-mail：418143380@qq.com
简介 Profile：楚王车马阵景区（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距楚故都纪南城约26公
里，距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古城约35公里，南岭八岭山楚墓
群，北靠荆山，是国家级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现已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布局最为完整的周
代楚王陵陵园，以气势恢宏的楚王陵、威武壮观的车马阵列
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仅有，天下第一”的楚王陵典范。

荆州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Jingzhou Ancient City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南路 12 号 ( 邮编 434033)
Add：No. 12 Jingnan road, Jingzhou district, Jingzhou,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董志翀
电话 Tel.：0716-8802628
电子邮箱 E-mail：jzgclswhlyq@126.com
网址 Web：www.jzgcly.com
简介 Profile：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座落于素有“鱼米之
乡”之称的湖北省荆州市，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景区
参观主体荆州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州古城是国
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楚文化发祥地和三国文化故里。2015年8月，荆州凭
借“文化魅力和特殊魅力”荣膺2015旅游业“最美中国目的
地城市”。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主要参观景区点有：东
门宾阳楼景区、张居正故居、关帝庙、关公义园、荆州城墙
博物馆、大北门朝宗楼、安澜门景点、南纪门景点等。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
Shennongjia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新城二路
Add：Xincheng Second Road, Songbai Town, 
Shennongjia Forest District,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刘军
电话 Tel.：0719-3316825
传真 Fax.：0719-3337189
简介 Profile：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东与湖北襄阳
古隆中景区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长江三峡毗邻，南依湖
北宜昌三峡大坝而濒三峡，北倚湖北十堰且近武当，是全国
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直属湖北省管辖。神农架因
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搭架采药而得名，是鄂西生态文化
旅游圈的核心板块，也是湖北“一江两山”旅游区核心景区
之一，拥有 5A 级景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
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
家湿地公园。被美国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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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Department of Cluture and Tourism of Hubei province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 23 号
Add：23 Gongzheng Road, Wuchang District, Wuhan,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陈曙光
电话 Tel.：18627193599
网址 Web：http://wlt.hubei.gov.cn/
简介 Profile：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8 年新组建成立，是
主管全省文化和旅游事业的政府组成部门。

武汉凤娃古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Wuhan fengwa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三叉路街道
Add：Sanfork road, fenghuang town, xinzhou district, 
wuhan city
联系人 Contact：胡春喜
电话 Tel.：027-89278138
传真 Fax.：027-89278138
电子邮箱 E-mail：2943434594@qq.com
网址 Web：http://www.whfwgz.com
简介 Profile：武汉凤娃古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是一家集旅游投资、景区策划、景区运营与
管理的专业化旅游产业投资企业。目前公司已投资 1.6 亿元
在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打造了极具文化特色的凤娃古寨旅
游景区。
公司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先后被评为“武汉市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武汉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新洲区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湖北省最具影响力企业”、“旅游
先进集体”等荣誉。

武汉市新洲区文化和旅游局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of Xinzhou District, Wuhan City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古城大道 175 号
Add：175 Gucheng Avenue, Zhucheng Street, Xinzhou 
District, Wuhan City
联系人 Contact：漆求喜
电话 Tel.：13995537188
传真 Fax.：027-89351666
电子邮箱 E-mail：86988238@qq.com

洪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洪山区文治街 39 号洪山区文化大厦
联系人 Contact：黄琦
电话 Tel.：13367285334
简介 Profile：洪山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南部，东与鄂州市接
壤，南邻江夏区，西北环抱武昌区、青山区，实际管辖面积为
220.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14.18 万人，辖 9 街 1 乡，是武汉
市面积最大的中心城区。洪山是山水浸润的土地，境内山秀
水灵，有卓刀泉寺等名胜；是科技与文化交融的土地，拥有
武汉大学等 30 多所高等院校，54 名两院院士，名师荟萃，俊
彦云集；是智慧和理念激荡的土地，文化创意、科技金融、商
贸服务等汇聚灿烂。大学之城、科技之城、创意之城、生态
之城的业态建设，连同山水人文共同组成了洪山的旅游名片。

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Baokang Sante Jiuluzhai Tourism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邮编 441611）
联系人 Contact：卢万武
电话 Tel.：13554186188
电子邮箱 E-mail：861256888@qq.com
网址 Web：http://www.bkjlz.com/
简介 Profile：九路寨生态旅游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位
于保康县歇马镇，景区平均海拔 1200 米，面积 170 平方公
里，南通长江三峡，西与神农架相邻，北与武当山相望，东接
襄阳古隆中，位于湖北两山一江黄金旅游线路的中轴地段。
区内熔岩地貌奇异，原始森林浩瀚，峡谷溪瀑壮观，景区自

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
Wuhanshixinzhouqufenghuangzhen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人民路 2 号
联系人 Contact：罗银和
电话 Tel.：15327221868
传真 Fax.：02789270719
电子邮箱 E-mail：2115613828@qq.com
简介 Profile：武汉市凤凰镇地处大别山南麓、举水河西岸。
与红安、麻城毗邻交错，是湖北省最早的革命老区。全镇西
高东低，依山傍水，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高跷狮子、牌子锣鼓、采莲船等一
大批民俗文化独具特色；2015 年初，凤凰镇被确定为全国
建制镇示范试点，该镇先后获得“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湖北省“森林城镇”。
石屋文化是凤凰作为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名片，凤凰把“传

奇石屋山、五彩凤凰镇”作为全域旅游发展方向，突出特色
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结合，目前，全镇基本形成蔬果、花卉苗
木、茶叶三大主导产业，三大产业规模分别达到 6000 多亩、
7000 多亩、8000 多亩，果蔬种植区、茶叶产业区、红色文
化旅游区、乡土文化特色旅游区等四大产业聚集区基本建成。
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挖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以石屋小镇、
美丽乡村、凤娃古寨、问津庄园、凤凰谷、特色产业园为点，
串点成线，点线面相结合，创建全域旅游景区，满眼绿水青山，
处处如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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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汉城景区
Hubei Han City Scenic Spot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建设东路汉城景区（441200）
Add：Han City Scenic Spot, Jianshe East Road, Zaoyang,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441200, China 
联系人 Contact：赵龙
电话 Tel.：0710-6658666
电子邮箱 E-mail：546892572@qq.com
网址 Web：www.zghc.cc
简介 Profile：中国汉城景区位于汉光武帝刘秀故里 -- 湖北省
枣阳市，由湖北大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是一
个以建筑为外形，以文化为内核，以影视为媒介，以研学为抓手，
以旅游为载体，以产业为依托的汉民族文化展示项目。
景区占地 1800 亩，建筑面积 80 万平方米，是集汉代建筑精
华与古典园林景观为一体的大型复古建筑群，全景再现了汉
光武帝刘秀一生重要历史事件，全方位、多角度地复原展示
了汉民族历史文化启航、强盛、沉寂、复兴的发展历程。

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Hubei Han City Scenic Spot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平村
联系人 Contact：张圆
电话 Tel.：07103337008
电子邮箱 E-mail：244755004@qq.com
网址 Web：http://www.chunqiuzhai.cn/
简介 Profile：春秋寨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依鲤鱼山山
势迂迴而建，自南向北呈条形布局，南北长 490 米，东西宽
30～50 米，石砌古山寨 153 间，山寨制高点海拔高度 274 米。
山寨地形独特，三面环水，一面临山，集“奇、秀、险”于一体。
山寨上有断崖、春秋楼遗址、哨楼、城门等景点。相传春秋五
霸之楚国为抵御外敌侵略而修筑此寨，又传关羽于此寨夜读
《春秋》而得名。

湖北荆山楚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 Add：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五道峡风景区（邮编
441606）
联系人 Contact：李琼
电话 Tel.：189 7228 0128

然景点多达 100 多个，其中特品级资源 6 个，优良级资源 63
个；其中最为美丽、壮观的黄龙洞、象鼻山、佛祖望瀑、一线
天、楚王峰、客运索道、悬崖人行索桥等众多景观，属华中地
区罕见的高品位大型生态旅游区，是襄阳市最具有潜力创建
为国家 5A 级景区的景区；是我党隐蔽战线杰出领导人、新中
国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德峰的诞生地，也是解放前大土匪孙
秀章凭借天险占山为王的盘踞地。

电子邮箱 E-mail：115622124@qq.com
网址 Web：www.bkwdx.com
简介 Profile：五道峡旅游景区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位于鄂
西北保康北部，距县城 22 公里。处于谷竹、麻竹、保宜、保
神高速的交汇处，距最近的高速出口仅 2 公里，是连通宜昌、
三峡、神农架、武当山、古隆中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
在 5.5 公里的峡谷中既有奇、险、雄、幽的峡谷、山寨、溶
洞景观；还有 1300 余种珍稀动植物资源，其中国家重点保
护珍稀花卉植物 80 余种，是天然的“植物基因宝库”。
春秋争霸，楚先王熊绎首封于此，有着 819 年历史的楚国其
早期 353 年在此演绎。楚人卞和在此探玉、寻玉、得玉并三
次献玉动人故事而名传天下。景内的荆山主峰有楚人圣山之
称，孕育和传承了底蕴深厚的早期楚文化。

湖北金卉庄园
HUBEI JINHUI MANOR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朋兴店（107 国道旁）
Add：Peng Xing, Xiaogan City,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赵山河
电话 Tel.：0712-2999666
传真 Fax.：0712-2999222
电子邮箱 E-mail：308226584@qq.com
网址 Web：www.hbjhzy.com
简介 Profile：湖北金卉庄园是一个集“农业科普观光、四季
花海展示、果蔬采摘体验、乡村特色美食、田园会议住宿、
户外培训拓展、运动娱乐健身、水上欢乐世界、艺术文化交
流、婚纱摄影及婚庆文化活动举办”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
度假庄园，是孝感市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农业科普教育基
地、学生户外实践教育基地，总占地面积1700亩。

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Hubei Zhaojun Tourism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昭君路 12 号
Add：No. 12 Zhaojun Road, Gufu Town, Xingshan County, 
Yichang City, Hubei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方海
电话 Tel.：18696036999
电子邮箱 E-mail：958777759@qq.com
网址 Web：http://www.zhaojuntrip.com/index.htm
简介 Profile：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
年，旅游总资产30亿元，员工1200人，拥有12家宾馆、6家
景区、2家旅行社、1个旅游码头、3大知名旅游商贸品牌，
客房总量2574间，位居湖北省客房总数前列，年可综合接
待游客200万人次，挺进湖北省文化旅游企业第一方阵，是
一家集酒店、景区、商贸、旅行社、码头等配套服务于一
体的大型旅游企业，为中国企业500强兴发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被表彰为“湖北省十强旅游集团”、“湖北省十强体育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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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
Jiayu County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D2T-7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发展大道 97 号（邮编 437200）
Add：97# Fazhan Avenue, Jiayu County, Xianning 
Municipal, Hubei Province（Postcode 437200）
联系人 Contact：骆谭明
电话 Tel.：15827910198
电子邮箱 E-mail：27047387@qq.com
简介 Profile：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位于“二乔故里”湖北省
咸宁市嘉鱼县，由原县文体新局和县旅游委组建而成，于
2019年3月挂牌成立，为嘉鱼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
责全县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及相关领域产业发
展、宣传推广及行业监管。

神州新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Shenzhou New Sun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Hubei 
branch
展位号 Booth NO.：A1-119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296 号 IFC 国际金融中心 1709 室
Add：Room 1709,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296 
Xinhua Road, Jianghan District, Wuhan City
联系人 Contact：韩守航
电话 Tel.：18154308505
电子邮箱 E-mail：166607657@qq.com
简介 Profile：神州新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是
美国新阳光集团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所设立的分公司。湖北
分公司坐落于武汉市新华路296号（江汉北路与新华路交汇
处）IFC国际金融中心。是湖北省旅游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楚商联合会常务秘书长单位，湖北省国际合作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中国社会艺术协会湖北分会旅游专委会会长单位。湖
北分公司主要经营专业的美国旅游专线定制、美国车辆租赁
以及出入境、国内旅游，邮轮旅游、酒店、票务代理，公务
考察、职工疗养及会务服务等全方位的旅游服务。

咸丰咸庆丰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35
地址 Add：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红旗路
联系人 Contact：何虹琼
电话 Tel.：13597819040
传真 Fax.：0718-6835183
简介 Profile：“咸丰咸庆丰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是咸丰县首
家向湖北省旅游局交纳质量保证金，并经省旅游局、地方工
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合法组团及
地接资质的旅行社（L-HUB-ES00004）。是县委、政府加快
发展旅游产业重点扶持的旅游企业。公司自 2006 年成立以
来，本着“以诚为本，以信为重”的经营理念，在线路上保
证合理，在服务上保证优质，在价格上保证公平，赢得了广
大顾客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经
营业绩荣获恩施州“十佳旅行社”荣誉称号。
我们的承诺：
        以厚道的为人确保经营的诚信
        以良好的网络确保线路的科学
        以周到的服务确保行程的舒适

咸丰县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B1-035
地址 Add：湖北省咸丰县高乐山镇沿河路 17 号
联系人 Contact：刘浩琨
电话 Tel.：15334016826
简介 Profile：湖北省咸丰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与皇帝年号同
名的县，县名取意“万物丰饶、咸庆丰年”。古有“荆南雄
镇、楚蜀屏翰”之誉，今有“湖北西大门”之称。优良的生
态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蕴含着革
命精神的红色文化，使其形成了诸多特色鲜明、品位极高的
旅游资源。目前，咸丰境内有世界遗产地1处，国家森林公
园1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国家4A级景区2处、国家自然保
护区2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它是全国首个有机农业
（茶叶）基地示范县。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2%。现已成为
旅游投资开发的热土，形成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养
老、历史文化、乡村体验等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和线路。
“春赏百花秋养生,夏避酷暑冬听雪”，小城咸丰恰似一位
小家碧玉般的少女亭亭玉立在湖北鄂西南边陲。这里四季分
明、风光秀美,是观光休闲、避暑纳凉的好地方；这里一年有
340天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富氧离子丰富，是休闲养生、康
体运动的好地方；这里土苗聚居，土司文化浓郁，是体验少
数民族风情文化的好地方。

湖北唐崖河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35
地址 Add：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黄金洞乡
联系人 Contact：廖红兵
电话 Tel.：18872781683
传真 Fax.：0718-6812777
网址 Web：http://www.tyhfjq.com/
简介 Profile：唐崖•黄金洞景区，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
黄金洞乡。景区的资源和特色，可以概括为“1234”：
1块品牌：唐崖河。
2级荣誉：一是国家级：她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二是湖北
省级：她是湖北省级风景名胜区、湖北省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湖北省级农业观光旅游示范点。
3大景点：一是黄金洞——被誉为“世界最大的七层洞穴大
厦”，具有很强的层次感、很高的美誉度、很好的观赏性和

厚重的文化底蕴；二是茶海羌寨•女儿谷——被誉为“中国
中部最后的香格里拉”，具有美妙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羌
族风情；三是地心漂流——被誉为“中国地心第一漂”，具
有独特的“2公里碧波泛舟，2公里激情闯滩，2公里梦幻穿
越”的神奇魅力和精彩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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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坪坝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36
地址 Add：湖北省咸丰县坪坝营镇坪坝营景区
电话 Tel.：15919176753
传真 Fax.：07186831018
电子邮箱 E-mail：601105751@qq.com
网址 Web：www.espby.com
简介 Profile：湖北省坪坝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所管辖的坪坝
营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北省西
南，西接重庆，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海拔1314米，常年
最高温度22°。森林覆盖率96%，拥有湖北省最大的原始森
林群落区，是全国最大的杜鹃群落分布带之一，也是武陵山
区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素有“鄂西林海”“天然氧吧”
之美称。景区内已经建成开放四洞峡和鸡公山原始森林，
景区以奇，秀，险，幽著称，拥有【杜鹃皇后】、【天坑穿
洞】、【三叠瀑】【神仙塔】、【仙人泉】、【风吹银帘】、
【留花潭】等奇观。

咸丰县唐崖土司城址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36
地址 Add：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唐崖司村唐崖土司城
遗址
联系人 Contact：田玲蔚
电话 Tel.：16672071225
传真 Fax.：0718-6812665
电子邮箱 E-mail：542037537@qq.com
简介 Profile：咸丰县唐崖土司城是中国第48处，湖北第三
处，恩施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咸丰县西北约28公里处的唐崖河畔，是土家族著名首领
覃氏土司的治所，占地74万平方米，被誉为“荆南雄镇”。
该城始建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废止于清雍正十三年
（1735），城内鼎盛时期建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至今
院落基址清晰可见。现存主要有“荆南雄镇”牌坊、石人
石马、张王庙、衙署区、大寺堂、采石场、桥上桥、中街、
七十二步朝天马、土司墓葬等重要遗存。咸丰的唐崖土司城
是一座城市形态和功能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址；是一座
见证土司制度兴衰史和土家族断代史的博物馆。

恩施州文化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D3-3001
地址 Add：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道 49 号
电话 Tel.：0718 8223365
网址 Web：http://wtxgj.enshi.gov.cn/
简介 Profile：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
族自治州，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创建单位。现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两个5A景区，18个4A
景区，3个特色度假区，48个特色乡镇。2018年，全州接待
游客6216万人次，文旅综合产值达到455亿元，生态文化旅
游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5%，带动40万群众吃上
旅游饭，“旅游+扶贫”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减贫案例。

张家界湖湘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XINDU TRAVEL INTERNATIONAL
展位号 Booth NO.：B1-029
地址 Add：张家界市永定区逸臣广场六号公寓 1505
联系人 Contact：余丹丹
电话 Tel.：0744  8281855
电子邮箱 E-mail：846347787 @qq.com
网址 Web：www.ehwygo.com
简介 Profile：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许可证
编号：L-HUN-CJ00026•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由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与深圳宝中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联合成立。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0年4月18日，是由常德中国旅行社、长沙方舟国际旅
行社、怀化阳光假日旅行社、衡阳新中联旅行社、娄底湘中
国际旅行社、邵阳宏达国际旅行社、湘潭湖湘天下国际旅行
社、益阳平安国际旅行社、永州青年旅行社、岳阳招商国际
旅行社、株洲中联国际旅行社11家湖南各地市优秀旅行社共
同组建成立，是“湖南省十佳导游” 、 “长沙市十佳导游”
所在单位，省委政府友好接待单位，湖南广电接待友好合
作单位，高校实习合作定点单位。 宝中旅游•湖南省湖湘天
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长沙，在招徕、接待国内外
游客旅游和组织出国（境）旅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
本、韩国、欧洲、美加、澳洲、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台国内旅
游机构在长沙总部均设有操作中心，与海内外建立了广泛、
有效的营销网络。拥有一批从事旅游多年具有丰富经验、综
合素质较高的旅游管理人才和一支服务意识强、敬业、素
质高、经验丰富的导游人员队伍。以省会长沙为中心，辐射
全省，目前已经开设120多个营业部。以诚信、规范和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消费者、市场和国内外同行的肯定，树立了良
好的形象和品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2011
年销售收入过1.2亿元。为最大限度保障游客的利益，我们
坚持“携手宝中，与世界同行”的核心理念，弘扬“艰苦创
业、信誉至上、团队价值、开拓进取、力争完美”的企业精
神，树立“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的质量
观，竭诚与国内外同行及各界朋友加强合作，竭力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优质服务，立志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尤其是我省旅游
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湖南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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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博物院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顺路 1666 号
联系人 Contact：杨贵峰
电话 Tel.：13596077615
简介 Profile：原名吉林省博物馆，现位于长春市净月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顺路1666号，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是直属于吉林省文化厅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
院是一座以历史与艺术类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现有文物藏
品12万余件（套），始自远古，及至现代，精华荟萃，内涵
丰富。其中高句丽、渤海、辽金时期的文物以及中国历代书
法绘画、东北抗日联军文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中
国历代陶瓷器、萨满民俗文物也有一定的收藏。 
拥有67年历史的吉林省博物院，自1951年建馆以来，先后举
办各类陈列展览800余个，接待观众达1300余万人次；编辑
出版各类专业著述758篇（部），约2200万字。涌现出王承
礼、张伯驹、段成桂等一批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

吉林  Jilin

敦化英子刀画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敦化市江东市场 14 号门
联系人 Contact：王英
电话 Tel.：13258811277
简介 Profile：王英——敦化人，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
事，自幼酷爱绘画艺术，王英创新刀画技法和内容，独树一
帜。她的画作以风景画气韵最为活泼，堪称刀画艺术的一
朵奇葩。中国刀画创始于“渤海开国第一城、满清始祖发祥
地”的吉林敦化。刀画技法独特，它运用了刀笔并用的减色
法，作品体现出独特的画面质感、纹理与美感和透视，立体
感极强，画面非常精美绚丽，别具一格，它融油画色彩与国
画气质于一炉，又同民间画之风格情景特色相互交融，观赏
起来意象万千，吸人眼球，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地域性、时
代性。

前郭县鼎润文化民族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江南飞宇街 235 号
联系人 Contact：徐毳
电话 Tel.：15844817999
简介 Profile：鼎润文化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金500万元，
公司以"传承文化之美"为己任，依托域内丰富的文化资源，
先后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郭尔罗斯"、"冰湖腾鱼"、"
查干花"、"泥林"、"鼎润文化"六大品牌，分类四十多种，上
千款式的文化旅游产品，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走出了一条
特色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成为吉林的特色文化企业！

吉林省匠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广州路和东二条交汇搜绳记
联系人 Contact：徐晓雪
电话 Tel.：18343000299
简介 Profile：吉林省匠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集文化艺术
交流，工艺品开发、制作、销售，人文科学研究，珠宝玉石
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工艺文化公司。旗下拥有《晓雪手工
绳》 、《搜绳记》两大品牌，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徐氏中国
结》。公司主要经营人造纤维编织传统花式手工结绳及珠宝
玉石绳结,同时开展手打结绳技艺进校园、社区、企事业单
位的结绳培训推广工作。

吉林省卡戳文创艺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路 2888 号
联系人 Contact：贾丹
电话 Tel.：13844977606
简介 Profile：吉林省卡戳文创艺品科技有限公司是吉林省工
商联副会长单位是专业化、一揽子为景区提供数字文旅服
务，自主开发、设计、组织生产、制作、销售、运营文旅IP
艺术产品、信息产品的互联网实体企业。现已合作景区有蓬
莱阁、嵩山少林寺、徽州古城、云冈石窟、曲阜三孔、苍岩
山、云雾山、神垕古镇。在北京设立了卡戳艺品（北京）文
化有限公司和北京卡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负责文创产
品运营和技术研发。
公司以“整合以景区为核心的共享经济包，构建文链系统，
做文旅产业的数字经济”为定位，以“卡戳有你、游园伴
侣”为品牌定位，致力于把景区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艺
术产品和文旅数字产品，以满足广大游客对景区背后故事的
需求及游园服务等。

I 未来原创艺术平台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 2077 号
联系人 Contact：王丹
电话 Tel.：13039127778
简介 Profile： i未来原创艺术平台是吉林省“产学研”引导
资金首批支持的双创企业。成立于2015年8月，是一个汇集
艺术类高校师生、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艺术展示、
交流及交易平台。致力于文化艺术项目推广，原创艺人推
介，釆用线上APP平台、线下实体店、文化艺术活动等相结
合的模式，让艺术走进生活，为大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艺术
体验，聚焦地域性文化艺术产业发展。
文创礼品涵盖皮艺、木艺、布艺、陶艺、纸艺、刺绣、编
织、手绘、雕刻等多种工艺，跨越饰品、服装、箱包、摆
件、挂件、生活类家居产品等数十种品类。聚焦文创礼品，
分享艺术生活，传播文化魅力，让文创手作发挥最大价值，
让送礼有更加多元化、便携化的选择。选文创礼品就上i未
来，让手作的温度代表最真挚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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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沈秀）传承人周芬
展位号Booth NO.：D1-F06
简介 Profile：周芬师从刺绣大师沈寿的再传弟子，为女红
传习所的第四代传人。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沈
绣）市级传承人，研究员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会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98年创办周芬刺绣
艺术馆，后于2016年更名为墨梅刺绣艺术馆。
不断创新是墨梅刺绣艺术发展的灵魂。近40年的刺绣艺术
生涯中，周芬通过对中国刺绣艺术不断的学习、探索、实践
和积累，在中国刺绣史上开启了极具特色的周派特色之路。
所创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级别“百花奖”金
杯奖，多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作品收藏于中南海，南
京博物院，北京长城饭店等重要机构，并多次作为国礼赠送
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
2013年仿真绣（沈绣）《普京总统肖像》作为国礼，被国家
主席习近平赠送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芬还长期致力与仿真绣艺术的传承与推广，1998年至今，
她先后带着仿真绣作品走进台湾故宫博物馆，走进拉萨，走
进日本等，向全世界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同时也积极
走进国内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倡导和培养青年
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2015年周芬被清华大学
聘为“苏绣文化讲座”艺术顾问。

江苏  Jiangsu

延边长白松博雕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6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路 2 号玫瑰园小区西侧
联系人 Contact：田艳新
电话 Tel.：13504728000
简介 Profile：公司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
于2015年3月20日注册成立，总注册资金400万元，厂房总
占地面积4500m2，展厅600m2，加工车间800m2。是集设
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多元化发展的工艺品和旅游
商品制造厂商。
公司以“弘扬延边朝鲜族文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好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同时，坚持“诚实守信、追求卓越”
的发展方向，致力与合作的厂商、客户共创双赢，从而满足
社会及国内外爱好人士的需求和促进文化艺术和全地区经
济的发展。

南通宣和缂丝研制所 
Xuanhe k’o-ssu crafts research lnstitute
展位号 Booth NO.：D1-F14
地址 Add：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城闸路 123 号
电话 Tel.：0513-85400210
电子邮箱 E-mail：85555651@163.com
网址 Web：http://www.xuko-ssu.com
简介 Profile：南通宣和缂丝研制所是国内外唯一一家专业从

苏州维客荣博消费品有限公司 
Vic Robo Consumer Products co.,td
展位号 Booth NO.：D1-W01
地址 Add：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昌灵路 37 号
联系人 Contact：顾书凤
电话 Tel.：13962673007
传真 Fax.：0512-57669586
电子邮箱 E-mail：susie@vicrobo.com
简介 Profile：SAINT JOHN，现是全球唯一的设计师铁皮玩
具品牌，由香港设计师兼中国古董玩具藏家，和曾任全球第
一家上海玩具博物馆馆长的陈国泰先生，于2008年重新定
位创立，努力将传统铁皮玩具工业与现代融合，把机械手作
工艺时尚化。
我们的产品具有怀旧、收藏、趣味特性，品牌一直是走玩具
轻奢路线，我们的产品从来没有折扣，且每年有5%的价格
上涨，产品销售路线为线下各高端商场、五星级酒店、文创
书店、各大机场，我们创作这一些产品是希望给我们的现代
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不朽的、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事缂丝织品研制的研究机构，前身是原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
建制下缂丝研究小组。现由缂丝大师王玉祥担任所长，研制
所内30年工龄的技术骨干8名。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
通缂丝织造技艺的保护单位，也是南通缂丝织造技艺的传承
基地。是国内唯一能完全掌握本缂丝、明缂丝、絽缂丝、绒
缂丝、雕镂缂丝、紫峰缂丝、假缝缂丝的单位，并把这些技
法巧妙地运用到产品中，并和国内多家知名服装品牌建立合
作，使缂丝这项古老的技艺换发出新的生命力。除专业制作
缂丝欣赏品包括缂丝字画、缂丝唐卡和缂丝华服等，还长期
生产出口缂丝腰带，缂丝袈裟和其他缂丝工艺品。宣和缂丝
只做当代可传世的精品。为推动现代缂丝的发展，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真正做到保护、传承、发展与创新。

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 
Jiulongkou Nationgal Wetland Park
展位号 Booth NO.：D3-3033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九龙口镇迎宾大道 1 号
Add：JiulongkouTown, JianhuCounty, YanchengCity,  
JiangsuProvince, YingbinAvenue No. 1
联系人 Contact：徐东亮
电话 Tel.：80602632
传真 Fax.：80699332
电子邮箱 E-mail：dujiaqu2012@163.com
网址 Web：http://www.jsjlkly.com/
简介 Profile：九龙口是国家湿地公园、AAAA级旅游景区、
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位于江苏省建湖县西
南部，地处盐城、淮安、扬州三市交界处，是以湖荡湿地风
光为主的生态景区。总面积约680公顷，由蚬河、林上河、
钱沟河、安丰河、新舍河、溪河、莫河、涧河、城河等九条
自然河道汇集而成，故名“九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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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Jiangxi Province
展位号 Booth NO.：D2T-11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卧龙路 999 号
Add：Building 8, West Area of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Center, No. 999 Wolong Road, Honggutan New District, 
Nanchang City, Jiangxi, P.R.China
联系人 Contact：廖旭
电话 Tel.：0086-791-88916856
传真 Fax.：0086-791-88916856
网址 Web：http://dct.jiangxi.gov.cn/
简介 Profile：江西人文辉煌、山水灵动，素有“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之美誉。从先秦到近现代，江西可谓“策府缥缃，
载籍极博”，教育兴旺，文化昌盛。其中，江西的陶瓷文化、
农耕文化、书院文化、红色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等在
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江西拥有以“四大名山”（奇
秀甲天下庐山、革命摇篮井冈山、峰林奇观三清山、道教祖
庭龙虎山），“四大摇篮”（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民
军队的摇篮南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瑞金、中国工人运动的
策源地安源），“四个千年”（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名楼
滕王阁、千年书院白鹿洞、千年古寺东林寺）和中国最大的
淡水湖鄱阳湖、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明月山、大觉山、龟峰、
庐山西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质旅游资源。瓷器、剪纸、版画、
夏绣、竹编、木雕、微雕、歙砚、毛笔等特色旅游商品种类
繁多。

江西  Jiangxi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展位号 Booth NO.：D2T-4
地址 Add：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 156 号
联系人 Contact：程珊珊
电话 Tel.：13997224466
网址 Web：17377045@qq.com
简介 Profile：青海省简称青，因境内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
湖—青海湖而得名。青海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山川壮丽、
民风淳朴，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多年来，青海省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加强政策扶持引导，创造
良好的旅游商品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文化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控职能，制订发展旅游商品的战略与方
针，提供旅游商品市场的公共信息服务，建立政策、资金、
人才等方面的扶持机制，营造良好的旅游商品生产研发、销
售服务环境。同时，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如何把旅游与文
化结合起来，在提升内涵上下功夫，走以文化支撑旅游的内
涵式发展方式。要从加大旅游商品的挖掘、研发、策划、包
装、展销力度上下功夫，让青海的特色旅游商品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以青海的优势产业和重要企业为依托，着力将荣
获全国著名商标、全省驰名商标的产品组合装配引入旅游消
费市场。同时加大对重点旅游商品企业扶持培育力度，为有
效拉动消费、带动旅游商品企业研发、生产做出积极努力。
此次由中国旅游协会举办的2019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是旅游行业协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也是我省积极贯彻落
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若干意见》的具体举
措，为此我厅严格按照大赛要求，组织全省旅游商品企业，
通过初赛、复赛，评选出代表我省较高水平的作品参加奖项
角逐，我们将秉承“学习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力争在
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最后，预祝2019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圆满成功！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Culture and Tourism Department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展位号 Booth NO.：D2T-5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街 32 号内蒙古
文化大厦
Add：Inner Mongolia Cultural Building, 32 Wulanchabuxi 
Street, Hohhot C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联系人 Contact：贺志亮
电话 Tel.：0471-6961030 
传真 Fax.：0471-6961030 
电子邮箱 E-mail：mail@nmgwlt.cn 
网址 Web：http://wlt.nmg.gov.cn/
简介 Profile：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是自治区人民政府
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
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管理全区性重
大文化活动，指导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组织自治区旅游整体
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
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指导并推动全区

青海  Qinghai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乌兰牧骑事业发展；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指导、推进文化和
旅游科技创新发展；统筹规划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指导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
和旅游安全生产、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指导、监管全区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指导、管理文化和旅游对外及对港
澳台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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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展位号Booth NO.：D3T-2
简介 Profile：三亚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土地面
积1921.5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63.29公里，拥有大小港湾19个，主要岛屿10个。1984年
三亚撤县建立县级市，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2014年经国
务院批准撤镇设区，设立海棠、吉阳、天涯、崖州4个区。
2018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7.39万人（户籍人口61.46万
人）。三亚区位优势独特，江河湖海山泉、田园风光等旅游
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国内著名的天涯海角、鹿回头、南山、
大小洞天等旅游文化风景区。近年来，涌现出蜈支洲岛、三
亚千古情、亚龙湾国际玫瑰谷等景区景点。三亚拥有阳光、
海水、沙滩，大气环境质量世界一流，年平均气温25.4℃，
全年晴日在300天以上，近岸海域海水透明度在5米到16米
之间，森林覆盖率达到69%。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以来，三亚已经
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变成了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和
美誉度的热带滨海旅游目的地。全市有南山文化旅游区、大
小洞天风景区、蜈支洲岛旅游区三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亚
龙湾、海棠湾等地聚集了亚特兰蒂斯、希尔顿、喜达屋等17
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39个国际品牌酒店55家，五星级
酒店达61家。
当前，三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
央12号文件精神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三亚总部经济和中央商务区、崖
州湾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招商引才、项目建设、营商环
境提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世界
级滨海旅游城市，努力在“大三亚”经济圈中发挥牵头示范
作用，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打造标杆，在践行“三区一中心”定位中当好先锋，在争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中勇做“排头兵”，成为
海南打造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的
引领者。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595.5亿元，同比增长
7.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亿元，增长13.3%；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8亿元，增长8.0%；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6417元，同比增长8.3%；农村常住居民可支
配收入15773元，同比增长8.3%；接待游客总人数2242.5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14.73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
分别增长11.3%和17.0%。今年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84.07亿元，同比增长3.0%，扣除房地产业后，同比增长
6.0%；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60亿元，增长10.2%；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97亿元，增长6.7%；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767元，同比增长8.3%；农村常住居民可支
配收入5402元，同比增长7.5%；接待游客总人数775.47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184.5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分别
增长9.1%和8.8%。

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
Commodity & Equipment Branch of Shandong Tourism 
Trade Association
展位号 Booth NO.：D3T-4
地址：济南市历山路 181 号
Add：No.181, Lishan Rd, Jinan, Shandong
联系人 Contact：赵子骏
电话 Tel.：0531-82676233
传真 Fax.：0531-82676233
电子邮箱 E-mail：sdlysp@126.com 
网址 Web：www.sdats.cn
简介 Profile：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成立
于2003年，是由山东省内旅游商品行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的社
会组织。自成立以来，分会代表和维护全行业的共同利益和
会员的合法权益，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努力为会员
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在政府和会员之间发挥纽
带和桥梁作用，研究旅游商品及购物业发展中的有关问题，
发挥购物在旅游业中的促进作用，为我省旅游业的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Sanya Tourism,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Sports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D3T-2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大楼二楼
Add：Inner Mongolia Cultural Building, 32 Wulanchabuxi 
Street, Hohhot C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电话 Tel.：0898-88271737 
传真 Fax.：0898-88277759
电子邮箱 E-mail：88271737@sanyatour.gov.cn
网址 Web：www.sanyatour.com

三亚  Sanya

山东  Shandong

淄博秘境空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室外 A003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创业火炬广场 C 座 7 楼
Add：No.181, Lishan Rd, Jinan, Shandong
电话 Tel.：0533-6201620
网址 Web：www.mijingkongjian.com
简介 Profile：淄博秘境空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是在新形势
下应运而生的一家景观小屋制造商，公司专注景观小屋的研
发、生产、销售，目前栖云系列全景鸟笼民宿、葫芦民宿、
风车民宿、蘑菇民宿等已经面世，并受到各界的关注，实为
景点增添很多特色，也迎合了当下用户群亲近大自然的需
求，周末我们去住全景景观小屋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公司
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更加丰富体验的
产品，相信很快便会有栖云系列其他产品面世，我们共同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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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邮轮船务（上海）有限公司
MSC Cruises Shipping Service(Shanghai)Ltd.
展位号 Booth NO.：A1-007
地址：中国上海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2307-09#
Add：2307-09#, 23F The Center, 989 Changle Road, 
Shanghai, China.
联系人 Contact：高祺
电话 Tel.：13636404090
电子邮箱 E-mail：Bella.gao@msccruises.com
简介 Profile：关于MSC地中海邮轮
MSC地中海邮轮是全球最大的家族邮轮企业，欧洲、南美、
南非和中东邮轮市场第一邮轮品牌。作为推进全球邮轮行业
变革的领导者，公司在成立十年内实现了800%的增长，在
全球邮轮行业积累极高声望，旗下拥有最年轻的邮轮舰队。
地中海邮轮公司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目前，地中海邮轮船
队共有16艘超现代、极富创新且设计典雅的邮轮，为宾客们
打造无与伦比的度假体验。根据地中海邮轮行业空前的136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在2027年地中海邮轮船队将壮大至29
艘超大型邮轮。
About MSC Cruises
MSC Cruis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owned cruise 
company and the number one cruise line in Europe, South 
America, South Africa and the Gulf. A game-changer in 
the world of cruises, the Company has achieved 800% 
growth in its first ten years, building a global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one of the youngest cruise fleets at sea. 
MSC Cruises is headquartered in Geneva, Switzerland. The 
MSC Cruises fleet currently comprises 16 ultra-modern, 
highly innovative and elegantly designed ships, offering 
an unparalleled holiday experience. Under its ambitious 
industry-unprecedented €13.6 billion investment plan, the 
fleet is set to expand to 29 cruise ships by 2027.

四川省礼品行业协会
展位号 Booth NO.：D1-W04、W05、W06
地址 Add：成都市肖家河沿街 138 号 4 楼 48 号
联系人 Contact：李艳
电话 Tel.：82359025  18144338380
电子邮箱 E-mail：824761494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省礼品行业协会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于
2003年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业社团组织。四川省
礼品行业协会的常设机构为四川省礼品行业协会秘书处。
协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会员单位覆盖全国，目前有会员单
位近200家。理事级单位45家，会长级单位17家。协会管理
4个微信群和2个QQ群，群人数已近1500人，同时联动全国
礼品企业3000多家， 礼品生产工厂4000多家，线下组织各
种对接活动，线上通过公众号，微信号以及QQ号作为信息
传播的渠道，为会员和厂商搭建供需双方沟通互动平台，和
会员单位实现合作共赢。
协会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多次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包括香港
礼品展，台湾礼品展，美国礼品展，深圳励展华博礼品展等
国内外专业展会，协会和深圳励展华博深度合作已达十多年
之久，同时多次协助深圳励展华博公司协办成都礼品展，携
手华博对接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为会员单位创造
了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协会积极拥抱互联网，与四家全国性专业媒体合作紧密，并
且通过《礼赢天下》杂志总编文渔老师开展协会公众号营销
合作，由此与全国2000家企业工会的公众号达成合作，开拓
了招商展示平台以及分门别类的产品展示宣传，协会也和天
猫，京东等做好了充分对接，为会员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推广
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和平台搭建。
四川省礼品行业协会俱乐部，是协会对外的活动中心，在四
川省礼品行业协会组织管理和监督指导下开展工作，主要负
责协会内外活动策划组织实施，每年积极组织运动会，联谊
会，沙龙会，产品推荐会等活动，丰富了会员的业余生活，
增强了会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协会是我家，人人都爱她，欢迎各礼品生产和销售企业积极
加入协会，一起做大做强，共同发展。

上海  Shanghai

四川  Sichuan

早安野宿
Morning Glamping
展位号 Booth NO.：室外 A005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 351 号 1876 创意园 A 栋 306 室
Add：Room 351 Building A, 1876 Chuangyiyuan, Wenshui 
East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联系人 Contact：石涛
电话 Tel.：15800954998

秘境空间丨“栖云”新款全景景观小屋民宿，一座会呼吸的
主题景观民宿，适用于旅游、民宿、营地等不同的景观景地
产品以钢结构为承重框架，以low-e中空镀膜玻璃为墙体，
铝型材为表面装饰组合而成，具有时尚新颖、拆装便捷等优
势。
电话: 15653394890  梁晓宁   13953334807  燕子

电子邮箱 E-mail：48763387@qq.com
网址 Web：微信公众号“早安野宿”
简介 Profile：早安野宿，高端帐篷酒店（营地）一站式服务
供应商。提供选址报规、收益统筹、产品体系研发与供应
链、金融服务到招商运营托管的全产业链服务闭环。
以不断迭代的产品力和会员体系为核心，致力打造“早安兄
弟会”IP内容供应平台，具备筹开期短、“网红”属性强、自
有流量大等优势，平均2-3年回收投资成本。
目前在营及筹开京北坝上雄库鲁、丽江巴格图、北京石经
山、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等，预期未来七年实现“百营”
布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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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
Chengdu China Youth Travel Service
展位号 Booth NO.：B1-003
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 666 号希顿国际广场 C 座
Add：Block C, Seaton Plaza, No. 666, Tianfu Avenue 
Middle Section,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徐巍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Chengdu
展位号 Booth NO.：A1-119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 号
Add：No.1199 Tianfu Avenue North, High-Tech Zone,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PRC
联系人 Contact：宋薇 女士 / Ms Ahiya Song
电话 Tel.：18628149330
电子邮箱 E-mail：ahiya.song@waldorfastoria.com
简介 Profile：全球第27间华尔道夫酒店, 坐落于成都经济引
擎腹地--高新区核心地段的成都华尔道夫酒店，如一颗明珠
镶嵌于这座中国新兴城市的皇冠之端。酒店高耸入云的52
层建筑构造出的，是一方经典优雅与现代奢华完美融合的华
尔道夫灵感空间。宾客在此品味珍馐佳肴，体验设备齐全的
会议设施，亦或流连于豪华客房内的美妙景色。传承至真华
尔道夫服务理念，成都华尔道夫酒店将使宾客的每一次入
住成为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
27TH WALDORF ASTORIA ROPERTY 
The Waldorf Astoria Chengdu is the new crown jewel 
in the burgeoning city of China,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Chengdu High Tech Zone. Soaring 52 stories, the 
hotel blends classic elegance and modern grandeur 
with inspir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modern luxuries. 
From sophisticated dining options and meeting facilities 
to memorable views from every guest room, guests will 
enjo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throughout their stay – all 
enhanced by signature True Waldorf Service.

四川星期捌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01
地址 Add：成都市花牌坊街 168 号 1 幢 1 单元 12 层 1209 号
联系人 Contact：阳东
电话 Tel.：13739492826
传真 Fax.：028-86652732
电子邮箱 E-mail：393954197@qq.com
简介 Profile：筑心途之梦，享品质人生。星期捌旅行社您
身边的周边短线旅游专家。星期捌旅行社周边短线成立于
2009年。专注于四川省周边短线10余年。资深实力操作数
名。主营一日游，两日游，周边短线游，研学游，主题游等
定制线路。公司部门：我社已成立：散客部；团队部；销售
部；导管部；设计部；门店帮扶团队；只为您收客提供更全
面更优质的服务。

四川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锦江分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05
地址 Add：成都市盐道街 6 号美华大厦
联系人Contact：蔡绍兰
电话Tel.：18215519032
传真Fax.：028-6111-4908
电子邮箱E-mail：caisl@weebao.com
网址Web：www.weebao.com
简介 Profile：四川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锦江分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境外附带有留学签证等主营业务。
并且公司一直以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经营信誉，取
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紧随市场发展趋势，不断地开发新产
品，以满足广大客户最新需求。所有的产品均已于通过内部
质量标准。雄厚的技术力量，优质低价的产品，一流的营销
售后服务。

电话 Tel.：13808184295
传真 Fax.：028-85256761
电子邮箱 E-mail：350514580@qq.com
网址 Web：www.cdcyts.cn
简介 Profile：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以下简称“成都中青
旅”）成立于1988年，隶属于成都市文旅集团，具有出境旅
游、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资质，业务范
围延伸至商务旅游、公务考察、会展服务等领域。企业先后
荣获四川省一级社、四川省首家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旅游
行业全国文明旅游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被评为全
国百强旅行社，多次获得国家、省、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
表彰，成为西南地区旅游行业标杆企业。
Chengdu China Youth Travel Servi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CYTS"), established in 1988, is affiliated to 
Chengdu Culture & Tourism Development Group. It has 
the qualification for outbound tourism, inbound tourism, 
domestic tourism, and tourism to Taiwan for mainland 
residents, and its business scope has extended to fields 
such as business travel, official visit, exhibition service, etc. 
The Enterprise has successively won titles of honor such 
Sichuan First-level Service, Sichuan's First Demonstration 
Unit of Tourism Standardization, National Advanced Unit 
of Civilized Traveling in Tourism Industry, etc. It has also 
been chosen as one of the China top 100 travel services 
for years in a row, and obtained multiple recognition from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tourism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the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of tourism industry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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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雪域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07
地址 Add：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88 号万茂大厦 816
联系人 Contact：杨丽梅
电话 Tel.：18981836017
传真 Fax.：028-85251809
电子邮箱 E-mail：1353263828@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雪域假期国际旅行社是经国家旅游局批准
的具有经营入境、国内旅游资格的国际旅行社，许可证编号
为L-SC-A00564。公司注册于2017年9月，公司主营四川地
接、川藏线、西藏专线及西北新疆组团业务。公司拥有专业
的导游队伍、专业的操作团队、强大的票务能力。

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股份公司天府新区分社
Sichuan GoTone International Traver Co., Ltd Tianfu 
New Area Branch
展位号Booth NO.：B1-00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场路555号金房•大榕湾5-326
Add：Jinfang darong bay 5-326, 555 shiyangchang road, 
high-tech zone, chengdu,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马骥云
电话Tel.：15928173072
电子邮箱E-mail：unique028@sina.com
简介 Profile：致美悦和定制旅行成立于2015年5月13日，总
部位于四川成都，分部设立在北京，致力于为高端人群提供
定制旅行整体方案与优质小众路线资讯，倡导将有限的生
命浪费在无限美好的事物上。行业多年经验积淀，精准服
务热爱旅行的您，客户遍布全国。曾安排客户出行南极、北
极、南美洲多国，以及挪威、芬兰、冰岛及法国、希腊、马
耳他等欧洲区域，非洲多国也具有优势资源。

四川省金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10
地址 Add：成都市高新国际广场 B 座 701 702
联系人 Contact：李萍
电话Tel.：13708177081
电子邮箱E-mail：235397028@qq.com
简介 Profile：经过十七年的经营历程，四川省金榜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以多年的旅游行业经营经验，制定公司未来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坚持以创新和服务为发展的推动力，全面开
拓旅游市场的多方合作，不断推进旅游价值链的整合与延
伸。经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四川省金榜国际旅行社已成
为代表优质高效服务的旅游知名品牌之一，在成都旅游同业
市场和外省市场有着良好的口碑。通过十七年的发展和全国
布局，四川省金榜国际旅行社在四川省内拥有二家全资旅行
社，负责旅游线路设计、推广、组织、接待的专业化公司。
在省外各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其中成立6家分公司、
办事外42家，实现旅行社产品设计包装、销售、地接操作一
体化。
拥有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拥有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具备现
代化管理意识、业务素质高的专业管理团队和员工团队，多
次荣获四川旅游局、成都旅游局先进单位“诚信旅游单位称
号”，省内各大景区“战略合作伙伴”。

四川禅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Sichuan Chanyi Hotel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2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42 号三泰魔方园区 B3-3
Add：B3-3, Santai Mofang, 42 Shuxi road, Jinniu district,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Contact： 胡志强
电话Tel.：028-87327336
电子邮箱E-mail：785813183@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禅驿酒店，是以打造“禅文化”为主题，
以引领“禅生活”方式为使命，以为客人提供放松、愉悦、
养生的禅生活体验为酒店服务宗旨的酒店品牌。酒店通过茶
室、抄经室、禅意客房等空间布局的特色呈现，通过素食餐
品、太极、禅茶、香道、花道等特色禅生活体验项目的匠心
打造，让客人感受一种前所未有的酒店入住生活体验。短短
几年间，禅驿酒店迅速成长为全国业绩与口碑不俗的主题文

四川腾邦航空旅游有限公司
Sichuan Tengbang Air Trave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09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街 71 号 5 层 A 号
Add：No. A, 5th Floor, 71 Commercial Street, Qingyang 
District,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赵洪东
电话Tel.：18116727777
电子邮箱E-mail：13541174333@qq.com
简介 Profile：我公司主要负责国内旅游业务，境外旅游业务
已及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与各个航空公司建立长期良好
合作关系，秉承“西南一流的综合性旅行服务商”的企业愿
景，以“敬畏客户、团队精神、追求效率、持续创新、勇于
负责”作为我们的核心理念，始终坚持“立足成都、拓展全
国”的市场战略，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新求发展，立志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Our company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domestic tourism 
business, overseas tourism business and air passenger 
sales agency business, and has established long-term goo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various airlines, adhering to the 
enterprise vision of "the first-class comprehensive travel 
service provider in southwest China", with "reverence for 
customers, team spirit, pursuit of efficiency, continuous 
innovation, courage to take the lead" As our core concept, 
"responsibility" always adheres to the market strategy of 
"basing on Chengdu and expanding the whole country", 
centers on efficiency, strives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and is determined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customers.



64

四川润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28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汇点广场 1306 室
联系人 Contact：刘毅
电话Tel.：13880013133
简介 Profile：四川润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拥有多家控股
酒店，同时与航空公司、旅游运输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资金实力已逾1000万元，员工40余名；公司拥有
大批优秀的管理、销售、操作人才，公司成立以来，共计接
待、组织国内外游客80余万名，专业的操作、热情的服务及
高质量的产品开发，一直保持良好的口碑。公司先后与成都
多家知名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公司业务范围覆盖了成都90%
的旅游企业，以及四川二级城市，依靠专业、诚信的经营理
念在业内塑造了良好的声誉。
经营范围
    省内：四川省内全线地接
    组团：西藏、贵州、西北、川藏线
    出境：尼泊尔、斯里兰卡
   研学：国内研学、国内游学、亲子营、冬夏令营、国内外
定制旅行

四川玉米游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32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三段
193 号 1 层
联系人 Contact：朱雨声
电话Tel.：18909000686
电子邮箱E-mail：1230516@qq.com
网址Web：www.cornt.com/home/act/b2c_index.html
简介 Profile：玉米游作为中国领先的旅游产业链一站式服务
生态圈企业，由玉米游旅行网，玉米游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悦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贡熊猫青年旅行社构成，全免覆
盖了当下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核心驱动力；互联网渠道
能力，目的地运营能力和营销策划服务能力。同时玉米游旗
下的toC/toB/toG三大业务彼此联动，聚合发力，实现生态闭
环。

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CITS SICHUAN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33
地址 Add：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39 号 9 层
Add：9th Floor, Daye Tower, 39 Daye Road, Jinjiang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RC
联系人 Contact：段义峰
电话Tel.：13608176850
传真Fax.： (+86 28) 86666008
网址Web：www.cits.cn

四川省中国旅行社
SICHUAN  CHINA  TRAVEL  SERVICE
展位号 Booth NO.：B1-03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 15 号 3 楼
Add：3/F, 15Southern Section 3, 1st Ring Road, Chengdu, 
China 610041
联系人 Contact：盛伟强
电话Tel.：028-85543166,13608021286
传真Fax.：028-85562989
电子邮箱 E-mail：ctssheng368@163.com
简介 Profile：四川省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旅行社系统在四川最
大的旅行社，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信誉和广泛的知名度，是
“四川省旅行社最大规模十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
信誉和广泛的知名度。
四川省中国旅行社与欧美、亚洲、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
的100多家旅行社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旅行社为旅游者

化精品酒店品牌，现已在川内开业酒店共计8家。
Sichuan Chanyi hotel, is to create "zen culture" as the 
theme, to lead the "zen life" as the mission, to provide 
guests with relaxation, pleasure, health zen life experience 
for the hotel service purpose of the hotel brand. The hotel 
through tea room, sutra room, zen rooms and other spatial 
layout features, through vegetarian food, tai chi, zen tea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zen life experience projects to create, 
let the guests feel an unprecedented hotel life experience. 
In just a few years, Chanyi hotel has rapidly grown into a 
theme culture hotel brand with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China, 
and now it has opened 8 hotels in Sichuan.

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服务，并承办旅游咨
询、护照、签证、国际国内机票等有关业务。四川省中国旅
行社拥有业务素质良好、服务全面的员工，有英、日、德、
法、泰等及各种地方语言导游、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
Sichuan China Travel Service, the biggest travel agency in 
Sichuan Province among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system, 
is well-known and has a good reputation and credit home 
and abroad. It is one of the ten strongest travel agencie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has a good reputation and credit 
home and abroad. 
Sichuan China Travel Service has built firm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over 100 travel agencies and companies in 
Europe, Asia, America and Hong Kong, Macau, Taiwan.
Sichuan provides full service including: food, hotel, vehicle, 
sightseeing, shopping, entertainment, and also touring 
consulting, passport, visa,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light 
tickets etc.
Sichuan China Travel Service has well-educated and skilled 
personal and English, Japanese, Germany, French, Thai 
language and other dialects tour guides and tour leaders.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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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Profile：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
年3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10000621611437M，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L-SC-CJ00048。公司注册资本金980万元，股
东为中国旅游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并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
公司主营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会展服务及各
类主题定制游。下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电
子商务部、门管中心、营销、产品中心、计联部（入境游地
接）、外联部（日本入境游外联、地接）、签证部、客户部、
研学旅游部以及遍布四川省及成都市80多家分社和门市服
务网点。
公司奉行“真诚公道、讲究信誉、注重质量、服务规范，竭
诚为国内外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以全面卓越、
细心周到的服务，且不惜人力、物力为客人提供最大方便，
深受国内外客人的好评和信赖。
CITS Sichuan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formerly known as Sichuan Overseas Fuchang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1993. In 
November 2012, it was jointly funded and reorganized by 
the central enterpris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Head Office Co., Ltd.)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Sichuan Province (Sichua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and Sichuan Overseas Travel Co., Ltd.), 
and renamed as CITS Sichuan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CITS Sichuan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is 
now a member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China Travel 
Agency Association, Sichuan Tourism Association, Sichuan 
Travel Agency Association and Chengdu Travel Agency 
Association. Because of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ourism industry, it was awarded numerous honorary titles 
by the government. 

四川铁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Sichuan Airailways 
International Teavel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38
地址 Add：成都市三洞桥路 19 号国贸广场 7 层
联系人 Contact：陈丽萍
电话 Tel.：18980088337
电子邮箱 E-mail：lp_chen@89898989.com
简介 Profile：四川铁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
月，将有品位，有温度的理念作为企业的经验之道，取得了
广大客户的认可。在2017,2018年连续获四川省旅行社协会
“诚信经营”旅行社殊荣，四川省旅行社服务品质TOP10，
优秀旅行社门店等荣誉。

成都蜀窝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62
地址 Add：成都市金牛区兴盛西路 2 号固特大厦 1 栋 A 座
联系人 Contact：李强
电话 Tel.：18100824962
电子邮箱 E-mail：62325010
简介 Profile：成都蜀窝旅行社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6-11-14  
注册资金50万人民币   是由省市旅游局批准，经省工商局登
记注册，并足额缴纳质量保证金的一家旅游企业。公司座落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兴盛西路2号固特大厦1栋B座11-7，
许可证：L-SC-A00050。经营范围包括会务服务、入境旅
游、国内旅游。  旅行社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服务第一、
游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形成了众多四川精品旅游线路，拥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我们期望得到社
会各界人士和业界同仁一如继往的支持和关心，并与您携手
并进，共创共享旅游生活和旅游行业的美好未来。

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OVERSEAS TRAVEL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39
地址 Add：四川省 - 成都市 - 武侯区 - 九兴大道 14 号凯乐国
际 3 栋 14-15 楼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Contact：黄永东
电话 Tel.：15882000806
电子邮箱 E-mail：244209287@qq.com
网址 Web：www.cdhaiwai.com
简介 Profile：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原成都国际旅游
公司)成立于1984年，是成都市首家国际旅行社。三十多年
来，公司创造了四川省旅行社行业的多项第一：四川省最早
的两家 “一类旅行社”之一；最早的“特许经营出境旅游”
两家组团社之一；首家被评为全国国际旅行社的百强企业之
一；首家自组和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0万人，结汇超过1000
万美元的企业;首批被评为国际旅行社一级社；首批被四川
省政府审定为四川省重点旅行社，四川省旅游骨干企业，并
被成都市旅游局授予“成都市日本入境旅游市场总代理”。
现为中国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四川省旅游协会常务
理事单位，四川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单位，成都旅游协会副
会长单位，成都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会长单位，成都旅行社
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旅游先进单位、
5A诚信旅行社、“十二五”四川旅游产业TOP10、 “满意四
川”服务品牌十强、省、市优秀诚信旅行社，旅游市场专项
整治工作先进集体，旅游创汇先进企业，纳税先进单位，全
省旅游工作先进单位，旅游质监工作先进集体，首家拥有全
国、四川省劳动模范导游员的旅行社；在四川省入境游客人
天数排名奖及成都市举行的成都诚信旅行社网络短信评选
活动中，均名列第一。公司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
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公司依托强大的航空资
源，成功地独家运营国际旅游包机超过200余架次，公司效
益稳步发展，为创建新型的服务企业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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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巅行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64
地址 Add：成都市武侯区鹭岛路 36 号鹭岛 LOFT 广场 707
联系人 Contact：张浩
电话 Tel.：18615759369
传真 Fax.：028-85000314 转 817
电子邮箱 E-mail：6063934@qq.com
网址 Web：www.1985cd.com
简介 Profile：巅行国旅源自巅行自驾俱乐部，成立于 2010 年，
专注于中高端自驾车旅游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荣获
自驾旅游领域多项大奖。除巅行自驾俱乐部外，2011 年成
立巅行企业营销策划公司，为景区、旅游局、汽车品牌等客
户提供整体营销推广方案。为了更好地开展境外自驾业务，
2015 年成立了巅行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并开设原野梦工
厂，定制各类旅拍、户外运动旅游。以四川成都为总部，又
分别在重庆、西安、西宁、拉萨、南昌、乌鲁木齐开设分公司。

成都极自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Chengdu Greatway Tour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65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 259 立事达南晶国际广场 A 座 9
楼 204 室
Add：Room 204, Floor 9, Building A, Nanjing International 
Plaza, No.259 Tianren Road, High-Tech Zone, Chengdu, 
Sichuan, China
联系人Contact：孙慧
电话Tel.：15108296113
传真Fax.：028-85541221
电子邮箱E-mail：h.sun@greatwaytour.com
网址Web：www.sichuan-tour.com (四川旅游网站英语版) 
| www.sichuanreisen.com (四川旅游网站德语版) | www.
voyageausichuan.com (四川旅游网站法语版) | www.
viajeasichuan.com (四川旅游网站西班牙语版)| www.
viaggisichuan.com (四川旅游网站意大利语版) | www.sichuan-
tour.net (四川旅游网站日语版) | www.self-drive.cn （自驾游汉
语网站） | www.selfdriving.cn （自驾游多语种网站） | www.
tibet-tours.com (西藏旅游网站英语版) | www.tibetreisen.com 
(西藏旅游网站德语版) | www.voyageautibet.com (西藏旅游网
站法语版) | www.viajeatibet.com (西藏旅游网站西班牙语版)| 
www.viaggitibet.com (西藏旅游网站意大利语版) | www.tibet-
tour.net (西藏旅游网站日语版)
简介 Profile：成都极自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
旅行社，骨干成员自1994年以来就专注于组织、接待欧美、
日韩市场客人到四川以及中国西部其它地区旅行、探险。我
们的团队使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
语、韩语和日语，与我们一道您将享受独特体验和非凡发现
之旅。
This is the Greatway Tour Co., Ltd. based in Chengdu, 
Sichuan, the Panda hometown and Lhasa, Tibet, the roof 
of the world. Since 1994 we organize Sichuan tours, Tibet 
tours and China tours, especially specialized in adventure 

成都天府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Tianfu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66
地址：中国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路 57 号
Add：57 Linjiang Road, Wuhou District,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郭红英
电话 Tel.：86768844，13708021443
传真 Fax.：86768844
电子邮箱 E-mail：rvtravels@qq.com
网址 Web：https://www.maimangclub.com
简介 Profile：成都天府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
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始创于
1950年，公司历史悠久、资本雄厚、规模宏大，公司拥有直
辖子公司、分公司及参控股公司五十余家。其中还包括四个

and trekking tours in Western China, including Sichuan, 
Tibet and the eastern Tibetan cultural area Kham and Amdo 
in provinces Sichuan, Yunnan, Qinghai and Gansu.
Our team speaks English, German, French, Spanish, Italian, 
Russi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us you’ll enjoy 
amazing experience and unique discovery tour. 
Welcome to Sichuan, Tibet, China! Come and see where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nature meet.
除了常规观光旅游，我们还擅长组织、接待特色旅游：徒
步、美食、中医、观花、观鸟、野生动物、自行车、摩托车、
越野穿越、自驾车（外宾自驾自备车和租车自驾）、节日体
验、生态旅游、大熊猫志愿者、中外学生交流、商务旅行、
会务会展服务等。近年来，我们开辟了国内游业务，自驾
游、徒步、越野穿越、节日体验等依然是国内旅游特色主题
旅行。
We have been dedicated to provide you, our valued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excellent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as a lively team: guided culture and nature tours 
for group and individual tourists; trekking and hiking tours 
in fascinating landscape; discovery tour, 4x4 overland tour, 
mountain bike tour, self drive, eco tour, panda volunteer 
and panda tour, flower watching, bird watching, wild life 
travel, festival tour, Gourmet travel in Chengdu, Sichuan,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chuan, golf tour, 
mountaineering, Taiji, Chinese Kung Fu, photography tour, 
desert adventure, business tour, event, conference service, 
etc.
促销方案：
我社将制作精美的多语种版本四川旅游宣传册，准备精美多
语种图文并茂的PPT，利用我社多语种网站，现场推广四川
（成都、三九大、乐山-峨眉山、川西甘阿凉、川南、川北唐
家河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力争尽可能多地结识
国际、国内新客户，力求达到让这些国际、国内旅行商推出
或者更多推出四川旅游线路产品的目的，开启合作，达成更
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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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站（含成都旅游集散中心、成都汽车总站、城东客运中
心、都江堰客运中心）、涉外饭店和成都市最大规模的旅游
车公司等，公司还曾多次荣获交通部、厅、局；省、市人民
政府授予的先进企业（单位）称号。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知
名度、声誉、信誉和影响力。
成都天府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
经国家旅游局批准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旅行社。2006
年获得中国国家旅游局授权向中国公民提供海外旅游服务
的旅行社资质，并获得申根国家ADS旅行社授权。2009年因
业务拓展需要更名为：成都天府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迄今是一个集国际旅游招揽，在华旅游接待服务、出境
旅游及旅游运输为一体的旅游经济实体。公司下设航空票
务中心、外联部、接待中心、计调部等相关旅游服务部门，
并拥有一批长期从事旅游行业管理的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配有一支熟悉英、日、法等语种,训练有素,服务优质的翻译
导游人员。
天府国旅集团凭借如此雄厚的实力、长期的业务关系和良
好的信誉，与民航、铁路、航运等交通部门以及各地旅游部
门及境外客户建立了广泛的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具
备接待国内各大、中型会议，旅游团队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观
光、考察、度假、养疗等的能力。并能为游客在华逗留期间
的交通、住宿、参观游览的妥善安排提供可靠保证。
天府国旅的宗旨是：“攀高峰，创一流，游客至上，信誉第
一”，天府国旅的待客标准是：“真诚、守信”，天府国旅
的基本作风是：“诚实敬业”，天府国旅将一如既往的以更
新更优的服务质量迎接世界各界朋友。
天府国旅奖项：
1995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国内旅游500强旅行社；
1996年被成都市旅游局评为国内旅行社五强；
1997年被评为青年文明号与青年文明号共建单位；
1999年被评为成都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先进单位；
2000年评为中华两岸旅行协会之友；
2000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指定旅游接待社；
2005年被九寨沟管理局评为九寨、黄龙旅游线路十佳旅行
商；
2006年被九寨沟管理局评为九寨沟风景区金牌合作伙伴；
2006年被峨眉山管委会评为新峨眉新金顶国内旅游组团量
三等奖；
2006年被峨眉山管委会授予新峨眉新金顶推广杰出贡献
奖；
2006年获得中国国家旅游局授权向中国公民提供海外旅游
服务的旅行社资质并获得申根国家ADS旅行社授权；
2008年被九寨沟管理局评为九寨沟2008年度区域最佳合作
伙伴
2008年被四川省旅游局评为“四川省旅游骨干企业”称号；
2008年被成都市旅游局评为“成都市诚信旅行社”；
2009年获得四川省旅游局旅行评定委员会全国旅行社行
业，行业最高等级——壹级旅行社称号；
促销方案
富士C型房车
原价1400元/天现价1200元/天
限额前20名

四川博睿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Sichuan Bridge International Travel
展位号 Booth NO.：B1-068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北路 1 号西村大院 3 号楼 509-2
Add：#509-2 Tower3, No.1, Beisen N.Rd., Chengdu,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刘琴琴
电话 Tel.：13551380644
传真 Fax.：028-61509748
电子邮箱 E-mail：Cyndiliu@scbridge.cn
网址 Web：www.bridgetravel.cn
简介 Profile：博睿吉国际旅行社成立于 2014 年，前身为博
睿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以定制旅行为主题的专
业旅行服务商，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专业权威的旅行方案、贴心周到的精致服务及与众不同的旅
行体验。作为成都市旅游协会和成都市旅行社协会的重要成
员之一，本着“永兴沟通，服务至上”的坚定信念，博睿吉
凭其广泛的市场资源，良好的国内外品牌影响力和高品质服
务赢得了客户和行业合作者的高度赞誉。

四川雅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Sichuan YAL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69
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6 号正熙国际
1907 室
Add：Company Address in English Room 1907, zhengxi 
international 16 hongxing 3 road, Chengdu, China.
联系人 Contact：扎西帮巴 Tashipenbar
电话 Tel.：13981886236
传真 Fax.：028 86655738
电子邮箱 E-mail：942501953 @qq.com
网址 Web：www.himalayatibet.com 
简介 Profile：我公司主要经营的旅游业务如下：
1. 高原入境旅游，高原文化体检旅游业务。
2. 四川康巴文化核心区各类文化体验旅游；康巴文化体验、
轻户外活动（非运动型），运动型户外活动体验（骑马、徒
步露营）四川康巴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安排（音乐、藏戏歌舞
艺术唐卡绘画艺术、建筑艺术文化、藏医药、学生文化活动
交流）。
3. 四川、青海、西藏啊、云南、贵州等高原地区文化户外体
验旅游。
4. 成都市区及周边和四川地区文化景区旅游。
The company travel service including：

有效时间：2019年9月15日至2020年2月29日
富士B型房车
原价450元/天 现价300元/天
限额前20名
有效时间：2019年9月15日至2020年2月29日
巴郎山24小时星空摄影
原价600 现价480元/人



68

四川蜀道三国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ichuan Shu Road And Three Kingdom Tourism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0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58 号精诚国际 2 栋一单元 704
Add：Room 704, unit 1, building 2, jingcheng international, 
no.58, shu xi road, jinniu district,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李婷婷
电话 Tel.：15198289373
传真 Fax.：028-87557938
电子邮箱 E-mail：784473414@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蜀道三国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致力于景区营销、网络资源整合、酒店管理、
电子商务推广销售，旅行社业务以及提供专业电商运营的综
合型企业。
公司前身从 2008 年开始涉足旅游行业，专注川东北三国文
化旅游线路 11 年，先后成为 15 余家旅行社供应商，并连续
获得多家旅行社“优秀供应商”称号。我公司正努力将“阆
剑传奇”品牌线路打造成为继峨乐、都青、九黄后川内第四
条旅游精品线路。
Sichuan Shu Road And Three Kingdom Tourism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 Ltd., founded in 2013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who is dedicated in scenic spots 
marketing, network resource integration, hotel management, 
e-commerce promotion and sales, travel agency business 
operation and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e-commerce 
operation. 
Its former has set foot in tourism industry since 2008 
and has been focusing on cultural tourist routes of Three 
Kingdoms in Northeast Sichuan for 11 years, and it has 
successively become the business supplier for more than 
15 travel agencies and also has consecutively won the title 
of‘Excellent Supplier’ from many travel agencies. Our 
company is spending efforts to build the brand route of 
‘Lang Sword Legend’ into a forth boutique tourist route 
after route of Mount Emei and Mount Le,oute of Dujiangyan 
scenic area and Mount Qingcheng and route of Jiuzhaigou 
Valley, Huanglong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 Hou, 
Chuan, Nei . 

四川巴适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71
地址 Add：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65 号
联系人 Contact：冯刚
电话 Tel.：159 8282 9090 
传真 Fax.：028-85570369
电子邮箱 E-mail：15982829090@163.com
网址 Web：www.88877888.com
简介 Profile：四川巴适旅行社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商标“巴适”总部设在成都，注册资金 100 万元。
经营许可证号：L-SC-A00106  旗下的旅游门票交易平台巴
适旅游网（ www.88877888.com），同行分销网址： http://
fx.88877888.com  微信直购公众号：bs88877888  巴适是国
内最早从事旅游门票 b2b 同行分销的旅行社，十多年的辛勤
耕耘，我们从未忘记过作为旅游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路
走来，我们与同业人风雨同舟见证了旅游业美好的昨天，也
希望一起收获幸福快乐的明天。
企业文化
团结  诚信  创新  双赢
企业愿景
做旅游淘宝平台：  享受巴适的服务  买卖满意的产品

成都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GOLDEN BRIDGE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2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走马街 68 号锦城大厦 7 楼
Add：F7, JINCHENG MANSION, NO.68, ZOUMA STREET,  
JINJIANG DISTRCIT, CHENGDU,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张宁
电话 Tel.：028-62030131
传真 Fax.：028-86655037
电子邮箱 E-mail：2853388151@qq.com
网址 Web：www.cdgbit.com 
简介 Profile：成都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证
号：L-SC-CJ00058， 英 文 名 称：Chengdu Golden Bridge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主要开展出、入境和
国内旅游业务。成都金桥以“网络化”“规模化”“品牌化”
为发展目标，致力于“国内成网、国外成链”的建设。 成都
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旅游协会、成都市
旅游协会的理事单位，公司先后被授予 08-12 年度优秀诚信
旅行社以及最佳旅游联盟单位等称号，2017 年获得首批 4A
级诚信旅行社称号，2018 年成为首批成都市研学旅行专委
会会员。

1. Western Tibet (Lhasa.Shigatse.EBC.Mt.Kailash,Nameo 
lake…)
2. Eastern Tibet (Kham Region easternTibet in Sichuan)
Trekking tour:(Hiking.Camping.horse trekking)
Tibet culture tour:(Village stay experience.Tibetan family 
visit .Sky Burial.
Meets Buddha experience.Monastery life experience)
3. Sightseeing: (Lake& Mountain Sightseeing tour. City tour.)
4. Sichuan Chengdu round city tour: (Panda tour. Sichuan 
opera. Tea house
experience. Leshan Giant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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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星瑞欧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Chengdu starry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4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蜀锦路 88 号楚峰国际中心 B 座 4201 室 
Add：ROOM 4201, CHUFENG INTERNATIONAL CENTER,  
UNIT 2 BUILD 1, NO 88 SHUJIN ROAD, WUHOU DISTRICT,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兰勇 
电话 Tel.：13980870542
传真 Fax.：86745393
电子邮箱 E-mail：lanyong820423@163.com
网址 Web：www.starry-europe.com
简介 Profile：星瑞欧洲是一家专注于欧洲目的地的定制旅行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高端旅行 定制服务。
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团队旅行、自由行、私人订制、公商务
会展和其他出境单项 业务。 
星瑞欧洲一直坚持以产品为王的理念，全力打造更安全更舒
适性价比的更高的旅行产品。超 过 100 项欧洲旅游体验和
目的地西南首家采购选用，一直引领市场产品变化风潮。 
星瑞长年同欧洲多国国家旅游局保持良好关系，2019 年 6 
成为四川航空欧洲航线的最大合作伙伴。 
Starry is a travel agency focus on the entire European 
regio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d high end service for our 
clients. Our business including group travel, FIT, tailor made 
and MICE. we are the biggest cooperators of Sichuan 
airline from June 2019.

四川铁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TieQing lntemational Travel Service.,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9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十二号桥路 2 号 
联系人 Contact：唐桓  
电话 Tel.：18982070609   
传真 Fax.：+86-028-87791113   
电子邮箱 E-mail：18982070609@189.cn
简介 Profile：
( 一 ) 公 司 规 模
公司员工百余名；车辆 60 余辆。 下辖 5 科 8 事业部 22 专线，
3个参控股公司。四川欧富曼会展，中汇慧务（成都）会展公司；
长运飞马运业。
( 二 ) 经 营 规 模 
年接待和输出旅游人数均达 10 万人次以上。经营范围覆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西班
牙等设有办事处。有分社和办事处共 38 个
( 三 ) 社 会 责 任　
中 国 旅 协 专 委 会 委 员 单位 ； 
中 国 成 教 协 培 训 工 委副 主 任 单 位 ； 
中 国 会 展 经济 研 究 院 承 办 展 副 主 任单位；
中国旅游同业国际合作 联 盟 会 长 单 位 ；
中 国 旅联副会长单位；
 四川民营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单位；
( 四 ) 荣 誉 与 服 务

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金牛社分社
Chengdu Overseas Tourism CO, LTD JinNiu Branch
展位号 Booth NO.：B1-075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营康西路 489 号 
联系人 Contact：魏佳
电话 Tel.：13666134666

成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78
地址 Add：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 2 号 
联系人 Contact：陈兰
电话 Tel.：13684051488
传真 Fax.：028-85007916
电子邮箱 E-mail：360801368@qq.com
简介 Profile：成都中旅正以“创新务实，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在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整合各种优势资源，以创新理
念将实业投资和资本经营相结合，在“企业品牌国际化，营
销网络一体化，技术手段现代化，服务质量标准化”的发展
道路上稳步前进。

成都蜀源旅游有限公司
Chengdu shu yuan tourism services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3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杜鹃路 32 号
联系人 Contact：丁石冰
电话 Tel.：18140110523
传真 Fax.：87918008
电子邮箱 E-mail：386634734@qq.com
简介 Profile：成都蜀源旅游有限公司业务范围
专业的景区接待：成都川菜博物馆
专业的旅游定制：赴全国各地观光旅游、农家乐发展考察游
及川内旅游；
组织接待：赴全国各地观光旅游、会务、商务考察；
代订代办：机票、火车票、出国签证、出境、自驾游等业务；
郫都特产：川菜博物馆手工豆瓣、鹃城豆瓣、丹丹豆瓣、蜀
绣蜀锦。

电子邮箱 E-mail：go.nepal@139.com
简 介 Profile：成 都 海 外 旅 游 有限 责 任 公 司总 社 成 立 于
一九八四年，系成都市首家国际旅行社，为全国百强之一，
成都市重点扶持的五家种子旅行社之一，是成都市最具实力
的旅游公司之一，现为四川省骨干企业，旅行社最大规模十
强，成都市拥有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组团社之一，中国旅行
社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这人公司金牛分社
是总公司旗下一家独立操作运营分社。本着“以人为本，用
户至上，诚信经营”的经验理念，接待国内外游客赴四川各
地旅游，与成都地区及省内有旅游意向的客户提供出境旅游
咨询，签证，协助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机票代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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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忆程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80
地址 Add：成都市清江东路 1 号温哥华广场 32 楼 B 
联系人 Contact：张尧
电话 Tel.：18202873631
电子邮箱 E-mail：853744106@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忆程旅行社有限公司（原成都龙洲旅行
社），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150万元，经过二十年的发
展，现已成为四川省、中国老年旅游的明星企业。是中国旅
行社协会理事单位、中国老年旅游联合体理事长单位、中国
老年旅游联合体四川分会会长单位，四川省旅行社协会、四
川民营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成都市旅行社协会老年
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中国老年旅游服务标准的主要起草
单位之一。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Culture & Tourism Development Group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中国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30号高速大厦A座5楼 （邮
编 610041）
Add：5th floor, Building A, No.30, Xi Mian Qiao Street, Wuhou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R.China, 610041
联系人 Contact：杨晨
电话 Tel.：028-85599328
传真 Fax.：028-85588202   
电子邮箱 E-mail：514632372@qq.com
网址 Web：http://www.cdctg.com/
简介 Profile：成都文旅集团成立于 2007 年 3 月，是按照市委、
市政府“发展大旅游、形成大产业、组建大集团”的战略部
署组建的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承担我市文化、旅游、体育产
业资源整合、建设、运营，项目投融资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
产品对外推广等职责。先后打造了宽窄巷子、西岭雪山、“天
府古镇”系列等文化旅游品牌项目，正在推进锦江水生态治
理和锦江绿道建设、天府文化中心、宽窄巷子二期、熊猫星
球等重点项目，先后荣获成都市模范单位、四川省文化旅游
产业旗舰企业等荣誉称号，被省政府列为四川省首批重点文
化企业，入选四川十大旅游领军企业。今年 4 月，被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授予第一批“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
优秀龙头企业”称号。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 Add：四川成都红星路 2 段 70 号
联系人 Contact：曹磊
电话 Tel.：028-86968061
传真 Fax.：028-86968064
简介 Profile：四川日报 1952 年 9 月 1 日创刊，四川日报报
业集团 2000 年 9 月 12 日挂牌，是我国西部成立的第一家
党报集团。
集团现拥有11报 4 刊和百余个新媒体，总期均发行量143 万，
新媒体用户覆盖超 1.1 亿，形成了新闻媒体、报刊广告、发行、
印刷、文旅酒店、文博会展、文创园区建设运营等多种经营
业态，构建起传媒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 Add：成都市金牛区西华大道 16 号
电话 Tel.：028-80333999
传真 Fax.：028-87613300
网址 Web：http://www.octwest.com
简介 Profile：华侨城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华侨城集团有限公
司在西部地区的区域总部，以成都、西安、重庆三个城市为
核心组成平台公司，统筹中西部 9 省（直辖市）文化旅游及
新型城镇化业务。目前已入驻西部 6 省市，投资总额 325.06
亿元，三年来累计实现收入 193.16 亿元、利润 29.88 亿元，
每年分别复合增长 40%、113%。三年来累计缴纳各项税费
24.52 亿元，每年复合增长 35%，履行了央企的政治责任、
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MIGU Music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四川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575 号中海国际中心 J 座（邮
编 610000）
Add：China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enter Block J.No 575 
Jiaozi Ave. Hightech Dist, Chengdu,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梁洁
电话 Tel.：15902850041
传真 Fax.：61351832
电子邮箱 E-mail：migumusicad@migu.cn
网址 Web：music.migu.cn
简介 Profile：咪咕音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在成都注
册成立，是中国移动面向移动互联网领域设立的，负责音乐
领域提供产品、运营、服务一体化的专业公司，其前身为成
立于 2006 年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历经 10 余年的发展，
咪咕音乐依托信息技术演进和全产业链模式，打造了数字版
权、彩铃、O2O 演艺、智能硬件、场景音乐等业务模式，成
为跨界融合通信网、互联网及音乐网的龙头企业。

成都旅游诚信四企业；
成都智慧旅行社；
成都首次美国切位；
成都首次美娜多包机；
四川首次体旅博览会；
合作名企：如拉法基、中铁集团、地奥集团、交通银行、省
局海外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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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铁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SICHUANAIRAILWAYS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038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 19 号国贸广场 7 层 
Add：7th Floor, Guomao Plaza, 19 Sandongqiao Road, 
Jinniu District,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陈丽萍 
电话 Tel.： 028-89898989 转 5 
传真 Fax.：028-86256666 
电子邮箱 E-mail：lp_chen@89898989.com 
网址 Web：WWW.89898989.COM 
简介 Profile：四川铁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四川铁航”）
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旅行供应商，是西南地区首选的差旅服务
品牌。服务范围包括旅游度假、境外展游、会务接待、酒店
预订、国际机票、国内机票、商旅服务、机场专车接送等。
四川铁航具备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旗下拥有铁航旅行、铁
航商旅、民航网等细分市场品牌。为百万客户提供旅游、酒店、
机票、免费机场接送及免费航空保险等服务。金牌服务热线
89898989 和“铁航旅行”品牌亦是深入人心。

峨眉山墨庄酒店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23
联系人 Contact：陈飞亚 
电话 Tel.： 18030483239
电子邮箱 E-mail：512134712@qq.com 

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Tencent Technology (Chengdu)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198 号腾讯成都大厦 A 座 
Add：No.198 Tencent Building A, 3rd Tianfu street, Chengdu 
high-tech zone,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王艾 
电话 Tel.： 028-85225111, 18676653101
传真 Fax.：028-85980512
电子邮箱 E-mail：cindyawang@tencent.com
网址 Web：https://www.tencent.com/zh-cn/index.html
简介 Profile：腾讯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以数字化科技赋能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变革升级。
腾讯具有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能力储备（AI、大数据、云计
算等）在文旅产业方面积累丰富。腾讯文旅自2014年布局“互
联网 + 旅游”，全面整合内部产品矩阵、先进技术和内容产
业生态等，聚焦科技 + 文化 + 旅游的融合创新及落地应用。

四川旅投商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旅投股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四川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二级子公司 8 家，
拥有锦江宾馆、四川国旅、四川青旅等三级子公司近 80 家。
集团已开发运营国家 4A 级景区——天曌山国际森林康养基
地、洛带金龙长城等优质文化旅游项目。

四川华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Huaming Ke 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室外 A001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高兴区茂业中心 B 座
电话 Tel.：028-86712325   028-86653152
电子邮箱 E-mail：1960727@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华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先进的创
新理念、丰富的经验、杰出的作品、出色的质量、高效的成
本控制和优秀的服务于一家的科创公司，以及致力于创造出
新兴的科技产品研发出绿色环保、移动式、多功能于一体的
微空间、相关配套产品的科创公司。
Huaming sichuan ke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company with advanced innovation concept, rich experience 
and outstanding works, excellent quality, the highly effective 
cost control and excellent service to a kechuang company, 
and is committed to create a new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ut of th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rtable, multifunctional, which 
integrates the micro space, kechuang company related 
products.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Tourism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中国 . 四川 . 成都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80 号锦江宾馆
锦苑楼
Add：Jinyuan Building, Jinjiang Hotel, No. 80, Section 2, South 
Renmin Road, Jinjiang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杨先生
电话 Tel.：028-85506118
传真 Fax.：028- -85506008
电子邮箱 E-mail：723294720@qq.com
网址 Web：www.scsltjt.com
简介 Profile：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注册资本 65.38 亿元，是省委省政府批准组
建的大型旅游旗舰型企业集团，肩负着推动四川由文化大省、
旅游大省向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跨越的重要使命。
四川旅投集团以“服务健康快乐，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愿景，
秉承“创新、卓越、美丽、开放”的企业文化，大力实施“1363”
战略，重点发挥“三个平台”作用，即：文旅产业转型发展
平台；文旅资源战略整合平台；国有资本文旅投资平台，致
力于建设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现代旅游服务业投资商
和运营商。集团业务涵盖酒店、景区、航空旅游、商贸发展、
文化体育、大健康等六大板块，着力打造旅游金融、旅游规划、
智慧旅游三大业务支撑。2017 年，集团入选“中国饭店集团
60 强”榜单，位列第 23 位。2019 年，集团被省委省政府命
名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龙头企业”。
集团旗下现有四川省锦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人民政
府金牛宾馆、四川旅投锦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旅投旅
游创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旅投航空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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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恒邦艾美度假酒店
LeMeridien Emei Mountain Resort
展位号 Booth NO.：B1-041
地址：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路南段 555 号 
Add：No.555, Mingshan Road South Section, E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王灵犀
电话 Tel.： 18281373632
电子邮箱 E-mail：Sally.Wang@lemeridien.com
网址 Web：lemeridien.com/emeimountain
简介 Profile：峨眉山恒邦艾美度假酒店坐落于峨眉山景区入
口处。酒店共有 338 间客房及套房，为宾客提供了一个可以
饱览繁茂山景及深度放松的自然空间。酒店设有 4 间餐饮场
所，打造独具匠心的用餐体验。“新食谱”全日餐厅甄选新
鲜食材提供特色全日环球美食自助。酒店拥有超过 2,200 平
方米的活动空间，其中 800 平方平米的宴会厅以及 9 间规
模不一的多功能会议室可满足不同的会议需求，两处户外草
坪更是婚宴场地的倾心之选。酒店还有健身中心、室内恒温
泳池以及泡池供客人使用。
With a compelling location right next to the entrance to 
Mount Emei Scenic Area, Le Meridien Emei Mountain 
Resort is the ideal place to unlock this compelling 
dest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meets modern hospitality as 
you discover Emei Mountain. 

峨眉山蓝光文化旅游置业有限公司己庄酒店
JZ Hotel
展位号 Booth NO.：B1-042
地址 Add：中国四川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 8 号
联系人 Contact：肖灵玲
电话 Tel.：15892825353
电子邮箱 E-mail：jd_xiaolingling@brc.com.cn

峨眉山市恒迈酒店有限公司
Emeishan Hengmai Hotel Limite
展位号 Booth NO.：B1-061
地址 Add：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路东段 71 号
联系人 Contact：范鸣飞
电话 Tel.：13568865625
传真 Fax.：0833--5557990
简介 Profile：峨眉山恒迈酒店地处国家五 A 级风景旅游区
峨眉山市中心，毗邻沃尔玛购物广场，距景区约 10 分钟车程，
东门好吃街约 5 分钟车程，大佛禅院约 2 公里。
酒店以欧陆风情的装饰风格为主，华丽而典雅！雅静的环境
铺以金可儿的睡眠床垫，给您绝美的梦乡体验，干湿分离的
卫浴间，带双面盆的盥洗间带给您自由而快乐的感觉！
酒店拥有三百余间客房，五种房型可供选择，满足不同人群
的不同需求，150 个地面及地下免费停车位能满足所有在住
客人的需求。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美食，温暖的服务，都是
您商务旅行的最佳选择！

峨眉山七里坪华生温泉酒店

地址 Add：峨眉半山七里坪
联系人 Contact：石平
电话 Tel.：（028）38876999
传真 Fax.：（028）38876666
网址 Web：www.hasun.com

峨眉山凯宾洲际酒店
展位号 Booth NO.：B1-059
地址 Add：峨眉山市名山路东段 269 号
联系人 Contact：陈成
电话 Tel.：15228885363
电子邮箱 E-mail：284632692@qq.com  
简介 Profile：酒店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业，位于峨眉山名
山路东段 269 号，交通便捷，位置显眼。周边有水晶广场综
合体商圈、四川省旅游博览会议中心，距离乐山车程 20 分钟，
离大佛禅院景区 3 分钟，峨眉山景区 15 分钟。
酒店共计客房 208 间，客房均按 4 星标准装修。19 楼为餐厅
及会议室及办公区，其中餐厅能容纳 180 人同时就餐，会议
室能容纳 180 人（剧院式）或 110 人（课桌式）。

简介 Profile：墨庄 • 不壹酒店
原创奢华中端精致酒店
峨眉山墨庄 • 不壹酒店是成都墨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
第一家城市酒店，以时尚新中式风格为基调，融入现代简约
与东方写意之美。守“放松、宁静、欢喜”之初心，为您精
心打造 114 套独具舒适睡眠体系的豪华客房。餐厅、会议室、
棋牌室、儿童乐园等配套设施完善，更有 16+ 项个性化服务
体系供会员臻选。不壹酒店，让你每一次出差都如度假，每
一段旅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
Emeishan Mozhuang Unique Hotel is the first city resor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Chengdu Mozhaung Hotel 
Management Co. Ltd. The New Chinese style designs with 
oriental “Zen”culture and beauty. The hotel provided 114 
rooms, 1 new style Chinese restaurant, 3 meeting rooms, 4 
Majiang rooms, play ground for kids and so on. There are 
16 personal need items ready for use under requirement, 
too.

简介 Profile：『峨眉山蓝光己庄酒店』是峨眉山首家超五星
豪华度假酒店。毗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 峨眉山，
酒店周围迷人旖旎的自然风光，将为您带来天堂之地的感受；
置身度假酒店当中，仿佛身处令人流连忘返的东方世外桃源，
令您的假日成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198 间豪华客房及豪
华别墅，每一间都自有其独特的住享体验与风景相伴。本土
化的川西部落风格，融合典雅新中式审美，为您的旅行，赋
予身心双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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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华美达酒店
RAMADA LESHAN
展位号 Booth NO.：B1-006
地址 Add：乐山市白燕路北段 178 号
联系人 Contact：马阳
电话 Tel.：13658097934
传真 Fax.：+86-833-2125388
电子邮箱 E-mail：dosm@ramadaleshan.com
网址 Web：http://www.ems517.com
简介 Profile：乐山华美达酒店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白燕路北段
178 号 , 是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一一美国温德姆国际酒店
旗下成员酒店 , 由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按四星级酒
店设计、装修、兴建的豪华酒店 .
总面积 8900m2, 酒店位于乐山市中心 ,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
交通便利 , 临近乐山高铁站和客运中心站。相邻景区 : 乐山
大佛景区和峨眉山景区 , 是集餐饮、客房、娱乐、休闲、会
务等一体的综合型豪华酒店。
酒店项目齐全 , 设备先进 , 功能完善。拥有各类豪客房 132
间 ( 套 )。高端奢华的西餐厅 , 可同时接纳 110 人就餐 , 让您
感受异国美食的同时 , 也享受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和别致的
生活。设备先进的会议室 ,可承接各种形式、规模的会务活动。
格调雅致且温馨惬意的大堂吧、豪华却不显奢华，让您闲暇
之际 , 沉醉在美妙的音乐声中 , 感受华美运酒的高贵与品位 !
乐山华美达酒店秉承“做您所想，将余下的事交给我们”的
经营理念 , 以及“简、便、快、捷、好”的个性化服务 , 是您
商务、洽谈、休闲的最佳选择。

乐山盘龙开元名都大酒店
GRAND NEW CENTURY HOTEL Leshan Sichuan
展位号 Booth NO.：B1-025
地址 Add：中国四川省乐山市柏杨西路 888 号
联系人 Contact：张黎明
电话 Tel.：13921443232
传真 Fax.：86（833）2555999
电子邮箱 E-mail：joe.zhang@kaiyuanhotels.com
简介 Profile：乐山盘龙开元名都大酒店，是乐山万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在乐山市中区倾力打造的首家 5 星级酒店，
委托全国最大的民营酒店集团 --- 开元酒店集团精心打理。
酒店地处乐山市市中区新城市中心板块，总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是乐山市市中区首家集住宿、餐饮、娱乐、商务、
购物于一体的五星级标准商务酒店。
酒店整体设计处处流露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时尚文化元素和
古典风韵完美糅合，海棠花文化贯穿酒店整体装饰设计的始
终。富有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气息的独特设计，传递出乐山
盘龙开元名都大酒店经典高雅的文化感和现代感。

乐山市旅游协会    乐山市市中区嘉州旅游协会
Leshanshi Tourism Association 
Leshan Shizhoug District Jiazhou Tourism Asso Ciation
展位号 Booth NO.：B1-002
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 267 号
Add：Leshan Shizhoug267 South binjiang road
联系人 Contact：李平
电话 Tel.：13056615999
传真 Fax.：0833-2157220
电子邮箱 E-mail：956983722@qq.com
简介 Profile：乐山市旅游协会与乐山市市中区嘉州旅游协会
是由乐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指导，经各会员单位的共
同发起成立的行业协会。协会本着服务会员、服务行业的宗
旨，组织会员单位“不断创新、合作奋进”，在市文化旅游
局的领导下规范运营，创新性的开展工作；组织协会内外培
训交流，提高协会内会员单位的整体营销能力，并解决会员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MEISHAN TOURISM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T-1
地址：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639 号
Add：No.639 South Mingshan Road, Emeishan
联系人 Contact：朱涛
电话 Tel.：0833-5528888
传真 Fax.：0833-5337088
电子邮箱 E-mail：463111386@qq.com
网址 Web：http://www.ems517.com
简介 Profile：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代码：000888），是西南地区首家旅游上市
公司、四川省首批旅游骨干企业、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
龙头企业。公司依托峨眉山得天独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旅游资源，发展成为集景区门票、索道、宾馆饭店、茶业、
旅行社、旅游商品、广告传媒、大数据信息技术和软件开发
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企业，注册资本 5.27 亿元，总股本
526,913,102 股，银行信用等级 A++。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1T-1
简介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整合组建于
2009 年 11 月（其前身为峨眉山旅游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8 月）。集团以旅游业为主导，全面拓展旅游索道、酒店
服务、旅游客运、水电经营、茶叶产业、文化传媒、旅游演艺、
智慧感知体验、健康养老地产等产业发展，现拥有 1 家 A 股
上市公司（即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2.59%）、3
家全资子公司（即峨眉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峨眉山途乐旅
行社、成都峨眉山饭店、持股 100%）、1 家投资子公司（即
四川峨眉雪芽酒业有限公司，持股 30%；乐山商业银行，持
股 9.2%），1 家全资子公司 ( 峨眉山万年实业有限公司，持
股 100%)，1 家会展分公司。是四川省规模较大、实力较强
的综合性旅游企业。

单位的经营发展难题。协会致力于打造“嘉州文化旅游”品
牌形象，促进行业发展，协调管理市涉游行业、保护消费者
权益、提供公益性质的旅游咨询及培训服务，从而推动乐山
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助力乐山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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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乐运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27
地址 Add：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天星路 887 号
联系人 Contact：刘琼
电话 Tel.：18908136056
传真 Fax.：0833-2422039
电子邮箱 E-mail：251254359@qq.com
网址 Web：http://wx.lslyly.com
简介 Profile： 乐山市乐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乐运旅行社），
由四川省乐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暨四川乐山熙泰运业有限公
司（简称乐运集团）全资设立的独立法人公司。乐运旅行社
在乐山客运中心站、乐山联运汽车站、五通、犍为、罗城、沐川、
夹江、井研、马边、峨眉、沙湾等地均设有分社。
主要承接入境旅游、国内旅游、研学、自驾、定制旅游服务
及票务代理（预订全国各地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乐运旅游、专注品质”的服务理念，
创品牌、树形象，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努力打造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品质旅游企业。
所属集团公司拥有 5—50 座等各类旅游、客运车辆，承接
旅游、商务、会议、婚庆等各类包车，满足您不同的出行需求。

乐山洲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45
地址 Add：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中段 49 号
联系人 Contact：甄经理
电话 Tel.：13990620027
传真 Fax.：0833-2134790

猪八戒网
展位号 Booth NO.：B1-047
地址 Add：乐山高新区南新路南侧、安港大道东侧高新盛泰
孵化港 2 层 1 号
联系人 Contact：魏洋洋
电话 Tel.：18228377572
网址 Web：Web：www.zbj.com
简介 Profile：猪八戒网川西总部园区是由猪八戒网与乐山市
高新区管委会深度战略合作项目，项目将围绕整个乐山市产
业发展需求和丰富的旅游、文化等资源，依托猪八戒网成熟
的线上平台海量大数据支撑，为乐山地区量身定制“互联网 +”
支撑平台，为乐山“双创”、文创旅游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支撑性服务，高质量的满足政府及地方企业的现
代服务需求。 
以猪八戒网川西总部园区为核心，结合园区强大的“造血”能力，
打造线上 + 线下全新运营模式，为入园服务商匹配精准、有
效的订单，提供更低成本的营运环境，更智能的园区服务体系，
更科学的物理空间配套设施、更全面的创业扶持，降低入园
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加快文化成
果转化，培育出一大批优质文创企业。

眉山市东坡区三苏食品厂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红星路东段 6 号
联系人 Contact：龚兆年
电话 Tel.：18089501377
电子邮箱 E-mail：411351475@qq.com
简介 Profile： 三苏牌龙眼酥，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故居地，
眉山市东坡区三苏食品厂生产的一中传统名特产品。在四川
同行业中，以其色、香、味、形俱佳处领先地位。龙眼酥造型
逼真、螺纹酥皮清洗，油润浓香、细腻爽口等特点，1990 年
荣获省优秀奖，赴马来西亚参加 92 亚洲食品展，连续三次荣
获嘉州人民喜爱产品称号，2000 号《西部旅游》选刊产品，
评为眉山市知名商标、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又研制出：
火腿龙眼、牛肉龙眼、水果龙眼等新品种，一直被饱览“三苏”
景观的中外客人赞誉为川式糕点中的一绝。 

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太和经济开发区吉香居工业园
Add：Ji Xiang Ju Industrial Park, Tai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Meishan,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甘勇
电话 Tel.：18990366400
电子邮箱 E-mail：2678882469@qq.com
简介 Profile：泡菜产业，一个传统而新兴的领域，孕育并诞
生了行业的骄傲——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注册
资金 6508 万元，在“打造百年品牌、实现百亿业绩”的双百
工程引领下，立足于“打造以泡菜、调味料产品为主的高品
质食品”使命，产品遍及全国各地，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川茂华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万胜镇商业街 8 号
联系人 Contact：廖文德
电话 Tel.：028-38567222
简介 Profile：四川茂华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地处
眉山市东坡区万胜镇，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公司前身为眉
山市东坡区茂华食品厂，始建于 1994 年，生产经营共有 24
历史），是一家以糖果、糕点、饼干等加工为核心，按照生态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产业链条上的糖果加工、养殖业、
种植业和农业观光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模式为“糖果加工—>
糖渣养猪—> 猪粪沼气发酵—> 种植农产品—> 提供糖果加
工原料”）的生态循环食品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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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都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Sichuan Mingdu Flower Planting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江渔村一组（邮编 620800）
Add：A Group of Fengming Zhenjiang Fishing Village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
联系人 Contact：FanShiming
电话 Tel.：028-37655633、15008452788
电子邮箱 E-mail：313696534@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明都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2 年，公
司旗下拥有凤鸣花谷景区，是一家集花卉生产、花卉品种研
发推广、花卉基地直销、花海种苗繁育、景观花海规划设计、
生态观光休闲为一体的高度专业化企业。公司与国内外多家
著名花卉公司合作，与国内外多家农资公司合作，拥有技术
过硬的专业团队、管理团队和高素质科研人员。公司以“创品牌、
兴产业、富百姓”为经营理念，以企业带动农户，规模化、产
业化、特色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带领花农增收致富的产业化
合作道路。

眉山市彭山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Pengshan District Cultural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Meishan City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街道中岷江路 97 号（邮编
620860）
Add：No. 97, Zhong Min Jiang Road, Fengming Street,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y (zip code 620860) 
联系人 Contact：wang dan
电话 Tel.：18080392131
传真 Fax.：028-37621598
电子邮箱 E-mail：313992962@qq.com
简介 Profile：彭山区是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彭祖长寿养生
文化、忠孝文化源远流长，境内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拥
有彭祖山、江口沉银地、江口古镇、中法农业科技园、寿星谷、
眉山农业嘉年华、观音葡萄基地、黄丰橘园等众多景区景点。
一个不老的地方——彭山欢迎您！      

简介 Profile：中国泡菜城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景区重
点打造“一中心六基地”，即泡菜加工中心、泡菜质量检测基
地、泡菜研发基地、泡菜教育培训基地、泡菜文化旅游博览
基地、泡菜交易展示基地、泡菜有机原料生产基地。现已实
现七个“全国唯一”：唯一的泡菜食品产业城、唯一的国家级
泡菜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唯一的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唯一
的泡菜专业博物馆、唯一经商务部审核颁布的中国泡菜行业
标准、唯一的泡菜行业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唯一的泡菜食品
国际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
板。2018 年 12 月 30 日，以综合考评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验收工作，成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
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眉山宾馆
MEI SHAN HOTEI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下西街迎宾巷 17 号
Add：No.17 Yingbin Lane, Xiaxi Street,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Sichuan,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熊娟
电话 Tel.：18990371577
电子邮箱 E-mail：ms_hotel@163.com
网址 Web：http//wwww.hysc8888.com
简介 Profile：眉山宾馆始建于 1959 年，隶属于眉山宏远商贸
集团。坐落于眉山市中心城区，毗邻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三
苏祠”。宾馆占地 10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
由主楼、望苏楼、东坡楼、静居楼、望屿阁 5 栋现代风格与
古建风格相结合的建筑构成。宾馆主楼、东坡楼、静居楼设
有不同类型的主题房间 200 间 / 套，可容纳 400 人左右同时
入住。望屿阁餐饮中心设有餐位 1600 个，可满足大中型宴会
需求。会议中心设有四个综合性会议室，能同时满足 500 人
的会议需求。主楼大堂吧、问月楼、望苏楼茶坊，皇庭浴足会
所，设有茶位 300 个，配套棋牌包间 30 个，可满足各种宴会、
会议客人的洽谈、品茗、休闲、健身需求。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Meishan  Sansu Shrine Museum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纱縠行南段 72 号三苏祠博物馆
Add：Sichuan province Meishan City Dongpo District No. 
72 south line yarn Hu Su
联系人 Contact：雷水莲
传真 Fax.：028-38669867
电子邮箱 E-mail：pindongpo@163.com
网址 Web：www.sscbwg.com
简介 Profile：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中心城区，是北宋大
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祠内保
存有 16 处古建筑及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等苏家遗迹，收
藏有数千件有关三苏的文物文献，陈列有三苏家训家风、生
平成就、东坡书法碑林，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
苏纪念祠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荣誉证书，
誉为“中国古典园林精粹，世界人文旅游经典”。

中国泡菜城景区
China Pickle City Scenic Area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东坡区顺将大道 1 号
Add：No.1 Shunjiang Avenue,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City
联系人 Contact：邓科
电话 Tel.：13990336674
传真 Fax.：02838601992
电子邮箱 E-mail：279405747
网址 Web：http://www.dp.gov.cn/dp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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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山发展推进中心
Pengzushan,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y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彭山区迎宾大道东段 803 号（邮编 620860）
Add：803 Yingbin Avenue East,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y ( Zip Code 620860 )
联系人 Contact：lijiyu
电话 Tel.：13990355620
传真 Fax.：028-38520118
电子邮箱 E-mail：448901107@qq.com
简介 Profile：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山发展推进中心位于眉山市
彭山区迎宾大道东段 803 号， 负责彭祖山相关工程规划建设
协调服务和彭祖山旅游开发推进服务工作管理工作。     

彭山区盘桓小筑民宿旅店
Panhuanxiaozhu Hotel, Pengshan District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双江村二组 16 号（邮编
620860）
Add：16 Shuangjiang Village, Jiangkou Town,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Zip Code 620860)
联系人 Contact：杨梦奕
电话 Tel.：18180083863
电子邮箱 E-mail：1014596444@qq.com
简介 Profile：盘桓小筑坐落于中国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历史
文化名镇江口镇，背靠东山将军嶺，脚抵武阳江、锦江汇合口
的岷江起点，可谓背靠大山、脚踏三江。院内的橘子林、枫叶林、
楠树林、香樟林分布于小筑各处，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小筑
田园风格的外饰与精心雅致的内修定使你神清气爽，卧室内
洁净而精致的卧具会使你顿生归家之感。小院内配置的娱乐
室、图书室、品茶室、书画室等可让你的闲暇时光更加多姿多彩，
置身小筑中仿佛处于世外桃源。

成都铁路局彭山铁路技术开发总公司兴铁宾馆
Xingtie Hotel, Pengshan Railwa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hengdu Railway Administratio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古城北路 232 号（邮编 620860）Add：
232 Gucheng North Road,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zip 
code 620860) 
联系人 Contact：cheng shu 
电话 Tel.：028-37612265
传真 Fax.：028-37623672
电子邮箱 E-mail：1162046269@qq.com
网址 Web：psxthotel.cn
简介 Profile：兴铁宾馆是彭山首家三星级旅游饭店，配有客
房110 间，1000 人餐位，大中小型会议室 5 个，具备各类政务、
商务、会务及旅游团队、散客接待的功能。宾馆全体员工秉
承“安全、优质、诚信、高效”的服务宗旨热忱欢迎海内外
宾客的光临！

四川厨丰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chef Feng Food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工业集中区
Add：longzheng Town, renshou county, meishan,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许光奎
电话 Tel.：13708161839
传真 Fax.：028-36551706
电子邮箱 E-mail：1310395858@qq.com 
网址 Web：http://www.cfsp168.com
简介 Profile：四川厨丰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仁寿县龙正镇，占
地 50 余亩。现有员工 260 人，2017 年产值达 8000 多万元。
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从事家庭、餐饮调味品开发，研制、
生产、销售综合型企业。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火锅底料系列，
覆盖其他调味品系列包括冒菜料、串串料、香锅料、龙虾料、
烤鱼料、米线料、火锅底料等。以打造绿色、健康、美味的调
味品为己任，引进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组建研发团队，
打造公司产品特色及不断的技术创新。
目前臻鲜火锅系列已入驻红旗连锁、伊藤洋华堂、家乐福、
沃尔玛、欧尚、大润发、永辉、华润万家等国内外知名连锁超
市 30000 多家。在各大超市销量处于同类产品的前三名。深
受大众喜爱。

四川福仁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Sichuan Furenyu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文林工业园区
Add：Wenlin Industrial Zone,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杨倩  yangqian
电话 Tel.：028-36241113
传真 Fax.：028-36240339
电子邮箱 E-mail：1939730183@qq.com
网址 Web：www.scfry.com
简介 Profile：四川福仁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是国内第一家从事枇杷深加工和唯一获得国家枇杷饮料项目
发明专利的企业，也是国内唯一拥有“枇杷浆制备与常温保
存方法”国家核心专利技术的企业。
Established in 2006, Sichuan Furenyu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was the first company in China to 
process the loquat and to secure the patents involving loquat 
processing. Furenyuan is also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to 
possess the core patented technology for “Processing and 
Room-temperature Storing of the Loquat Pulp.”  
公司现有产品为“福仁缘”枇杷原浆系列饮料及果酱，已通
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22000：2005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Furenyuan available products are loquat raw pulp drinks and 
jam, gained ISO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 and ISO22000:20015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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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Renshou Urban Wetland Park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城北新区
Add：New North District of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
联系人 Contact：黄科
电话 Tel.：18728353658
传真 Fax.：028-36751223
电子邮箱 E-mail：364841588@qq.com
网址 Web：http://www.cfsp168.com
简介 Profile：仁寿城市湿地公园是国家 AAAA 级景区，位于
仁寿县城城北新城中心区域，由湿地公园、中央水体公园、
仁寿大道商业街、文化产业区四部分组成。西起迎宾大道，
东至仁寿大道一号桥，占地面积约 2000 亩。是以“仁者乐山，
寿者乐水”为主题的公园，是仁寿人归真返璞、融情山水的城
市花园，更是仁寿喜迎八方宾朋的城市会客厅。水体面积约
390000m2、绿化面积约 750000m2、铺装面积约 44000m2、
道路面积约 89000m2，公园于 2015 年 8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4 月竣工。拥有“高滩花谷、在水一方、普宁湖、水舞倾城、
山林乐园”等 5 个景点，“羽毛球馆、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
四个健身场馆和一个科普馆。

仁寿县文林镇荣贵食品厂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仁寿县文林镇陵州路二段
联系人 Contact：温怀林
电话 Tel.：13568315584
电子邮箱 E-mail：2216990884@qq.com

嘉斯曼国际酒店
Jasmine International  Hotel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仁寿县城北新区龙滩大道 9 号 （邮编
620100）
Add：Longtan Ave, ChengbeiXinqu, Renshou, Sichuan
（620100）
联系人 Contact：宋刚
电话 Tel.：028-36618888
传真 Fax.：028-36630333
电子邮箱 E-mail：info@jasminehotel.cn
网址 Web：http://www.jasminehotel.cn
简介 Profile：嘉斯曼国际酒店为仁寿地标性建筑，拥有千人
宴会大厅，可同时为 1500 人提供宴席会议服务、多功能厅、
西餐厅、以及配备31个豪华包房的皇庭盛宴中餐厅，特邀川菜、
粤菜及西餐名厨主理，万千滋味，近在咫尺。拥有总统套房、
行政房、豪华套房以及标准单标间在内的各式雅致舒适的客
房 253 间（套），各类典雅别致的茶艺包房 32 间，室内可接
收国内外卫星频道，备有高速宽带接口、智能化客控系统和
全方位安保系统，是仁寿县大型宴席、高端商务会议、美食
娱乐享受的理想场所。

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Heilongtan Town,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ce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镇（邮编 620500）
Add：Heilongtan Beauty Spot managerial Committe of 
Meishan, Sichuan（620500）
联系人 Contact：陈志君
电话 Tel.：028-36301126
传真 Fax.：028-36301129
电子邮箱 E-mail：183395912@qq.com
简介 Profile：黑龙滩风景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幅员面积
180.6 平方公里，辖 20 个行政村、2 个居委会、166 个经济
社，总人口 52146 人。景区有大坝雄姿、龙岩古迹、蟠龙绿
岛、双燕湖光等 40 余处景点；水域面积 23.6 平方公里，水
库蓄水量 3.6 亿立方米，岛屿 85 座；珍稀花树 300 余种，鸟
类 60 余种，林木 5062 公顷。1986 年被命名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素有“西蜀第一海”、“成都后花园”美誉。2014 年被评
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四川仁寿华生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Wahson Hote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仁寿县文林镇群英街 20 号（邮编 620100）
Add：No.20, Qunying Street, Wenlin Town, Renshou Country
（620100）
联系人 Contact：向泽彬
电话 Tel.：028-36792320
传真 Fax.：028-36218163
电子邮箱 E-mail：2674635780@qq.com
简介 Profile：华生宾馆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正式营业， 2004
年 1 月 8 日荣升为三星级旅游饭店。2014 年被四川省旅游局
评为四川省旅游标准化示范企业。宾馆共有客房 196 间（含
豪华套房、豪华婚房、家庭套房、行政套房、商务套房、豪华
标间、单间），大中小型 7 个不同规模的会议室，分别可容纳
20—360 人的商务洽谈和会务活动；有宽敞明亮的宴会大厅、
中厅，有 24 个豪华雅间，能同时接纳 1300 余人用餐，有中餐、
火锅；拥有配套齐全的高档茶楼、洗浴中心、KTV 等服务设
施项目。

2016 年 2 月，公司投资 10 亿元开工建设“眉山市枇杷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已被四川发改委确定为省十三五规划农业
重点发展项目，将融合一、二、三产业形成独具特色的枇杷
循环种养殖、深加工、旅游产业链。
In Feb., 2016, Furenyuan invested 1 billion Chinese Yuan to 
start the “Project of Loquat Development in Meishan City.” 
The Projec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Cent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Sichuan 
Province” by Sichua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Project will integrate all First (Agriculture), Second 
(Processing), and Third (Service) industries to form a special 
industry chain of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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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盛景丽园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Renshou Grand Upper Residence Food Cultura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仁寿县文林镇卫星村 11 组（邮编 620100）
Add：11 Group, Satellite Village, Wenlin Town, Renshou 
Country（620100）
联系人 Contact：李健
电话 Tel：028-36238067
传真 Fax：028-36238067
简介 Profile：盛景丽园酒店座落于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
县城区，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距离县城车站 200 米，黑龙
滩 10 公里。酒店占地 2.4 万平方米。拥有生态停车位 200 余
个，有高档豪华餐饮包间 14 间，餐饮大厅 1 个，能同时容纳
1000 人就餐；有各类豪华标准间、豪华套房 60 间，别墅 3 栋，
可同时容纳 120 人住宿；有大、小会议室、多功能厅可同时
满足 400 人的会议。是集餐饮、住宿、商务、会议、娱乐、度
假为一体的四星级乡村旅游度假酒店。

仁寿县张三芝麻糕食品有限公司
Renshou Sesame Cakes Zhangsan Food Company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仁寿县大化镇华兴村三社（邮编 620100）
Add：Dahua town Renshou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620100）
联系人 Contact：李小华
电话 Tel：13548237969
电子邮箱 E-mail：813464409@qq.com
网址 Web：www.renshouzszmg.com
简介 Profile：仁寿县张三芝麻糕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眉
山市仁寿县，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6000 万元，
员工 300 人，企业年产芝麻糕等系列产品能力 5 个亿，销售
点 2000 多个，形象店100 多个。“张氏芝麻糕”先后被评为“眉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
理商标证明产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氏”芝麻糕在第四代
传承人张金辉的带领下迈开了新的步伐，产品种类不断推出
陈新，不断推出低糖、低脂的健康食品，成为当地知名企业。“张
三芝麻糕”选料精良，配方严谨，做工仔细。主要产品有黑芝
麻糕、黑米芝麻糕、花生芝麻糕、玉米芝麻糕、椒盐芝麻糕、
桃仁芝麻糕、绿豆芝麻糕、水果芝麻糕、无花果芝麻糕等近
80个品种。产品遍及全国多个省市，部分产品（转）出口到香港、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

简介 Profile：仁寿县文林镇荣贵食品厂建于 1996 年，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现已初具规模，企业严格要求以“严谨诚信，
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和健康的生产理念，促使企业稳步健
康的发展。本厂生产的温师傅花生酥采用传统手工艺和祖传
秘方制成，堪称一绝。在生产过程中，所用花生，小麦，玉米
都经过严格筛选，不添加任何防腐剂。2013 年被评为“仁寿
优秀旅游特色商品”，2018 年仁寿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师
傅花生酥其特点：色泽自然，酥脆爽口，含糖量低，营养美味，
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四川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Sichuan Heilongtan Long Isl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中国四川成都市世纪城路 198 号世纪城国   
际会议中心 7 楼（邮编 610041）
Add：7th Floor, 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NO.198 , Century City Road,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41）
联系人 Contact：李昂
电话 Tel：13608197655
传真 Fax：028-85382077
电子邮箱 E-mail：410882250@qq.com
网址 Web：http://www.jasminehotel.cn
简介 Profile：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坐落于被誉为“川
西第一海”的黑龙滩风景区以北，是集商务会议、旅游度假、
休闲娱乐、民俗文化、健康养生、水上运动、户外运动、生态
居住为一体，是成都周边拥有稀缺湖滨资源的新型、复合型
度假圣地。

四川学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Sichuan Xuehe Cultural Tourism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裴城路财富中心 A 座 701（邮编
620010）
Add：701, building A , Fortune Center, Peicheng road,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Meishan 620010）
联系人 Contact：徐进军
电话 Tel.：13909037007
电子邮箱 E-mail：1016249307@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学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正式
成立。前期主要从事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和旅行社旅
游等业务。中长期规划做景区、景点和文旅小镇的开发建设
与运营管理。 
在现阶段重点业务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的规划、组织开展
上，学合文旅秉承研学“五心”（爱心、责任心、细心、耐心、
恒心），根据研学实践“四原则”，结合校本教材开发有针对
性、教育性、实践性的研学课程，提供让学校放心、家长安心、
学生乐心的研学服务。 
学合文旅，致力于做眉山一流、川内知名、全国有影响力的文
旅公司和研学引领者。

眉山市信天游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Meishan Xintianyou Travel Agency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大道南三段 275 号（邮编：
620000）
Add：No. 275, South Section 3 of Dongpo Avenue,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Cit（620010）
联系人 Contact：李强  Li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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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洪雅县幺麻子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Hongya County Yaomazi Food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止戈镇五龙村生态食品工业园区
Add：Hongya county Zhige town food industrial park, 
Sichuan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万波
电话 Tel.：028-37494888  15282360018
传真 Fax.：028-37494888
电子邮箱 E-mail：2943933073@qq.com
网址 Web： www.yaomazi.com
简介 Profile：洪雅县幺麻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农业科技、
藤椒农产品加工销售、地方特色餐饮、民俗文化博览、藤椒
旅游文化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民营企业。公司成立 2002 年 5 月，
注册资金一个亿，位于“中国藤椒之乡”——洪雅县止戈镇
食品工业园区。公司拥有藤椒种植基地 3 万亩、高山箭竹笋
有机食品基地 573.33 公顷。年销售过亿、资产规模上亿并拥
有外贸进出口经营自主权 . 公司产品有以藤椒为主的调味油、
复合调味料、休闲钵钵鸡、烟熏雅笋等产品，销售已经辐射全国、
出口到欧美、东南亚、台湾、香港等地。打造了中国藤椒油调
味行业第一品牌，缔造和开拓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藤椒产业。

丹棱县大雅堂博物馆
Danling County Dayatang Museum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丹棱县丹棱镇素翁路一号
Add：No. 1 Suweng Road, Danling Town, Danling County
联系人 Contact：程娇莉
电话 Tel.：028—37228818
电子邮箱 E-mail：443844083@qq.com
简介 Profile：大雅堂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县城，始建于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系北宋丹棱名士杨素为实现
黄庭坚弘扬诗圣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而建。黄庭坚欣然提名

“大雅堂”，并作《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和《大雅堂记》叙其事。
为此，大雅堂被后人称为“诗书合璧”的人文遗韵名噪华夏，
成语“不登大雅之堂”典出于此。

东坡区国瑞皓峰休闲山庄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东坡区崇仁镇张场村 1 组 （邮编 620032）
Add：Group 1, Zhangchangcun, Chongren Town,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City
联系人 Contact：王星远
电话 Tel.：0086-28-38418666
电子邮箱 E-mail：723851350@qq.com
网址 Web：http://www.grhfsz.com
简介 Profile：国瑞皓峰休闲山庄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崇仁镇，
是眉山市新开发的一座 3A 级景区。景区总占地面积 1200 亩，
水域面积 200 亩，离眉山市主城区 20 公里，这里群山环抱、
起伏叠嶂、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植被率达 95% 以上，是一
处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景区内可观赏各种花卉苗木上百种，
观赏多种珍惜鸟类，此外还有拓展运动、游泳健身、垂钓、餐饮、
住宿、会务等项目。景区打造生态旅游为首位，将生态与住宿、
会务、拓展等商务活动融入其中，凸显商务旅游特色。

四川雅睿研学旅行有限公司
Sichuan Yarui Yanxue Travel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翡翠路 69 号财富中心 B 座 803
Add：Room803, Building B, Caifu Zhongxin, 69 Feicui 
Road, Meishan, Sichuan,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张兴建
电话 Tel.：18980370410
传真 Fax.：028-38119180
电子邮箱 E-mail：1173653947@qq.com
网址 Web：www.scyrzc.com
简介 Profile：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
营研学教育、红色文旅、康养旅居。是目前四川省规模最大、
全国知名的品牌研学教育机构。与四川全省 200 所学校、30
个景区建立合作关系，年接待人数 10 万人次，年产值 3000
万元。拥有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完备的安全管理体系。是四川
省文旅系统的优秀单位、先进集体，多次获得国家、省、市主
管部门表彰。

眉山市桂花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眉山市东坡区复盛乡中桂村 3 组
联系人 Contact：徐敏
电话 Tel.：028-38601777
电子邮箱 E-mail：2254717964@qq.com
简介 Profile：桂花湖是一家以亲子互动、儿童娱乐、花卉观
赏和餐饮为一体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景区处于川西旅游
热线中部较佳位置，北距成都 80 公里，南距列入世界自然文
化遗产名录的乐山大佛 - 峨眉山 70 公里，西距三苏故里 10
公里。景区始建于 2015 年，占地面积约 600 亩。景区主要以
绿色生态、亲近自然为核心理念，集亲子旅游、滨水休闲、拓
展训练、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自然风景休闲旅游度假区。

电话 Tel.：1028-38111581  15802823688
传真 Fax：028-38119169
邮箱 E-Mail：348065549@qq.com
网址 Web：http://www.likuso.com/city393/367868.html
简介 Profile：眉山市信天游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旅游企业（经营许可证 L-SC-Z00008），公
司坚持“诚信为本、畅游天下”的经营理念，以“旅以文兴 ,
文以旅传”为发展目标，做有文化的品质旅游 , 经过不懈努力 ,
已经成为一家在行业内具有相当规模、较大影响力、发展迅
速的企业之一。希望广大企业、消费者与我公司联系、洽谈，
我们会用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让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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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古村
Ancicent Village with happiness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丹棱县顺龙乡幸福村 6 组
Add：Danling County Shunlong Township Happy Village 
Group 6
联系人 Contact：符军
电话 Tel.：13778843733
电子邮箱 E-mail：460886641@qq.com
简介 Profile：幸福古村位于眉山市丹棱县顺龙乡幸福村 4组，
成都、眉山、雅安三市交界处，距成都 1.5 小时车程，海拔
600—900米，森林覆盖率80%，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电影《被
爱情遗忘的角落》外景拍摄地。近年来，通过将农业产业与
农耕文化相结合，把乡土山货同乡村旅游相统一，打造了“记
得住乡愁”的幸福古村，形成了“望得见山水”的旅游体验。

青神国际竹艺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Q i n g s h e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a m b o o  A r t s  C i t y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青神县南城镇兰沟村
Add：Langou Village, Nancheng Town, Qingshen,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王施施
电话 Tel.：13550548336
电子邮箱 E-mail：277505884@qq.com
简介 Profile：国际竹艺城位于四川省青神县南城镇，规划面
积 8.6 平方公里，由青神国际竹艺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营
运主体。青神竹编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际竹藤组
织评为“国际竹编之都”、“ 竹编艺术传承国际范例奖”。国
际竹艺城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青神县标志性景区，为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有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国际竹产业
展览中心、国际竹艺中心、熊猫馆、中国竹艺城、中国首家竹

老峨山景区
Laoeshan Scenic Area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峨山村
联系人 Contact：张大富
电话 Tel.：13908167158
传真 Fax.：028-37287098
电子邮箱 E-mail：2624553047@qq.com
网址 Web：http:www.laoeshan.com.cn
简介 Profile：老峨山原名“老峨眉山”，是峨眉山的姊妹山，
民间传说先有此山后有峨眉山，故称—老峨山。景区位于四
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境内，海拔 1200 米。山中名胜古迹如金
顶、舍身崖、万年寺、九老洞等皆与峨眉山“同名同姓”，其
间八十一洞天，登峰造极 , 享有“水雅山灵，老峨天成”之盛
誉；景区据成都 116 公里、眉山 55 公里，丹棱到景区已建成
快速通道。景区内山水交融，气候四季宜人，现正在创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汉阳湖风景区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向阳村 12-888 号
联系人 Contact：曾玉林
电话 Tel.：13056415999
传真 Fax.：028-37118823
电子邮箱 E-mail：297787127@qq.com
网址 Web：www.hyhyc.com
简介 Profile：汉阳湖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位于四川
省眉山市青神县，以岷江为主脉，以古镇为风情，以田园为
本色，以水上游玩为特色。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发现、再现岷
江原岸风貌， 保留、传承中国小镇田园生活方式 ，将高端住
宅、商业农业观光等主要规划项目融入自然，并赋予原生景
区更鲜活的生命力，呈现一个青神文化全景体验式旅游度假
胜地。汉阳湖•忆村帐篷酒店、特色民居民宿、禅意酒店独居
特色。

四川省江湾神木园投资有限公司
Sichuan Jiangwan Shenmuyuan Investmen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外南街 73 号
Add：73 Wai Nan Street, Qingshen County,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马晓燕
电话 Tel.：18180066558
传真 Fax.：028-38831008
邮箱 E-Mail：964012841@qq.com
网址 Web：www.jwsmy.com.cn
简介 Profile：江湾神木园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四川
省眉山市青神县岷江河畔，景区以岷江文化为灵魂，以生态
休闲为主调，以水上旅游为延伸，是集旅游度假休闲、乌木
艺术品展览展销、生态园林观光、水上旅游活动、商务餐饮
接待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园内古木参天，神木林
立，奇石点缀，飞檐翘角，雕栋画梁，曲径通幽，明清风格仿
古建筑群错落有致，文化底蕴十分厚重。有神木馆、水上游
乐、玻璃江、龙泉山等特色景点，其中神木馆内珍藏有被欧
洲人尊称为“东方神木”的乌木，以及热带雨林出产的珍贵、
奇异、高大树木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可谓川南一颗璀璨的明
珠。

林湿地、竹林院子、中国竹编第一村等景点，是集竹产业会展、
竹编艺术培训、餐饮、住宿、娱乐、度假、观光、竹产业科研、
竹产业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景区以“半
城山水、半城竹，建设岷江流域的璀璨明珠”为目标，以“打
造竹海、建设竹城、弘扬竹艺”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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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神大酒店
Qingshen Hotel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四川省青神县青衣大道（邮编：620460）
联系人 Contact：龚建军
电话 Tel.：028-38855555 转 2562
邮箱 E-Mail：m19960705539@163.com
简介 Profile：靑神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位于北宋大文
豪、中华千古文人苏东坡少年青春之初、文之初、情之花之
地的第二故乡——四川省眉山市靑神县。酒店占地面积12
亩，建筑面积17770平方米，位于新城区中岩广场，距长途汽
车站1.5公里，酒店按国家进行修建，是青神县首家争创四星
级酒店的精品商务型酒店。 

中岩风景区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四川眉山青神县瑞峰镇中岩村
联系人 Contact：徐燕平
电话 Tel.：38853058
邮箱 E-Mail：656897350@qq.com
简介 Profile：中岩风景区位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早期为
佛教胜地，相传为十六罗汉之第五罗汉诺讵罗尊者的道场，
岩壑胜景，不减峨山，有“川南第一山”“西山林泉最佳处”
之美誉。古代盛行水路时，有“先游中岩，后游峨山”之说。
中岩景区现存佛像二千多尊，名人题刻一百多则，被列入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青少年时期曾负
笈求学于中岩书院，并与恩师王方之女王弗“唤鱼联姻”结
为伉俪，留下千古佳话。

四川省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四川省青神县南城镇竹艺街 3 号
联系人 Contact：邵晓玲
电话 Tel.：028-38850168
传真 Fax.：028-38850115
电子邮箱 E-mail：cyh@zgzyc.cn
网址 Web：www.zgzyc.cn
简介 Profile：四川省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
年，是文化部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际竹藤组织和国
际竹藤中心指定的竹手工艺培训基地。公司拥有平面竹编、
立体竹编、竹家具、瓷胎竹编四大类，共计3000余个竹编品
种，产品申请专利58件，其中发明专利30余件（授权发明专
利6件）， 公司“云华”牌竹编连续三届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认
定为四川省名牌产品。先后荣获国内外金、银奖100多个。 

眉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Meishan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眉州大道西一段 2 号（邮编 620020）
Add：No.2, 1st West Section of Meizhou Avenue, Meishan 
City, Sichuan
联系人 Contact：伍小花  Wu Xiaohua
电话Tel.：86-28-38168600
传真Fax.：86-28-38168600
电子邮箱E-mail：664570733@qq.com
简介 Profile：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是四川省内离成
都最近的地级市。幅员面积7186平方公里、人口350万，辖
东坡、彭山两区和仁寿、洪雅、丹棱、青神四县。是国家级
天府新区、大峨眉国际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亚太地区
（二三线城市）首选旅游目的地。境内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东坡文化、彭祖文化、竹编文化源远流长。有三苏
祠、瓦屋山、黑龙滩、柳江古镇、国际竹艺城、中国泡菜城、
江湾神木园、七里坪、彭祖山、老峨山、丹棱幸福古村等著名
景区景点120余处。正奋力打造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新兴增长
极、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安逸走四川，好耍在眉山！

眉山市彭山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Pengshan District Cultural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Meishan City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街道中岷江路 97 号（邮编
620860）
Add：No. 97, Zhong Min Jiang Road, Fengming Street, 
Pengshan District, Meishan City (zip code 620860) 
联系人 Contact：wang dan

眉山市东坡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眉山市东坡区杭州中路 59 号（邮编）：620000
Add：Hangzhou Middle Road, NO.59, Dongpo District, 
Meishan City, Sichuan
联系人Contact： 马丹梅
电话Tel.：0086-28- 38221378
传真Fax.：0086-28- 38239211
电子邮箱E-mail：2512092693@qq.com
简介 Profile：眉山市东坡区是千年英雄苏东坡的故乡，孕育
了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境内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国
家AAAA级景区“三苏故居”三苏祠、全国唯一的泡菜工业旅
游景区——中国泡菜城，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眉山樱花博览
园、蒙牛乳业、桂花湖、国瑞皓峰等景区，有国家级和省级文
保单位14个，广济桃花沟、白马龚村等众多乡村旅游点独具
特色，是首批“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区”，进入了首批天府旅
游名县候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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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仁寿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of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仁寿大道二段 52 号（邮编
620100）
Add：No. 52, Section 2, Renshou Avenue,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620100）
联系人 Contact：陈智英
电话 Tel.：028-36201214
传真 Fax.：028-36201214
电子邮箱 E-mail：505557738
简介 Profile：仁寿，仁里寿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从北宋
词人孙光宪到抗金名将虞允文，从名家石鲁到冯建吴，都诞
生在这座魅力之城。仁寿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人间水天堂”黑龙滩，有仁寿城市绿肺之
称的仁寿城市湿地公园，有与“乐山大佛之父”之称的仁寿
大佛，有风景秀丽的三岔湖仁寿景区，有享誉全省的文宫枇
杷、曹家梨、方家花椒等的特色产业基础，以及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双堡牌坊以及能仁寺摩崖造像、甘泉寺、虞允文
墓等等的众多景点。“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全球华
商投资首选地10强县”、“西部竞争力10强县”——仁寿欢
迎您！

电话 Tel.：18080392131
传真 Fax.：028-37621598
电子邮箱 E-mail：313992962@qq.com
简介 Profile：彭山,古称武阳,素以 “长寿之乡”、“忠孝之
邦”著称。境内历史文化名镇江口古镇、有中华长寿始祖故
里彭祖山、唐代摩崖造像齐山双佛、千年古刹象耳寺壁山
寺、孝文化殿堂李密故里、亚洲第一牌坊中国长寿城牌坊；
有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的乡村旅游区中法农业科技园、眉山
农业嘉年华、观音葡萄园、岷江现代农业公园。彭山文物古
迹众多,有5000余座汉代崖墓 ;张献忠沉银遗址蜚声海内外。
东汉摇钱树、画像砖震惊世界;东汉广陵太守张纲故里、唐李
白读书台、宋代石龙、龙门寺摩崖造像等众多历史遗迹。还
拥有恒大世纪旅游城、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寿星谷等休闲度
假旅游景区。

洪雅县文广旅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 Add：洪雅县人民路 121 号
联系人 Contact：敖蕾
电话 Tel.：028-37411082
电子邮箱 E-mail：153522628@qq.com
简介 Profile：洪雅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幅员面积1896平
方公里，位于成都、乐山、雅安三角地带。辖13镇3乡，总人
口35万。全县森林面积210万亩，森林覆盖率71.04%，年均
气温16.9℃，被誉为“绿海明珠”、“天府花园”。 全县负氧
离子平均浓度达国家6级标准，生态环境质量居四川183个县

丹棱县旅游发展中心
Danling County Tourism Development Center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丹棱县素翁路 1 号
Add：No. 1 Suweng Road, Danling County
联系人 Contact：李光兰
电话 Tel.：028-37209877
电子邮箱 E-mail：873265924@qq.com
简介 Profile：丹棱建县1400多年，面积449平方公里，是中国
民间唢呐艺术之乡，中国桔橙之乡，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县。
距双流机场90公里，成雅、成乐、遂资眉高速均可到达。有
国家AAA级景区老峨山、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丹棱幸福古
村”、梅湾湖等景区雄秀奇险，“诗书合壁的文化圣地”大雅
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丹棱白塔、郑山摩崖石刻等文化古迹
渊远厚重。天府橙都，雅致丹棱，欢迎您！

（市、区）第3，是距离成都最近、环境最好的县，是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中国生态文
明奖”、“四川省旅游强县”、“2017年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县”、“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获
得县。

青神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Qingshen County Cultural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A2-006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街 50 号
Add：50 Nan Street, Qingshen County,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毛星燕
电话 Tel.：028-38811750
电子邮箱 E-mail：11088261@qq.com
网址 Web：http://www.scqs.gov.cn/bm/wgxj.htm
简介 Profile：青神，古蜀国“后户”，因第一代蜀王蚕丛氏
“着青衣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建制至今已有1400 多
年。位于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北以天府新区现代农业科技功
能区为邻，南与乐山大佛、峨眉山两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
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相毗邻。山水秀美，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有苏东坡求学、初恋之地“中岩寺”，中国竹编艺术之
乡标志性景点“国际竹艺城”，神奇的“江湾神木园”，美丽
的汉阳湖景区。全县幅员面积386平方公里，境内有“一江五
河三十二溪流”，全县森林覆盖率44.05%，是生态旅游发展
县，为著名的中国竹编艺术之乡、中国椪柑之乡。

四川老坛子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aotanzi Food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D1-F01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东区泡菜城大道 1 号
Add：No. 1, Paocaicheng Avenue, the East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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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03
联系人 Contact：曾 李
电话Tel.：0830-3104698 18384006773
电子邮箱E-mail：1056325672@qq.Com

雅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Ya'an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展位号 Booth NO.：A2-019
地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绿洲路 130 号
Add：130 oasis road, Yu Cheng District, Ya 'an, Si Chuan
联系人 Contact：解寒媚
电话 Tel.：0835-2242910
传真 Fax.：0835-8502973
电子邮箱 E-mail：869679199@qq.com
网址 Web：http://wtl.yaan.gov.cn
简介 Profile：雅安位于北纬30°上，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
157万，常年空气质量国家Ⅰ级，水质Ⅱ类以上，森林覆盖率
全省第一，是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
本产地，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
因库”，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
国生态气候城市”等美誉。雅雨、雅女、雅鱼三雅文化浪漫
多彩，红色文化、汉文化熠熠生辉。目前拥有馆藏文物19669
件（套）、国家A级景区29家、住宿设施2100余家。

南充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07
地址 Add：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 83 号（邮编 637000）
联系人 Contact：办公室
电话 Tel.：0086—0817—2226270
传真 Fax.：0817—2226270
电子邮箱 E-mail：3197419629@qq.com
网址 Web：http://lyj.nanchong.gov.cn/
简介 Profile：南充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嘉陵江中游，面
积1.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60余万，辖3区5县1市，主城区

Development Zone, Meis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方和建
电话 Tel.：18080365486
传真 Fax.：028-38600668
网址 Web：www.laotanzi.com.cn
简介 Profile：四川老坛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的传承企业，位于中国泡菜城。成立于2010年，
占地面积80亩，公司一直依托老坛子泡菜非遗制作技艺，结
合科技创新，对泡菜母水培养和精准发酵控制技术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究。主要生产不添加防腐剂的活性乳酸菌泡菜、老
母水泡菜系列原料，以及为餐饮企业研发、定制、生产标准
化川味调料。

建成面积1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7万，是四川第二人口大
市。先后荣获中国绸都、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清洁能源示范城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等称
号。
南充拥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300公里嘉陵江穿境而过，
成功创建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座(南充和阆中)，现有国家A
级旅游景区34家，其中，5A级2家(阆中古城、朱德故里)，4A
级6家。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皮影
戏”中，南充阆中王皮影和南部马王皮影成功入选。另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33项，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有量居全省第三位。
    南充有2200多年建城史，是朱德元帅、罗瑞卿大将及民
主革命家张澜先生的故乡，建国初期是川北行署驻地，胡
耀邦同志是第一任行署主任。南充拥有 “将帅故里•红色文
化”“历史名城•三国文化”“中国绸都•丝绸文化”“印象嘉
陵•生态文化”“世界古城•春节文化”五张名片，正着力打造
全省文化旅游副中心。

宜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Yibin City Culture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A2-020
地址 Add：宜宾市长江大道中段 9 号
联系人 Contact：蓝先生
电话 Tel.：0831-8235301
传真 Fax.：0831-8212153
电子邮箱 E-mail：ybslywqj@sina.com
网址 Web：http://wglyj.yibin.gov.cn
简介 Profile：宜宾，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
光秀丽，有2000多年建城史、3000多年种茶史、4000多年酿

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Neijia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Radio, TV and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A2-015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汉安大道 498 号
Add：No.498 Haian Avenue,Neijiang,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陈浩 （Chen Hao）
电话 Tel.：86-0832-2274787
传真 Fax.：86-0832-2263061
电子邮箱 E-mail：njly832@163.com
网址 Web：http://whj.neijiang.gov.cn/
简介 Profile：内江位于四川省东南部，又称“甜城”，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全市现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9 处，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镇 2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 资中县 )、名镇 ( 资中县铁佛
镇 ) 各 1 处，馆藏文物 3800 余件 / 套，旅游景区 30 余处，景
点180 多个。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是主管文化、文物、
广播电视、旅游工作的政府部门，下设办公室、政策法规科、
产业发展科、艺术科、文物科、广播电视科等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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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斯年，地壳的分娩，撕开了生命的豁口，长江
与沱江便在泸州相聚。

这里，是中国长江上游一片充满诗意的大地。醉美
的城市，厚重的底蕴，纯净的山水，灵秀的文明。

江水滔滔，惊涛泊岸，将醉美泸州的梦诠释。来酒
城，绝对是一次乘兴畅快的壮游。

漫步树荫轻拂的江岸，每一处都展示出“酒楼红处
一江明”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柔美，每一步都溅响了“浪
花淘尽英雄” 的湮远浩瀚。

杨升痷端着美酒，在馆驿嘴吟出了《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谈中。”豪迈豁达中分明透出了几分醉意。 

穿梭在原始丛林，徜徉在“露水挂树梢，浮云满山
飘”的天地间， 找寻到“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
重衣”的感觉。 

泸州处于川黔渝生态旅游区的核心腹地，境内分布
众多景区景点。有张坝桂圆林、黄荆，佛宝，画稿溪、
凤凰湖、大黑洞、古郎洞等生态景区。是夏日避暑、冬
季赏雪以及户外运动的度假胜地。

英雄的泸州光芒四射。红色历史在此留下了永恒的
缅怀和记忆。被誉为“毛泽东一生得意之笔”的红军长
征四渡赤水有三渡发生在泸州境内。这里是朱德“护国
讨袁”的辗转地，是刘伯承领导泸州起义的主战场，是
川南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是恽代英等培养革命人才的
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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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山水间，好韵传千年，好酒留客住，好
忆红军路。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地理条
件，孕育了泸州厚重的文化底蕴。白酒文化、生态
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
相辉映、浑然一体。酒的芬芳、绿的弥漫、水的清
灵、韵的悠长，文化的多元交织，催生出人们了解

泸州、畅游泸州的内在动力。
来到泸州，您可品尝醇厚绵长的稀世美酒；来

到泸州，您可以邂逅如诗如画的醉美山水；来到泸
州，您可重走惊心动魄的红色征程；来到泸州，您
可畅享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醉美旅途在泸州！



86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Chengdu Culture, Radio and TV,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A2-018
地址：成都市锦城大道 366 号市政府第三办公区
Add：The third office area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t 
366 Jincheng Avenue, Chengdu
联系人 Contact：宋燕
电话 Tel.：0086-10-86924825
传真 Fax.：028-86924825
网址 Web：http://cdwglj.chengdu.gov.cn/cdwgxj/index.shtml

酒史，积聚了多姿多彩的长江文化、酒文化、僰苗文化、哪吒
文化、民俗风情文化, 现有国家级文保单位15处、非遗项目4
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人。宜宾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
最佳文化生态旅游城市，拥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风景名
胜54处，4A级景区1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1家、省级生态旅游
示范区9家。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28
地址 Add：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炉城镇向阳街 113 号
联系人 Contact：张文飘
电话 Tel.：0836-2835115
传真 Fax.：028-38600668
电子邮箱 E-mail：2741836215@qq.com
网址 Web：http://www.gzzta.com.cn
简介 Profile：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位于四
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面积15.3万平方千米，辖18个县
（市）325个乡镇，人口118万人，有藏、汉、彝、回、羌、纳
西等25个民族，其中藏族占81.5%。州政府所在地康定是全州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康定情歌的故乡、康巴文化的
发祥地、格萨尔的故里、“最后的香格里拉”。甘孜州有着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自古以
来就是连接西北、西南，促进民族大团结的“民族走廊”，藏
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茶马互市”中心。

广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Guang‘an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and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A2-031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青莲东街 1 号
Add：No 1, qinglian East Street, guang 'an District, guang '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杨艳玲
电话 Tel.：0826-2351817
传真 Fax.：0826-2332601
电子邮箱 E-mail：6325366@qq.com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Panzhihua Municipal Culture Radiom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展位号 Booth NO.：A2-029
地址：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 76 号
Add：76 of Renmin Street, East District, Panzhihua
联系人 Contact：褚岩
电话 Tel.：0812-3355632 13678202587

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Guangyuan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
展位号 Booth NO.：A2-030
地址 Add：广元市利州区万源新区广元传媒中心
联系人 Contact：刘俐梅
电话 Tel.：0839-3317114
传真 Fax.：0839-3305217
电子邮箱 E-mail：498713531@qq.com
简介 Profile：广元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蜀道文
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名人文化、红色文化交相辉映，灿若
星汉。全市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6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4处。拥有剑门蜀道和唐家河2处世界级旅游资源，有国家
级旅游资源和品牌135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4A级旅游
景区19个，全市A级旅游景区数量46个。京昆、兰海、广巴达
3条高速公路和宝成、兰渝、西成、广巴达4条铁路在境内交
汇，广元机场已开通“北上广深”等11条航线，广元港已建成
开港。森林覆盖率达56.8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在
96%以上，年均气温16.1摄氏度，年均降水量941.8毫米、年
均湿度65%-75%，水质优良，嘉陵江、白龙江等大江大河出
境断面水质均达到国家Ⅱ类标准。目前正在加快建设川陕甘
结合部区域文化强市和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

网址 Web：http://wglj.guang-an.gov.cn
简介 Profile：广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
设计师、中国旅游业倡导者和奠基者—邓小平同志的故乡，
拥有伟人故里、滨江之城、川东门户、红色旅游胜地“四张名
片”。人居环境一流，城市典雅精致，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等近二十项桂冠。山清水秀，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大熊
猫野化放归培训基地。是四川红色旅游的龙头和全国红色旅
游重要目的地，也是全国首批“重点红色旅游区”和“30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拥有以5A级旅游景区—邓小平故
里旅游区为代表的A级景区25家，其中，邓小平故里旅游区、
华蓥山旅游区是全国第一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三千多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人文景观引人入胜，喀斯特地貌造
就的奇山异水神奇迷人，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川、独特的
民俗、宜人的气候，使得“小平故里行•华蓥山上游”成为全
国知名旅游品牌，推动广安成为“闻者向往、来者依恋、居者
自豪”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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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16
地址 Add：四川省资阳市市政府大楼 2 号楼
联系人 Contact：张泽淼
电话 Tel.：028-26080073
传真 Fax.：028-26110053
网址 Web：swgxj.ziyang.gov.cn
简介 Profile：资阳是陈毅元帅的故乡，是同时连接成都、重
庆“双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成渝经济区、成都经济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设立
资阳地区，2000年撤地建市，辖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幅
员面积5747平方公里，总人口348.9万人。35000年前，古老
的“资阳人”开启了四川人类文明史，哺育了东周著名政治
家苌弘、西汉辞赋家王褒、东汉经学家董钧等历史名人，以
及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革命家曹荻
秋，著名作家邵子南、刘心武等现代英杰。资阳旅游资源富
集，全市有旅游景区（点）60余个，其中国家A级旅游景区10
个（4A级旅游景区有陈毅故里和安岳石刻-圆觉洞）；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个，省级旅游强县1个，省级生态
旅游示范区1个。全市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6项，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13点。森林覆盖率达39%，柠
檬、蜜柑等特色水果达100万余亩，其中安岳柠檬种植规模、
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占全国80%以上。

传真 Fax.：0812-3355635
电子邮箱 E-mail：pzhlyxc@126.com
网址 Web：http://wgxj.panzhihua.gov.cn/
简介 Profile：“英雄攀枝花 阳光康养地”——攀枝花市位于
四川省南部，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先后获评中国钒
钛之都、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自驾游目
的地试点城市、中国第二批健康试点城市、中国十大避寒名
城、四川省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大香格里拉和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节点城市。目前正全力建设成为国际阳光康养旅游
目的地。

自贡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展位号 Booth NO.：A2-015
地址 Add：自贡市丹桂大街 148 号（广电大厦）
联系人 Contact：邱园
电话 Tel.：18708332970
简介 Profile：自贡因盐而生、因灯成景、因龙而名，两千年的
盐业开采史营造了有滋有味的盐业文化，亿万年的恐龙奇观
造就了神秘奇幻的恐龙文化，800 年的彩灯历史蕴育了五彩
缤纷的彩灯文化。自贡享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首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张世界和国家级名片，并以“千
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美食之府”旅游
品牌蜚声中外。

自贡熊猫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ZG Panda  YTS
展位号 Booth NO.：B1-031
地址 Add：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金域国际 1-1 铺
联系人 Contact：李凡
电话 Tel.：18909003022
电子邮箱 E-mail：744354542@qq.com
简介 Profile：自贡熊猫青年旅行社（原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
自贡分社）、全球通国际旅行社五星街店——国际旅行社、
曾多次荣获省、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表彰。多年来，熊猫人
坚持“以信誉求生存、以敬业求发展”的经营理念，秉承“诚
信优质，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客人提供“热情、周到、优
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保证消费者利益，公司设置了专门的投诉管理机构，近几年
无重大服务质量投诉。公司以崭新的现代化管理办法，在旅
游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信誉。
经业务发展需要，2009年在自贡成立。现公司拥有经验丰
富、高质、高效率的管理人员和受过严格培训的多语种专业
导游队伍。“信誉第一”是我们的服务宗旨，“诚信待客”是
我们的发展主题。公司热忱欢迎各方朋友来观光旅游！

自贡市扎染工艺有限公司
Zigong Tie-dye Art &Craf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F12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同兴路芦厂坝 3 号 
Add：No.3 Luchangba, Tongxing Road, Ziliujing District, 
Zigong, Sichu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曹东琼
电话 Tel.：18990063751
传真 Fax.：0813-2108461
电子邮箱 E-mail：816668@qq.com
网址 Web：www.zgzaran.cn
简介 Profile：自贡市扎染工艺有限公司创立于1955年，注册
商标为“蜀颉”牌。由原自贡市扎染工艺厂改制而成，是全国
为数不多的生产民间染织品的专业厂家，历经60多年历史的
变迁，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平方米，花色品种繁多，面
料材质齐全，拥有面料、服装、装饰品三大系列，200多个品
种，成为国务院和国家民委批准的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
点生产企业、国家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单位。

四川越王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B1-077
地址 Add：绵阳市游仙区剑南路东段 326 号
联系人 Contact：李银萍
电话 Tel.：13208280762
传真 Fax.：0816-2179691
电子邮箱 E-mail：291352330@qq.com 
简介 Profile：四川越王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名“四川越
王楼景区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6月更为现名）是绵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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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独立法人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1年12月。公司现有员工80余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现
设立综合部、财务部、工程安全部、市场部等4个职能部门及
景区运营部、绵阳科技馆两个一线部门。公司收绵投集团委
托，开发、经营、管理越王楼•三江半岛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绵阳科技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绵竹年画——岷元阁
展位号 Booth NO.：D1-F03
地址 Add：四川省绵竹市拱星镇
联系人 Contact：李德敬
电话 Tel.：18981031653
传真 Fax.：0838-6390621
电子邮箱 E-mail：404166025@qq.com
网址 Web：www.mygnhs.com
简介 Profile：绵竹木版年画中国四大年画之一， 与川剧、川
菜共同誉为四川文化三绝，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
方福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八十
年。
1994年，其代表作《立锤武将》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
艺术一绝……
1998年，在文化部与美国举办的“中美民间艺术展览”中，
李方福作品参展并印在贵宾请柬的封面上……
2006年，由中国民协列入首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
名录，全国仅百余人。
岷元阁是李方福祖上的书斋名，在清中期（嘉庆初年），
1935年，李方福5岁时父母双亡，岷元阁暂别年画界。512地
震后，李方福及其传人重新恢复使用岷元阁字号。

东马 • 顶果山风景酒店
展位号 Booth NO.：D3-3027
地址 Add：四川省丹巴县东马村三家寨
联系人 Contact：卓玛
电话 Tel.：18783620188
传真 Fax.：0838-6390621
电子邮箱 E-mail：760782556@qq.com
简介 Profile：东马.顶果山风景酒店位于风景秀丽的免收门票
的顶果山风景区内，酒店位于原始森林的边缘，被雪山、草
地和美丽的喇嘛庙围绕着，酒店外观按照藏式风格用石片砌
成，内饰则按照高档酒店标准采用现代装修，酒店设有可同
时容纳180人用餐的中、西观景餐厅和可观夜空星星的云顶咖
啡厅。周边的文物古迹有：1、2016年10月中央电视一台《长
征》记录片多次播出的红军战斗遗址及配合红军作战牺牲的
22位喇嘛和家属的著名顶果山寺。2、“清兵千户营盘”乾隆
年间平定大小金川的兵营。

乐山文化旅游
展位号Booth NO.：A2-005
简介 Profile：乐山,古称嘉州，有“海棠香国”之美誉。因宋
代邵博“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的赞誉而驰名
中外。乐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所在地、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摩崖石刻弥勒
坐像“乐山大佛”与嘉州隔江相望，这里有自然和人文奇观
“巨型睡佛”三江交汇碧波之上，这里有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峨眉山”雄秀天下，这里有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四面十方
普贤铜像”屹立峨眉之巅。乐山，承载了巴蜀文化的风采之
韵，名山、名佛、名人、名城四位一体，交相辉映；乐山，正
以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为指引，以开放的姿态喜迎八方
来客。

泉州悠然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Quanzhou Youranjian Tourism Culture Co., Ltd
地址 Add：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华大电商园罗格林大厦 A
梯 4 层
联系人 Contact：邓才炳
电话 Tel.：18965616153
电子邮箱 E-mail：404166025@qq.com
网址 Web：402720220@qq.com
简介 Profile：悠然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发现、创
造、分享为宗旨，以旅游IP策划、推广活动策划、伴手礼研
发等综合业务为核心的企业。坚持100%原创设计 ，结合各
地历史文化特色开发创意产品，服务于广大小型终端零售、
批发企业及各大礼品，同时研发礼品定制，线上智慧新零售
的公司。

千年蜀都 • 文博青羊 —— 青羊区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青羊区地处成都市平原地带中心部位，因区内
著名道观青羊宫而得名。自古是四川成都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金沙遗址、杜甫草堂、蜀王府遗址、宽窄巷子等历
史景点见证了巴蜀文明和天府文化的千年传承与创新发展。
区内拥有成都中心城区70%以上历史文化资源，国家A级旅
游景区4家，是全国文博旅游标准化示范区、中国商旅文产
业发展示范区、全国都市文化旅游服务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最美中国文化旅游特色魅力目的地城市、四川首批天
府旅游名县。

天府旅游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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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险蜀道 • 雄关剑门 —— 剑阁县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剑阁县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因 “剑阁峥嵘
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闻名，拥有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自然和文化遗产剑门蜀道、国家5A级旅游区剑门
关，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觉苑寺、“道国仙都”鹤鸣
山、“世外桃源”五指山、南方大寨村化林等旅游景点，被
誉为“蜀道明珠”。

春节之源 • 风水之都 —— 阆中市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阆中市地处嘉陵江中上游，曾为古巴子国国都
和四川省临时省会。现存“唐宋格局、明清风貌”的古城2
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境内有川东北首个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全国唯一以风水文化为主题的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美誉，是世界千年
古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四川首批天
府旅游名县。

竹海之都 • 养生长宁 —— 长宁县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长宁县是世界竹种质基因库，拥有最美竹海、
最美丘陵、中国丹霞、中国南方喀斯特、东汉崖墓群等世界
级旅游资源，蜀南竹海、蜀南花海、七洞沟、西部竹石林等
著名景区。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发挥蜀南竹海等优
势，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一道风景线”重要指示，全力
打造“世界竹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走进小平故里 • 品味红色旅游 —— 广安区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广安区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境内有
国家5A级和4A级旅游景区各1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个，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个，国家一级博物馆1座，国家传统
村落3处，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首批
“重点红色旅游区”、四川省首批旅游强县、四川首批天府
旅游名县，被央视评为“大美中国•网络人气奖”。

云上金顶 • 天下峨眉 —— 峨眉山市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河中，自然与人文资源在峨眉山市交相辉映，孕育出“儒
释道食茶武药”七大文化。以这座山为核心资源，现拥有
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4A级景区3个。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3%，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00天以上，是世界文化
和自然双遗产所在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四川首批天府旅
游名县。

“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 稻城亚丁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稻城县地处川滇两省交界之地，是大香格里拉
生态旅游核心区，享有“中国香格里拉之魂”等美誉，是康
巴文化宝库，是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是天然的地质
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拥有一大批世界级文化和旅游资源。
这里不仅是摄影者的天堂，还是科考者的宝库，更是旅游者
心中最后的香格里拉。

七彩西昌 • 阳光水城 —— 西昌市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西昌市是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
自治州首府，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璀璨明珠，素有“月亮
城”“小春城”“航天城”等美誉。西昌是全球唯一能够
“玩火”的城市，拥有世界级文化瑰宝——彝族火把节、全
球最大暗物质实验基地、全国最大城市湿地、全国首批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中国十大最美古城，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市、中国十佳魅力城市、
四川首批天府旅游名县等殊荣。

重建典范 • 熊猫王国 —— 汶川县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汶川县是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也是前往
九寨、黄龙、大草原的重要旅游通道，素有“大禹故里 熊
猫家园 康养汶川”等美誉，拥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汶
川特别旅游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禹文化旅游区。
2019年4月，获批四川首批天府旅游名县，正在积极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被称为新时代的“无忧之城”。

拜水都江堰 • 问道青城山 —— 都江堰市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三遗之城，天府之源。因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得
名的都江堰市，是串连川西旅游黄金走廊的旅游枢纽和享誉
中外的旅游胜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三大世界遗产，在全省唯一同时拥有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先后荣膺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最佳优秀旅游城市、天府旅游名县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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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平乐古镇，古称“平落”，迄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 AAAA 级风景区。
平乐古镇历史悠久，人文鼎蔚。境内有古南方丝绸之路遗存
秦汉驿道，有宋代造纸作坊遗址群，有康熙御赐的天下第一
圃古茶园，有保存完好度达 85% 的明清古建筑和古街，还

仙市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仙市古镇位于自贡市东南 11 公里的釜溪河
畔，场镇三面环丘，正面临水，现存古建筑面积约 27900 平
方米。是自贡井盐文化、盐运文化和码头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古镇总体上以明清时代川南民居风格建筑为主。古
建筑自隋代起经多次修复，传统建筑群落至今原貌尚存，尤
其是保存完好的“四街、五栅、五庙、一祠、三码头”就是
我国古镇建筑风格和设计思想完美统一的代表作。1992 年
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7 年评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2010 年确定为“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乡（镇）”；
2011 年评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8 年成功创建
国家 AAAA 级风景旅游区；2019 年评为第一批“文旅特色
小镇”。
仙市古镇已连续举办十九届民俗风情旅游节、五届金秋旅游
节，不断推进“古镇游带乡村游，乡村游促古镇游”的镇村
一体化、景镇协同发展。正建设集文化旅游、互动体验、休
闲娱乐、特色商业、主题度假于一体的多元化全产业链，激
发“千年盐运第一镇”新的活力，打造新的名片。

青莲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青莲李白诗歌小镇距江油市区14公里，绵阳
市区35公里，绵江快速通道穿镇而过，西成高铁设有“青莲
站”。青莲镇是“剑门蜀道”和“九寨—黄龙”旅游线上的
重要景点和川西北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仙李白在青莲度
过了 24 个春秋，现留存有陇西院、太白祠、粉竹楼、牛雪
樵德政牌坊等 4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磨针溪、名
贤祠等十多处李白文化遗址遗迹。
2014 年来，江油市委市政府紧扣李白文化传承发展，引进
陕西竹园嘉华集团投资 37 亿元强力打造李白文化创意园。
目前，李白文化体验园、展示园、诗意酒店、文化艺术中
心、李白文化博物馆等相继建成并营业，诗歌小镇的软硬件
水平大幅提升。先后荣获“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文明
村镇”“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全国第二批特色小
镇”等殊荣。2015 年央视“月圆江油”中秋晚会、2016 年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总决赛、2017年中国少儿诗词贺新

安仁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安仁镇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距成都 39 公里。
取“仁者安仁”之意而得名。历史悠久，唐朝建县，已有 
1300 余年历史。自然、文化资源丰富，是一个典型的川西
田园小镇。
安仁浓缩了川西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拥有全国闻名的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刘氏庄园，中国
最大的民间博物馆聚落、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建川
博物馆聚落。总共有保存完好中西合璧的老公馆 27 座、现
代博物馆（展示馆）47 座、文保单位 16 处、藏品 800 余万
件、国家一级文物 442 件（套）。现存文物的价值和规模、
拥有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同类小镇中已是首屈一指。先
后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被中
国博物馆协会命名为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被中国文
物学会命名为“中国文物保护示范小镇”，获批为“全国首
批特色小镇”。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
建。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街子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一街一塔数舍人，一寺一故皆底蕴。这便是街
子，一座孕育着优秀文化灵魂的历史古镇。这里，是吃货的
乐园，是摄影师的天堂，是艺术家的归宿，是天府之国闲逸
生活的缩影！
古镇古街，以其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为这座古镇增添了一层
智慧的魅力；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商贾的叫卖吆喝，潺潺而
流的溪水声，是古街的生机勃勃，独特风韵。字库塔，以其
六角攒尖楼阁式在建筑小品中独树一帜；“惜字是福”的信
仰维系着百年来人们的劳动与生活。光严禅院，是大地万物
的禅意，是阵阵钟鸣的清醒。“一瓢诗人”唐求故里，是唐
求诗歌文化的初心，是孕育优秀文化底蕴的摇篮。
在这里，不容错过的是花中君子——兰花的清新逸人；继而
品尝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汤麻饼在味蕾间的跳动，唇
齿留香；必然游览的是吊脚楼柱——古戏台的人生百态，浮
雕石壁，淳朴古雅。街子，是一座你来了就醉在其中的魅力
古镇。

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瓷胎竹编、竹麻号子和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孔明灯。
平乐古镇青山层叠，竹树繁茂。发源于天台山玉宵峰的白
沫江自西向北流经古镇，碧水萦绕，鸥鸟出没，四季风景如
画。白沫江两岸古木参天，10 余棵树龄上千年的榕树伫立
江畔，远远望去如云盖地。
平乐盛产竹木，竹林资源丰富，有芦沟竹海1.6万余亩、川西
竹海5000余亩，竹林面积总计5万余亩。竹海苍翠欲滴，微
风过处，碧波翻涌，气势浩然。
老榕树、白沫江、沿江而建的吊脚楼、青石铺成的街道，一
望无涯的竹海，千百年来共同培育了古镇人田园诗般的山水
情怀，涵养着古镇天然清新的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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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昭化镇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山清水秀，古遗
址、遗迹众多，民风古朴典雅，是广大游客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学者考古研究的理想之地。这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小
镇。处在剑门蜀道旅游精品线路核心位置，有着铁路、高速
公路、水运港口和空运“五位一体”的交通体系。这是一个
生态环境优美的小镇。三江交汇、两山合围处，有浑然天成
的“天下第一山水太极”奇观， 境内生态植被极好，出境断
面水质达一类。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小镇。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电视剧《芈月传》中的“苴国”就是现在的昭
化古城。镇域内蜀道遗存保存完好。宛如绿色苍龙盘旋于崇
山峻岭之间。并且发现了大坪子墓葬群、西周城址和苴国遗
址，被称为古蜀“第二城”。这是一个业态鲜明的小镇。镇
内“产、景、镇、人”融合发展，实景演出的县衙审案、武
士巡城让人梦回三国，乐楼演艺、传统评书令人流连忘返，
“奇石”“书画”、文化小巷引人驻足而观。辜家大院、陈
家大院、詹林小筑等优质特色民宿受人青睐，宫保鸡丁、嘉
陵江河鲜等特色美食令人沉醉。

李庄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李庄座落于酒都宜宾长江下游 20 公里处，素
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抗战文化和建筑文化享誉
大江南北。李庄是全国首批特色小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恩阳古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恩阳古镇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城市中心，
距巴中市府10公里，古镇面积8平方公里，人口3.3万，其核
心区面积0.5平方公里，拥有17条古街巷，明清古建筑 589 
栋。
恩阳古镇历史悠久，建制迄今已有1490余年。古镇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是川东北重要的水码头和物资集散交易中
心，是米仓古道上最繁华的集镇。古镇现有四川省规模最
大、成片保存最完好的明清时代古建筑群，堪称川东北民居
艺术精品。同时，众多红军文化、巴人文化、恩义文化、米
仓古道文化、佛教文化的遗存遗址，见证曾经的的繁荣和兴
盛。古镇今天的人间烟火、市井繁华、生活原态让游客穿越
时空、流连忘返。先后入选“四川省十大古镇”，被国家住
建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被评为“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罗城镇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罗城古镇位于乐山市东南方向40公里，集镇常
住人口2.5万人，先后获评全国文明镇、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全省历史文化名镇、省级特色小镇、全省首批文化旅游
特色小镇，具有“奇、醇、妙”三大显著特点。
“奇”在船形建筑。建筑结构精巧、设计独到、功能实用，
是国内外古镇建筑中的孤品，有“山顶一只船、云中一把
梭”美称。2010 年，罗城古镇以其不可复制的建筑特色优
势在上海世博会参展。 “醇”在文化积淀。民俗文化、宗
教文化、移民文化、饮食文化、武术文化在此交相辉映，省
级非遗—“麒麟灯”独具地方特色。“妙”在市井风情。罗
城古镇原建筑、原文化、原著民、原生活方式，是老四川人
休闲生活的真实写照。游古镇街巷，品特色美食，观民俗表
演，仿佛穿越到明清时期的罗城，成为古镇居民的一份子，
悠闲舒适的生活定会让您留连忘返。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注册资本 65.38 亿元，是省委省政府批准组
建的大型旅游旗舰型企业集团，肩负着推动四川由文化大
省、旅游大省向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跨越的重要使命。
四川旅投集团以“服务健康快乐，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愿
景，秉承“创新、卓越、美丽、开放”的企业文化，大力实
施“1363”战略，重点发挥“三个平台”作用，即：文旅产
业转型发展平台；文旅资源战略整合平台；国有资本文旅
投资平台，致力于建设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现代旅游
服务业投资商和运营商。集团业务涵盖酒店、景区、航空旅
游、商贸发展、文化体育、大健康等六大板块，着力打造旅
游金融、旅游规划、智慧旅游三大业务支撑。2017 年，集
团入选“中国饭店集团 60 强”榜单，位列第 23 位。2019 
年，集团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
优秀龙头企业”。

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

春、2018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暨江油“一带一路”李白文化
节等重大活动先后在这里成功举办，国际化国家级李白文化
胜地、四川省枢纽型文化旅游基地正稳步推进。这座得天独
厚、人杰地灵，有李白文化滋养的古镇，正逐步成为川西北
地区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1940 年，国
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国立中央博
物院筹备处等 1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同大迁川、
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的邀请下齐聚
李庄长达六处之久。傅期年、李济、梁思成、林徵因等著名
学者云集李庄，李庄成为与成都、昆明、重庆齐名的四大抗
战文化中心之一。目前，李庄 1 平方公里保存完整的古镇
核心区内，座落着同济大学等高校旧址 10 余处和全国重点
文保单位 2 处、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多处和保存完整
的古街古巷 18 条。旋螺殿、奎星阁、百鹤窗、九龙石碑被
梁思成称为李庄建筑“四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草龙舞
和和以“一花、二黄、三白”为代表饮食文化让游客留恋忘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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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华侨城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华侨城集团有限
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区域总部，以成都、西安、重庆三个城
市为核心组成平台公司，统筹中西部 9 省（直辖市）文化
旅游及新型城镇化业务。目前已入驻西部 6 省市，投资总
额 325.06 亿元，三年来累计实现收入 193.16 亿元、利润 
29.88 亿元，每年分别复合增长 40%、113%。三年来累计缴
纳各项税费 24.52 亿元，每年复合增长 35%，履行了央企
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咪咕音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12 月在成都注
册成立，是中国移动面向移动互联网领域设立的，负责音乐
领域提供产品、运营、服务一体化的专业公司，其前身为成
立于 2006 年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历经 10 余年的发
展，咪咕音乐依托信息技术演进和全产业链模式，打造了
数字版权、彩铃、O2O演艺、智能硬件、场景音乐等业务模
式，成为跨界融合通信网、互联网及音乐网的龙头企业。

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腾讯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以数字化科技赋能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变革升级。
腾讯具有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能力储备（AI、大数据、云计
算等）在文旅产业方面积累丰富。腾讯文旅自 2014 年布局
“互联网 + 旅游”，全面整合内部产品矩阵、先进技术和内
容产业生态等，聚焦科技 + 文化 + 旅游的融合创新及落地
应用。

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整合
组建于 2009 年 11 月（其前身为峨眉山旅游总公司，成立
于 1992 年 8 月）。集团以旅游业为主导，全面拓展旅游索
道、酒店服务、旅游客运、水电经营、茶叶产业、文化传
媒、旅游演艺、智慧感知体验、健康养老地产等产业发展，
现拥有 1 家 A 股上市公司（即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32.59%）、3 家全资子公司（即峨眉山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峨眉山途乐旅行社、成都峨眉山饭店、持股 100%）、1 
家投资子公司（即四川峨眉雪芽酒业有限公司，持股30%；
乐山商业银行，持股9.2%），1家全资子公司(峨眉山万年实
业有限公司，持股100%)，1家会展分公司。是四川省规模较
大、实力较强的综合性旅游企业。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代码：000888），是西南地区首家旅游上市
公司、四川省首批旅游骨干企业、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
龙头企业。公司依托峨眉山得天独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旅游资源，发展成为集景区门票、索道、宾馆饭店、茶
业、旅行社、旅游商品、广告传媒、大数据信息技术和软件
开发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企业，注册资本 5.27 亿元，总
股本 526,913,102 股，银行信用等级 A++。

智慧游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NClife Travel Service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A1-195
地址 Add：台湾省新竹县竹北市中草路 307 号 2F
联系人 Contact：张逢桂
电话 Tel.：13763847336  +886-3-5513780
传真 Fax.：+886-3-5511717
电子邮箱 E-mail：gary.nclife@gmail.com
网址 Web：www.seeyou.tw
简介 Profile：台湾能嘉数位科技公司借由在旅游平台市场的

台湾  Taiwan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四川日报 1952 年 9 月 1 日创刊，四川日报报
业集团 2000 年 9 月 12 日挂牌，是我国西部成立的第一家
党报集团。
集团现拥有 11 报 4 刊和百余个新媒体，总期均发行量 143 
万，新媒体用户覆盖超 1.1 亿，形成了新闻媒体、报刊广
告、发行、印刷、文旅酒店、文博会展、文创园区建设运营
等多种经营业态，构建起传媒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Booth NO.：D1T-1
简介 Profile：成都文旅集团成立于 2007 年 3 月，是按照市
委、市政府“发展大旅游、形成大产业、组建大集团”的战
略部署组建的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承担着我市文化、旅游、
体育产业资源整合、建设、运营，项目投融资和城市文化旅
游品牌、产品对外推广等职责。先后打造了宽窄巷子、西岭
雪山、“天府古镇”系列等文化旅游品牌项目，正在推进锦
江水生态治理和锦江绿道建设、天府文化中心、宽窄巷子
二期、熊猫星球等重点项目。目前向公众开放的景区景点共 
7 个（其中 4A 级景区 4个），景区景点面积 400 余平方公
里，集团境外营销网络拓展至全球 4 个洲、19 个国家和地
区， 有两家公众公司。成都文旅集团先后荣获成都市模范
单位、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旗舰企业等荣誉称号，被省政府
列为四川省首批重点文化企业，入选四川十大旅游领军企
业。今年4月，被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授予第一
批“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龙头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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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Hengda Wenbo S&T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B1-076
地址 Add：7th Floor, Building1-B, No.15 Rongyuan Road, 
Huayuan Industrial Zone, Tianjin,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吴焱东
电话 Tel.：18920916436
传真 Fax.：022-58385868
电子邮箱 E-mail：343069997@qq.com
网址 Web：http://www.hengdawb.com
简介 Profile：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为文旅行
业提供用于智能讲解、同声传译、政务接待的专业讲解系统
及服务，以及微信小程序、手机APP、网站、微网站、网络
平台等软件产品及系统定制开发服务；并提供票务管理、观
众服务、互动体验、社会教育、智能办公等全流程的智慧化
解决方案。
Tianjin Hengda Wenbo S&T Co., Ltd. mainly provides smart 
solutions for the field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exhibition and demonstration centers. 

公司 / 沙巴 ECHO 度假村
CREATE CONSULTING CO., LIMITED / Echo Resorts
展位号 Booth NO.：A1-079
地址 Add：FLAT/RM 02, 7/F, SPA CENTRE, NO.53-
55 LOCKHART ROAD, WAN CHAI, HK / Unit 1-1, The 
Pinnacle, Lower Signal Hill Road, 884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联系人Contact：Ella Lu
电话Tel.：18600463660
传真Fax.： 010-84030730
电子邮箱E-mail：Ella@cconsulting.com.cn
网址Web：www.cconsulting.com.cn / https://echoresorts.com
简介 Profile：香港 Create Consulting 成立超过 10 年，一
直专注推广相关旅游和生活方式品牌， 本次联合展商是
ECHO 集团旗下的度假村，ECHO 旗下有 3 家奢华度假村，
分别是大红花度假村、伽亚娜度假村和婆罗洲鹰度假村。
Create Consulting was founded almost ten years as a 
representation agency with the objective to promote tourism 
and lifestyle brands in the lucrative but challenging China 
market. 
Our company’s services rest on three pillars of strength:
1、Unparalleled Chinese outbound tour operator relations;
2、Strong traditional media relations – including B2B and 
B2C media publications
3、Excellent content writing for leading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e co-exhibitor ECHO Resorts began with a dream, 
an idyllic vision of a luxurious tropical island vacation 
destination for discerning travellers in search of blissful 
respite. That dream became a reality in 2007 with our first 
property, Gayana Marine Resort on Gaya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Sabah, Malaysia Borneo. That was followed by the 
exclusive Bungaraya Island Resor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two years later. Designed to blend seamlessly with 
their natural settings, the resorts present understated luxury 
complemented with authentic hospitality.

天津  Tianjin

香港  Hong Kong

喜唯旅行社有限公司
CIVIC TOUR TRAVEL AGENCY CO.
展位号 Booth NO.：A1-196
地址：台北市新生北路 3 段 82 巷 32 號 8FF
Add：No.32, Ln. 82, Sec. 3, Xinsheng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联系人 Contact：王妮琪
电话 Tel.：02-85961686 
传真 Fax.：02-85961683
电子邮箱 E-mail：nicky3834@hotmail.com
网址 Web：www.jfytour.com
简介 Profile：成立於 2006 年 9 月,一直以來我公司都以
客制化的旅遊規劃為主。創辦人楊先生於尚未創立 J.F.Y. 
TOUR 前就專研印尼峇里島旅遊，從五年前我公司轉型專
做大陸來台的參訪,簽證及量身訂做的參訪規劃及個人旅遊
規劃!

多米尼加华商会
Dominican Republic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展位号 Booth NO.：A1-125
地址 Add：Unit 3, 8/F., Po Shing Industrial Bldg., 23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联系人 Contact：Patrick, K.P. So
电话 Tel.：(852) 9588 1272
电子邮箱 E-mail：patrick.so@domrccc.org
网址 Web：www.domrccc.org
简介 Profile：多米尼加華商會是促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
含港澳臺）多（多米尼加共和國）兩國之間的旅遊、文化、經濟、

经营发展经验，成立智慧游旅行社，建置智慧旅游/嘻游网
平台，研展发行嘻游系列商品，整合医疗观光资源及医美，
体检，自由行等定制化行程,以深耕台湾营销两岸为主轴，
提供来台医疗观光落地专业服务，引领中国大陆民众轻松省
钱，旅行台湾，嘻游宝岛。
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医疗技术与服务，评定为世界第三，亚
洲第一，台湾有许多医院由私人财团投资兴建，不但设备齐
全，设计亦优美，细节管理到位，台湾健康检查(体检) ，医
学美容，干细胞等医疗处理等设备完善，医疗护理人员专业
亲切，价格平易近人、获得各界好评，欢迎到台湾来观光旅
游，我们专业一条龙为您量身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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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国际酒店集团
Millennium Hotels & Resorts 
展位号 Booth NO.：A1-180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鹰君中心 28 楼 2802 室
Add：2802，28/F Great Eagle Centre, 23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kong
联系人 Contact：Susan Yao 
电话 Tel.：0086 138 1896 7288 
电子邮箱 E-mail：Susan.yao@millenniumhotels.com
网址 Web：www.millenniumhhotels.com 
简介 Profile：千禧国际酒店集团 (LSE: MLC) 是全球首屈一
指的酒店管理和房地产集团，1996 年于伦敦交易所上市。
集团拥有并 / 或管理全球超过 130 家酒店，旗下拥有 4 个系
列：令系列（Leng’s Collection）, M 系列（M Collection）, 
千禧系列（Millennium Collection）及国敦系列（Copthorne 
Collection）。酒店遍佈亚洲、大洋洲、欧洲、中东及北美等地。
Millennium Hotels and Resorts is a leading hotel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group, its hotel brands 
including: LENG’s collection, M collection, Millennium 
Collection, Copthorne Collection. Hotels are located in Asia-
Pacific, Europe, Middle 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QBCC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简介 Profile：港澳优质品牌集合香港、澳门各行各业的优质
企业及著名品牌，会员内有经营食品、保健品、有机食品及
产品，手袋、户外旅行用品、家品及日用品、皮鞋时装、工藝品、
木製雕刻品、電子產品、床上用品、化粧品、珠宝钟表等行
业翘楚。
“港澳优质品牌”旗下成员香港上市公司集团，大中华香港
著名十大品牌—御药堂（保健品）；大中华香港十大名牌—
852 维港荟（食品）；香港著名品牌—ZOOTY 及原创品牌—
MON SOI（手袋）；香港著名户外专业用品品牌—In-Way；
香港著名国内人气品牌—自然派（食品）；香港名牌，国内
人气品牌，东方间食。
协会为非牟利组织，严选组织成员，集各行业精英，将香港、
澳门特色优质产品，推广发展，谛造商机。

ZOOTY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莫健林
电话 Tel.：136 1004 1236
电子邮箱 E-mail：zootyhk@163.com
网址 Web：www.izm.com.hk
简介 Profile：香港原創手袋品牌— 2005 年誕生「將概念溶
於美學   將美感帶出個人特式」是我司 ZOOTY ~ 創作理念
時尚、輕奢風格，令妳特式出色！

貿易和工商業投資的非牟利組織；並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帶一路”國策，是“一帶一路”的美洲延展，是這一宏偉藍
圖在中美洲的橋頭堡。
多米尼加華商會在美洲商業圈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輻射範圍遍及
南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諸國，是當地最具影響力商會之一。
商會目標促進世界華人參與多米尼加合作發展；打造強而有力的
會員實效、交流平臺，為各地華商有意到中多兩國開辦企業及投
資提供大量資訊。商會更為會員提供特色的資訊服務，為各會員
引薦各行業的專業服務公司，提供政策咨詢、雙邊貿易、旅遊服
務業、原材料進出，以至加工行業等一應俱全。
多米尼加華商會，竭誠為所有華商提供更全面、更贴切的商业服
務。

爱美精品屋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范靜珠
电话 Tel.：155 4693 4369
简介 Profile： 印尼手作木雕刻品 傢俬  木架 家居裝飾 獨一
無二  手工精巧 令你愛不擇手

爱尚家商社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成帆
电话 Tel.：130 600 64888
网址 Web：balishang@163.com
简介 Profile： 韓國時尚家居日用品  護膚產品等 最新及最快  
不容錯過

雅貿国际企业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朱世強
电话 Tel.：136 002 80832
简介 Profile：英倫風格藝術瓷器、仿古陶瓷製品、銅製家居
裝飾、手工精細 限量發售

华易通国际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陳杰
电话 Tel.：138 221 83455
简介 Profile：泰國皇家乳膠枕及床褥用品等，經銷泰國多年、
享譽盛名、現特別引進国內 推廣及介紹，令你睡得安寧、享
受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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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隆食品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陳明
电话 Tel.：852-90424478
电子邮箱 E-mail：damingfood@hotmail.com
简介 Profile：香港經典XO醬 選料上乘，口味獨特 用作餸菜
調味，或佐菜佳肴 帶出鮮味及美味

香港禦品翠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楊宇帶
电话 Tel.：187 8220 8382
简介 Profile：經營高雅玉石畫、羽毛手缐畫、玉石、飾品、
風格獨特

域氏贸易行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羅卓鴻
电话 Tel.：135 3820 6400
网址 Web：423790594099qq.com
简介 Profile：專營香港特式街頭小食，將香港口味推廣予國
內市民令你一試難忘 愈食愈回味

盈威户外制品厂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联系人 Contact：李吉
电话 Tel.：134 302 60177
电子邮箱 E-mail：co@inwayoutdoor.com
网址 Web：www.in-way.net 
简介 Profile：本公司成立於2000年，專營戶外旅行用品並行
銷，歐美各地 選用防水、輕便，多色配搭 實用又美觀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Yunn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D2T-3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678 号
Add：678 Dianchi Road, Xishan District,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联系人 Contact：谭先生
电话 Tel.：0871-64638365
传真 Fax.：0871-64608311
电子邮箱 E-mail：ynwlxctgc@126.com
网址 Web：http://www.ynta.gov.cn/
简介 Profile：云南，是中国版图上最富有诗意和烂漫色彩的
地方。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了4700多万勤劳善良

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
TOMIC
展位号 Booth NO.：D3T-10
地址 Add：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座 3 楼
联系人 Contact：段玲
电话 Tel.：18380471773
简介 Profile：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造型、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水具生产销售企业。在全国已拥有
超过 400 家经销商和礼品商，进驻全国五百多家商场专柜
及购物中心广场。主营产品包括保温杯、玻璃杯、PC 杯、
汽车杯、旅行壶、家居壶、保温食盒及厨房锅具等系列。我
司秉承“增值服务、设计创新”的企业精神，以雄厚的实力、
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与广大新老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

昆明玖雍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有限公司
KUNMING JIUYONG NATIONAL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ION CP., LTD
展位号 Booth NO.：D1-W03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虹山西路 18 号
Add：NO.18 Hongshang Xi Road,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罗丽萍
电话 Tel.：13708454424
传真 Fax.：0871-6321553
电子邮箱 E-mail：1536947438@qq.com
网址 Web：yncraft.en.alibaba.com
简介 Profile：我公司是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民
族布艺文化产品创意企业。遵循“根在传统、源于民族、创
造时尚”的设计理念，以自主品牌“小山丽”、“伊素田”
等布艺系列产品来承载云南民族文化的魅力和弘扬民族文
化精神。

宁波东东西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商会大厦北楼 2669  
联系人 Contact：徐炆涛
电话 Tel.：13732260084
简介 Profile：文创设计落地创新机构 

云南  Yunnan

浙江  Zhejiang

的各族人民，也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是
名扬海内外，深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云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文化和旅游齐头并进的发展工作，始终以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机构
改革为契机，不断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推出文化旅游精品，
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努力推进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再上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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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美雅滩羊裘皮有限公司
Ningxia Yanchi Meiyatan Sheep Fur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5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广惠东街 40 号
Add：40 Guanghuidong Street, Yanchi County, Wuzhong 
City,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联系人 Contact：周永红
电话 Tel.：0953-6025286
传真 Fax.：0953-6011120
电子邮箱 E-mail：fsz_521@126.com
网址 Web：http://www.ynta.gov.cn/
简介 Profile：宁夏盐池美雅滩羊裘皮有限公司，创建于1992
年8月。在当地县委、政府的大力鼓励、支持下，于2010年
入驻盐池工业园区。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产品综合实
验、成装生产加工楼1400平方米，二毛皮熟制、鞣制、裁制
车间3660平方米。集滩羊二毛皮熟制、鞣制、成装加工于一
体的综合性龙头企业。2009年申请“花马池”牌商标经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成功注册。产品包括裘皮服饰、围巾、床
罩、褥子、披肩、沙发坐垫、工艺垫等二十多个品种。

宁夏梅爱林陶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Mai Lin
展位号 Booth NO.：D2T-15
地址 Add：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湖映康晨 13-2A
联系人 Contact：叶美丽
电话 Tel.：19995494680
电子邮箱 E-mail：694027006@qq.com
简介 Profile：宁夏梅爱林陶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5月，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专注于宁夏本地陶
瓷艺术、陶瓷日用、装饰陶瓷的设计、开发、生产和定制的

宁夏亿嘉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ingxia Yijia Sunshine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5
地址：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创业东路 5 号科技创新中心 D 栋
404 室
Add：Room 404, Building 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No. 5, Jiefang East Road, Helan County, 
Yinchuan City, Ningxia
联系人 Contact：张磊
电话 Tel.：15109675257
电子邮箱 E-mail：38497950@qq.com
网址 Web：www.momcn-handmade.com
简介 Profile：宁夏亿嘉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
年8月，其创始人乔雪，是宁夏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乔家手工皮艺的传承人。公司在贫困村培养了200多位手
工皮艺匠人，有50多人长期从事乔家手工皮艺的传承工作。
在传承和发扬民族非遗文化的同时，带动了贫困妇女、残疾
人的就业和创业。目前，公司生产的手工皮艺制品已经遍布
全球13个国家及地区，拥有国际国内品牌，以及多项专利技
术，并实现了产品溯源。

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Yinchuan yibaisheng bio-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 Booth NO.：D2T-15
地址：银川经开区金凤工业园康地路 148 号
Add：kangdi road 148#, jinfeng industrial park, jingkai 
district, yinchuan, ningxia, china.
联系人 Contact：贾丽茹
电话 Tel.：13995310286
传真 Fax.：0951-5660889
电子邮箱 E-mail：57273092@qq.com
网址 Web：www.ycybs.com
简介 Profile：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始建于2006年，
位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拥有10万级GMP车间、真
空冷冻干燥，生物提取车间。有片剂、粉剂、胶囊剂、颗粒
剂、口服液等多条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是中国最大的羊胎素
专业化生产基地。
“伊百盛”为宁夏“著名商标”，羊胎素产品被认定为“宁
夏名牌产品”，企业被命名为自治区级“专精特新成长型标
杆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巾帼创业创新基地”、“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入选中科院生命健康科技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是
宁夏十大工业旅游景区之一。

宁夏  Ningxia

宁夏点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2T-15
地址 Add：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新镇 A 区
联系人 Contact：杨文辉
电话 Tel.：15008656444
电子邮箱 E-mail：552171189@qq.com
简介 Profile：宁夏点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位于中卫市沙坡头
旅游新镇，体验馆位于沙坡头旅游景区、通湖草原景区。公
司拥有专业团队，遍布宁夏省内专业沙画老师数十名，以及
活动策划、市场等工作人员。研究沙文化、研发沙文化产品、
传播沙文化，是公司的主旨和理念。公司曾在全国各大景区、
省内举办沙画活动数百场，与公益类机构（宁夏社会福利院、
宁夏儿童福利院、宁夏义工联合会）、美术馆（银川美术馆、
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多次开展沙画展示、沙画大讲堂，让广
大群众了解沙画艺术的形式，传播人人环保理念。并与全国
各地沙画公司、沙画机构建立深厚的合作往来。

陶瓷企业，拥有“梅爱林”和“影青凤凰”两个自主知识产
权品牌组成。被宁夏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
户”、“银川市十大文创产品名店”、“宁夏特色旅游产品
品牌企业”等荣誉称号。企业正全力打造集设计、研发、生
产、研学游一体化的文化基地。欢迎各位有识之士合作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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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Deya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and Tourism
展位号 Booth NO.：D3T-9
地址：德阳市绵远街一段 79 号（邮编：618000）
Add：79, section 1, Mianyuan Street, Deyang, Sichuan, 
China, 618000
联系人 Contact：何利
电话 Tel.：0838-5921425
传真 Fax.：0838-5924872
电子邮箱 E-mail：7081256@qq.com
网址 Web：http://www.tdeyang.com/
简介 Profile：德阳是一座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她区位优
势独特，地处成都平原腹地，交通便捷通达；她工业基础雄
厚，因“三线建设”国家从战略层面布局工业而建市兴市，
素有“中国重装之都”之称；她农业条件优越，是中国农村
改革发源地之一；她文化底蕴深厚，是“长江文明之源”三
星堆遗址的发现地，是享誉全国、闻名世界的川菜川剧发源
地；她开放程度较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装备供
应基地；德阳将着力打造装备智造之都、改革开放高地、古
蜀文化名城、美丽幸福家园“四张名片”,努力建设全省经济
副中心城市。

北京丝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 Add：北京通州宋庄艺术东区东韵丝绸馆
电话 Tel.：4001511365
传真 Fax.：60572108
电子邮箱 E-mail：535628716@qq.com
网址 Web：www.eastyle.com.cn
简介 Profile：品牌名称东韵，并在2015年创办东韵丝绸文化
艺术馆，东韵丝绸馆以打造中国丝绸民族品牌，弘扬丝绸文
化继承与发扬 传统丝绸技艺为己任，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以
及首都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中汲取能量，形成以丝绸文化及
技艺研究为主，产品创意设计，文化体验服务为辅的专业丝
绸馆。16年来初心不改，以精湛的设计，细致的策划，为各
大企业，学校，博物馆定制各类丝绸制品。

成都派迪广告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oth NO.：D3T-5
地址 Add：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8 号西御大厦 B 座 18 楼
联系人 Contact：钟智敏
电话 Tel.：13708064465  02886125151
简介 Profile：陶瓷茶具 陶瓷酒具 陶瓷杯 陶瓷家居艺品 文创
产品设计开发制作, 拥有“锦瓷”“盛世龙窑”“ 泥道泥”
陶瓷品牌及“瓷小馆”活动推广平台, 水井坊十五年以上礼
品及物料供应商。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展位号 Booth NO.：D2T-10
地址 Add：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创业东路 5 号科技创新中心 D
栋 404 室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5 号（南区）西安市新城
区西一路 197 号（北区）
电话 Tel.：029-85261059
传真 Fax.：029-85566429
电子邮箱 E-mail：wht029@126.com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展位号 Booth NO.：D2T-2
地址 Add：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
传真 Fax.：0931-8825865
网址 Web：http://wlt.gansu.gov.cn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展位号 Booth NO.：D2T-1
地址 Add：乌鲁木齐市金银大道 143
电话 Tel.：(0991)8833661\8836356
传真 Fax.：(0991)8833661\8836356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展位号 Booth NO.：D3T-8
地址 Add：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59 号省政府办公大楼 14 楼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展位号 Booth NO.：D2T-14
地址 Add：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97 号
电话 Tel.：0451-82646527
传真 Fax.：0451-51689883
电子邮箱 E-mail：hljswhxxzx@163.com

陕西  Shanxi

甘肃  Gansu

新疆  Xinjiang

海南  Hainan

黑龙江  Heilongjiang



98



99



100

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峨眉武术是中国传统武术流派之一，以中国名山
峨眉为发祥地。

Emei Martial Arts is one of branch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famous 
Mount Emei.

当地——峨眉山（伏虎寺、雷音寺、纯阳殿、
神水阁、中峰寺）——当地

早上集合出发，驾车前往峨眉，之后徒步经伏虎
寺、雷音寺、纯阳殿、神水阁到达中峰寺。旅途中可
参观各大寺庙。

Local areas—Mount Emei (Fuhu Temple, Leiyin 
Temple, Chunyang Temple, Holy Water Pavil ion, 
Zhongfeng Temple)— Local areas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in the morning and drive to 
Mount Emei. Then they will go on a hike tour in Fuhu 
Temple, Leiyin Temple, Chunyang Temple, Holy Water 
Pavilion and Zhongfeng Temple. During the hiking, they 
can visit the major temples.

峨眉武术发源地
——中峰寺探究徒步一日游
The Birthplace of Emei Martial Arts—
One-day Hiking Tour in Zhongfeng 
Templ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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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寺：又称伏虎禅院、神龙堂、虎溪精舍，
位于峨眉山山麓，与报国寺相邻。因附近虎患，寺僧
建尊胜幢以镇压，更名“伏虎寺”，康熙皇帝曾为伏
虎寺题写的“离垢园”。该寺为典型汉传佛教建筑风
格，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弥勒殿、菩提殿、大雄宝
殿、五百罗汉堂、御书楼以及禅房、僧舍等。

Fuhu Temple: It is also known as Tiger Temple, 
Dragon Hall and Huxi Cabin, located on the foothill 
of Mount Emei and adjacent to Baoguo Temple. The 
nearby areas used to be troubled by tigers, so a 
monk in the temple built a stone pillar inscribed with 
Buddhist texts to conquer tigers and the temple was 
renamed Fuhu Temple. The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 
autographed by Kangxi Emperor is still hanging. The 
temple is in typical Chinese Buddhist architectural 
style. On the axis are the Front Gate, Maitreya Hall, 
Bodhi Hall, Mahavira Hall, Hall of Five Hundred Lo 
Han, Tower of Imperial Inscriptions, Meditation Abode 
and Monks’ Living Rooms.

Leiyin Temple: It is located on the relief slope 
of Yunv Peak of Mount Emei, about two kilometers 
from Fuhu Temple. It was built by the nun Baiwuxia in 
the period of the Jiajing Emperor and named Guanyin 
Temple and renamed Leiyin Temple at the beginning of 
Wanli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was renamed Relief Nunnery. It is said that if you are 
going into the mountain, your worries will be relieved 
when you get to the temple. If you are going out of 
the mountain, you will be out of difficulties when you 
get to the temple. So it was named Relief Nunnery. It 
was reconstructed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Guangxu 
Emperor (1884) and renamed Leiyin Temple.

雷音寺：位于峨眉山玉女峰下解脱坡，距伏虎
寺约二公里。明嘉靖年间白无暇师太所建，名为“观
音堂”，万历初年改为“雷音寺”。清朝初期又更名
为“解脱庵”。相传入山至此可解脱尘世烦恼，出山
到此可解脱险阻，故名为“解脱庵。”光绪十年（1884 
年）改建，并改寺名为“雷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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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阳殿 : 原名新峨眉观、吕仙祠，本是一处道观，
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后重修改为佛教寺庙。吕洞
宾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民间流传有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度铁拐李、岳飞剑斩黄龙等故事，
吕仙形象广泛深入中国民间，妇孺皆知。中国各地广
建吕祖祠庙，岁时祭祀，至今香火不断。

神水阁：具有浓郁的峨眉山地方色彩，现基本
完好。神水阁外，有一泉池即神水池，池中泉水清澈
见底，终年取之不尽。盛夏烈日之下，冷气直逼人面。
数九隆冬，周围山寺树木已是一片银装素裹，冰天雪
地中此池仍暖气四散，温及人心，被视为山中圣泉。
神水池背靠一巨石，此即 “ 大峨石”。

Chunyang Temple: It was originally a Taoist 
temple dedicated to Lv Tung-pin (one of the eight 
immortals) named New Emei Temple or Lvxianci. Later 
it was modified into a Buddhist temple. Lv Tung-pi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folk beliefs. 
In Chinese folklore,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him. 
One is about his story with Iron-Crutch Li. Lv Tung-pin 
got drunk in Yueyang Tower three times and salvaged 
Iron-Crutch Li. In another story, Lv Tung- pin killed a 
yellow dragon with a sword. His image is well known 
among the people. Temples dedicated to Lv Tung-
pin were buil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e still 
worshipped until now.

Holy Water Pavilion: It is in strong local style and 
basically intact. Outside the pavilion, there is a spring 

峨眉武术发源地
——中峰寺探究徒步一日游
The Birthplace of Emei Martial Arts—One-
day Hiking Tour in Zhongfeng Temple

Mount Emei

pool - the holy water pool. The water in the pool is 
clear and inexhaustible. In the hot summer, the water 
in the pool is cool. In the cold winter when the trees are 
covered by ice and snow, the water in the pool is warm. 
So it is regarded as a holy spring in the mountain. The 
pool is backed by a huge rock called Da’e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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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峰寺：为峨眉山古刹之一，北朝东魏的“淡
然大师”为峨眉山武术创始人之一，其画像现在还供
奉于峨眉山中峰寺殿堂内。他的俗家名为林时茂，原
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孝静帝的“镇南将军”，后来到峨
眉山中峰寺，并扩建了中峰寺庙，在峨眉山中峰寺修
住期间，修行诵经之余，将自己精湛的军旅攻防技术
传入峨眉山。

峨眉中峰寺是峨眉武术的根据地，中国武术源远
流长 .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了众多的
技术流派，峨眉派拳术技艺，除具有中华武术的普遍
性之外，还独具有手法细密、一法多变、掌指兼用、
身灵步活、拳脚生风、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等特点。
这些特点，就是峨眉派拳术技艺的特殊属性。

据金庸书中所讲：南宋末年，襄阳大侠郭靖与妻
子黄蓉力拒蒙古兵，独守襄阳。他们的二女儿郭襄武
功驳杂、行事任性，素有“小东邪”之称。郭襄 15 
岁时在黄河风陵渡口见到了神雕大侠杨过，心生爱慕。
在杨过、小龙女与众人分别后，郭襄一直行走江湖，
希望能与杨过碰面，却始终没能再见。在 40 岁那年，
她忽然大彻大悟，在峨眉出家为尼，从而开创了峨眉

在神水阁享用午餐（斋堂），享用午餐之后稍作
休息，之后游览中峰寺。

Zhongfeng Temple: I t  is one of the ancient 
temples in Mount Emei. Danran Master who lived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on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Emei martial arts. His 
portrait is stil l enshrined in the hall of Zhongfeng 
Temple. His secular name is Lin Shimao, and he was 
originally a general of Xiaojing Emperor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Later he came to Zhongfeng Temple in 
Mount Emei and expanded the temple. During his stay 
in the temple, he practiced Buddhism and introduced 
his superb military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techniques 
into Mount Emei. 

Zhongfeng Temple in Mount Emei is the base 
of Emei martial arts. Chinese martial art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formed many branch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Emei boxing 
has the universal feature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Meanwhile, it also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eticulousness, flexibility, agility, hardness and 
softness, and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Emei boxing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Jin Yong's book: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o Jing, a hero in Xiangyang 
and his wife Huang Rong resisted the Mongol army 
to defend Xiangyang. Their second daughter Guo 
Xiang was willful and her style of martial arts was 
heterogeneous. She was known as "little Dongxie". 
When Guo Xiang was 15 years old, she met Condor 
Hero Yang Guo and fell in love with him. After parting 
with Yang Guo and the Little Dragon Maiden, Guo 
Xiang was on the tramp, hoping to meet with Yang Guo. 
But she never saw him again. At the age of 40, she 
was enlightened. She became a nun in Mount Emei 
and founded Emei School.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Wuxian Hump on foot and return to the foot of Mount 
Emei on a ride. They will drive back and the pleasant 
journey ends.

The tourists will have lunch in the Holy Water 
Pavilion (Monastic Dining Hall). Then they will take a 
short break before visiting Zhongfeng Temple.

派。
之后徒步前往五显岗，乘车返回峨眉脚下，自行

驾车返回当地，结束愉快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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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1. 中国根书艺术馆，以根的天然形态融入书画技

艺的根书艺术充满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

2. 三江宋塔，又名三江雁塔，位于四川省乐山市

井研县城南 13 公里处的三江镇东头小山丘上，从塔

上可 望茫溪河、月波河和木瓜河，故地名“三江”。

3. 雷畅故居，距今两三百年历史，是川西南地区

规模最大、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民居。

4. 农家鲜果采摘。

1. China Roo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Gallery 

which combines the natural forms of roots with the ar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 Three Rivers Song Tower, also known as Three 

Rivers Goose Tower, is located on a small hill in the 

east of Sanjiang Town, 13 kilometers south of Jingyan 

County, Leshan, Sichuan. Standing on the tower, you 

can watch Mangxi River, Yuebo River and Mugua River, 

hence the name “Three Rivers Song Tower”.

3. Lei Chang's former residenc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is the largest and 

well-preserved folk house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4. Fruit picking in farms

当地——五通桥（中国根书艺术馆）——井研（三
江宋塔、雷畅故居）——当地

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前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
根书文化为主题的五通桥“中国根书艺术馆”。在这
里穿行于上万幅根书作品中，在观赏中国书法万千神
韵的同时体验作者“以梦为马，莫负韶华”的坚持。

游览完毕后前往井研三江宋塔，宋塔至今已有上
千年历史，位于三江镇东头小山丘上，密檐式砖木结
构，造型严谨、风格朴素、保存完整。从塔上可 望
茫溪河、月波河和木瓜河，

三江美景尽收眼底。随后再前往千佛镇“雷畅故
居”，这里是清内阁侍读学士雷畅的故居，是目前川
西南规模最大、保存较完好的一座古代民居。其建筑
布局严谨，木石雕刻工艺精美，是中国川西南明清民
居建筑之典范，同时也是中国民间遐迩闻名的“九子
十翰林”的典故所在地。故居背山面水，崇垣环抱，
气势雄伟，畅游其中，尚能感受到雷家当时钟鸣鼎食
的盛景。

Leshan
Routes

One-day Tou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in Wutongqiaoand Jingyan

五通桥、井研文化休
闲乡村一日游
One-day Tou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in 
Wutongqiao and Jingya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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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在井研县集益乡繁荣村橘梦园品尝当地特色
农家饭后，可自行在柑橘生产基地里面随意采摘试吃，
按价购买带回温暖的家。这里上万亩柑橘果树绿满山
坡，沿着园区小路走一走，可以看花可以采摘，可以
垂钓可以听风，一派丰收、祥和、富足的美景。之后
乘车返回温馨的家，结束一天的休闲文化之旅。

Local Areas—Wutongqiao (China Roo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Gallery)—Jingyan (Three Rivers Song 
Tower, Lei Chang's Former Residence)—Local Areas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to visit China Roo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Gallery 
in Wutongqiao District.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allery’s theme is roo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culture. Wandering through thousands of 
root works, you can appreciate the charm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feel the author’s dedication to art – 
“Dream as horse; act your glorious youth.”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the Three Rivers 
Song Tower in Jingyan County which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located on a small hill in 
the east of Sanjiang Town. The well- preserved brick 
and timber tower with dense eaves features rigorous 
shape and simple style. Standing on the tower, you 
can have a panoramic view of Mangxi River, Yuebo 
River and Mugua River.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Lei 
Chang's Former Residence in Qianfo Town. Lei Chang 
was an Attendant Scholar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idence is the largest and 
well-preserved ancient folk house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It features rigorous layout and delicate wood 
and stone sculpture, which makes it an exemplary 
residential building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Lei Chang’s nine sons and 
one son-in-law all became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So, there is a saying that “a family with nine 
sons has ten scholars”. The water-facing residence is 
backed by mountains and surrounded by great walls. 
Wandering in the magnificent house, you can still feel 

the spectacular view at that time.
At noon the tourists will enjoy local country style 

cuisine at Jumeng Orchard in Fanrong Village, Jiyi 
Township, Jingyan County before going to an orange 
production base where they are free to pick, taste and 
buy orange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acres of orange 
trees there. You can walk along the lane in the orchard, 
watch the flowers, pick the fruit, go fishing, listen to 
the wind and enjoy the view of harvest, harmony and 
abundance. Then the tourists will ride back and the 
happy tour ends.

五通桥、井研文化休闲
乡村一日游
One-day Tou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in 
Wutongqiao and Jingyan

One-day Tou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in Wutongqiao

and Jingyan

Leshan Routes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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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犍为（犍为文庙、罗城古镇、桫椤湖、
嘉阳国家矿山博物馆）

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1. 犍为文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模
位居全国第四，四川第一；

2. 罗城古镇——被誉为“中国的诺亚方舟”，
古镇主街凉厅街俗称“船形街”，时至今日，这条幸
存下来的老街仍保留着部分明清时代老四川文化的人
文风貌；

3. 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嘉阳国家矿山公园以
展示人类矿业遗迹景观为主体，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
涵；

4. 龙门大峡谷漂流——这里竹林婆娑，层山葳
蕤，四季常青，云遮雾绕，是我国目前最原刺激最生
态的竹海峡谷漂流；

5. 沐川竹海——绵延起伏的山峦河谷间有成片
慈竹 10 万余亩，微风吹拂，绿波荡漾，逶迤成浪，
一望无涯，故得竹海之名。

1. Qianwei Confucian Temple—a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It is the largest Confucian 
temple in Sichuan, and the fourth largest in China.

2. Luocheng Ancient Town—the "Chinese Noah's 
Ark". The main street of the town, Liangting Street is 
commonly known as Boat Shaped Street. Today, the 
old street still retains the historical styles and features 
of old Sichuan which date back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3. Jiayang National Mine Park—it shows human 
mining remains landscapes and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4. Longmen Grand Canyon Rafting—the most 
exciting and ecological canyon rafting in bamboo forest 
in China. You can enjoy the beautiful bamboo forest 
and the evergreen mountains amidst drifting clouds and 
mists.

5. 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more than 
100,000 mu of bamboo forest amidst mountains and 
valleys.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endless bamboo 
forest looks like waves on the sea, hence the name 
Bamboo Sea.

Leshan—Qianwei (Qianwei Confucian Temple, Luocheng 
Ancient Town, Cyathea Lake, Jiayang National Mine Museum)

犍为、沐川历史探寻
之旅精品二日游
Two-day Boutique History Exploration 
Tour in Qianwei and Muchuan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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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day Boutique History 
Exploration Tour in Qianwei and 

Muchuan

Leshan Routes

餐：中、晚餐    宿：犍为
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前往四川第一，全国第四的

犍为文庙，古时又称为学宫，是用来祭祀孔子和推广
儒学、传授知识的重要场所。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明
代洪武四年，也就是 1371 年，迄今已有 600 多年
历史。游览后乘车前往罗城古镇，罗城古镇被誉为“中
国的诺亚方舟”，居住着汉、回、彝、满、藏、黎、
苗 7 个民族。古镇主街凉厅街俗称“船形街”，始
建于明代崇祯元年。时至今日，这条幸存下来的老街
仍保留着部分明清时代老四川文化的人文风貌。午餐
享用罗城牛肉后前往桫椤湖景区，桫椤湖原本是马边
河的一段水域，坛灌窑电站建成之后，这里成为一个
平均水深约 7 米的人工湖，碧波荡漾，山光水色宛
如人间仙境，桫椤湖因此而得名。这里既诞生过川西
南片区的革命火种，也有着数十种鸟类鱼类的秀丽自
然风光。游玩后乘车前往嘉阳国家矿山博物馆，嘉阳
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保持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式建
筑的外观，左右对称、砖木结构，是芭蕉沟工业古镇

03

Meal: Lunch and dinner Accommodation: 
Qianwei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for Qianwei Confucian Temple which is the largest in 
Sichuan and the fourth largest in China of its kind.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also known as academy which 
was used for worshiping Confucius and promoting 
Confucianism and imparting knowledge. It was buil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fourth year of Hongwu in the Ming Dynasty (1371).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600 years. After that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the Luocheng Ancient Town on a 
ride. The town is known as the "Chinese Noah's Ark" 
which is home to seven nationalities, including Han, 
Hui, Yi, Manchu, Tibetan, Li and Miao. The main street 
of the town, Liangting Street is commonly known as 
Boat Shaped Street. It was buil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Chongzhen. Today, the old street still 
retains the historical styles and features of old Sichuan 
which date back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 
lunch they will enjoy Luocheng beef before going to 

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2013 年 3 月，作为中国煤炭
博物馆四川嘉阳馆完成升级改造后开馆，是四川嘉阳
国家矿山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煤炭博物馆
在国内设立的第一个主题分馆。游玩后晚餐，入住酒
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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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前往沐川龙门大峡谷漂流，
漂流地点位于沐川县幸福乡，其特点是：落差大、激
流多、刺激性强。这里竹林婆娑，四季常青、云遮雾

CyatheaLake. The lake was originally a stretch of 
waters of Mabian River. When the Tanguanyao Power 
Station was built, the lake became an artificial lake 
with an average depth of about seven meters.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lake looks like a fairyland 
on earth, hence the name Cyathea Lake. It used to 
be a revolutionary base of the south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Now it is home to dozens of species of birds 
and fishes with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Jiayang National Mine Museum on 
a ride. The museum retains the appearance of Soviet 
style buildings in 1950s. It features bilateral symmetry 
and post and panel structure and it is an iconic building 
in the old industrial town Bajiaogou. In March 2013, the 
museum was opened as a branch of the Coal Museum 
of China after upgrade and transform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iayang National Mine Park and the 
first theme branch museum established by the Coal 
Museum of China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have dinner and stay in the hotel for the 
night. 绕……漂流全长 9.6 公里，整体落差 158 米。午餐后

前往沐川竹海景区，沐川竹海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位于沐川县东南方永福镇，距沐川县城 20 公里。
景区方圆百里翠竹，核心景区负氧离子高达 35000 
个 / 每立方厘米，内有箫洞飞虹、银子岩、 人洞、
春色满园、神龙池、永兴湖、南丝绸之路、碧海丹霞、
水月风洞等著名景点。游览景区晚餐后观看晚会《乌
蒙沐歌》，《乌蒙沐歌》是沐川县立足独具魅力的生
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全新推出的原生态大型山水实景
剧。该剧依托自然山水，融合生态文化、历史文化、

犍为——沐川（龙门大峡谷漂流、沐川竹海、《乌
蒙沐歌》）——乐山
Qianwei—Muchuan (Longmen Grand Canyon Rafting, 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Wumengmuge)—Leshan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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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a l :  B r e a k f a s t ,  l u n c h  a n d  s u p p e r 
Accommodation: None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for Longmen Grand Canyon in Muchuan to experience 
rafting which features high drop, torrents and thrill. The 
rafting site is located in Xingfu Township, Muchuan 
County where you can enjoy the bamboo forest and 
evergreen plants amidst clouds and mists.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rafting journey is 9.6 kilometers and the 
overall drop is 158 meters.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a national AAA scenic spot 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located in southeastern Muchuan’s 
Yongfu Town. The town is 20 kilometers away from 
Muchuan County. The scenic spot boasts of vast 
bamboo forest.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scenic spot, the 
negative oxygen ions concentration is about 35,000 per 
cubic centimeter. The main attractions include: Shaw 
Hole Flying, Yinziyan Cave, Bo People Cave, Spring 
Garden, Shenlong Pool, Yongxing Lake, Southern Silk 
Road, Blue Sea and Sunglow, and Water Moon Wind 
Cave.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have supper. After 
supper they will enjoy Wumengmuge, an original large-
scale real landscape drama newly created based on the 
local unique ecology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uchuan County. Based on local landscapes, the 
drama combines ecological culture, history culture, 
folk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and other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lighting technology to 
present the ecological charm, history and folk customs 
amidst beautiful scenery. After the drama the tourists 
will return on a ride.

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元素，借助现代
光影科技，将竹乡的生态魅力、历史遗韵、民俗风情
尽展于山水之间。晚会结束后乘车返回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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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点 Highlight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郭沫若故居：郭沫若故居景区位于沙湾区文豪街 
315 号，是当代大文豪郭沫若的诞生地，郭老在这里
度过了童年时代，留下不少珍贵文物和史迹：有着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Guo Moruo: It is located 
at No.315, Wenhao Street, Shawan District. It is the 
birthplace of contemporary writer Guo Moruo who 
spent his childhood there. The residence, with a lot of 
valuable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sites, has a long 
history, splendid culture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s.

餐：中、晚    宿：福禄
早上八点左右集合出发，第一站前往沙湾郭沫若

故居游览，郭沫若故居坐北向南，背负绥山（即峨眉
山第二峰），面对沫水（即大渡河），由一座三进中
式木结构小四合院和一个小后花园组成。故居创建于
清代嘉庆年间，后经逐步扩建，至郭沫若父亲郭朝沛
经营家业时，达到如今规模，共有大小房间 36 间。
今天，它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郭沫若早年的诗作
《早起》、《茶溪》、《村居即景》等即作于此。

之后前往国家划水队训练基地，在这里你可以观
看国家划水队队员的激情水上运动表演，也可以亲自
体验摩托艇、快艇等带来的刺激与快乐。

之后前往渔人码头午餐，品尝大渡河鲜美河鱼，
这里面向青山，背倚铜河，环境幽静，风光别致，是
一家四星级农家乐。特色菜品软烧鱼，选用铜河野生
鱼作为食材，采用传统烹饪配方，名师主厨，食之柔
嫩不腻，鲜美无比，汤汁浓郁，满口生香，另有杂鱼

Local Areas—Shawan (Former Residence of Guo Moruo, 
Training Base of China Water Skiing Team, Fisherman's Wharf, 
Si’e Terrace)

火锅，同样脍炙人口。
午餐后，前往葫芦镇四峨梯田游览，四峨山梯田

位于乐山市沙湾区葫芦镇四峨村。这是一个大自然缔
造的神奇之地，颠覆了大家对风景的刻板印象，不是
一成不变的山山水水，也没有墨守成规的仪式感，而
是正如奇幻一般的梦境之绿，同时结合春天的万物复
苏，来这里，享受的不仅是视觉冲击，更多的是一种
对自然的敬畏喜爱。

游览完毕之后，前往福禄镇鱼洞子晚餐，入住休
息，结束今天的旅程，为明天的行程养精蓄锐。

三江宋塔
三江雁塔

沫若故里 ——铜河风
情二日自驾游
Hometown of Guo Moruo—Two-day 
Self-driving Tour around Tonghe River

04

当地——沙湾（沫若故居、划水队训练基地、渔
人码头、四峨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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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l: Lunch and supper Accommodation: Fulu 
Town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around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to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Guo Moruo 
in Shawan District. The south-facing residence is 
backed by Mount Sui (the second peak of Mount Emei) 
and it faces Dadu River. It consists of a small three- 
row quadrangle courtyard of wooden structure and 
Chinese style and a small back garden. The residence 
was built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ater gradually expanded. When the family 
business was run by Guo Moruo's father Guo Chaopei, 
the residence reached the current scale with a total 
of 36 rooms. Today, it still maintains its original style 
and features. Guo Moruo's early poems Getting up 
Early, Tea Stream and Village Life were created in the 
residence.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the training base 
of China Water Skiing Team where they can watch 
the national players’ water sports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the thrill and joy of motorboat, speedboat 
and other sports.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Fisherman's Wharf for 
lunch where they can enjoy delicious fish from Dadu 
River. The Fisherman's Wharf is a four-star farm-stay 
facing green mountains and backed by Tonghe River 
with a quiet environment as well as unique sceneries. 
The specialty braised fish is made of wild fish from 
Tonghe River by chef in traditional recipes. It is soft, 
tender, fresh, delicate but not greasy. The fish hot 
pot contains different kinds of fishes which is also 
mouthwatering.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visit Si’e Terrace which 

is located in Si’e Village, Hulu Town, Shawan District, 
Leshan City. This amazing land created by nature 
will subvert the stereotype about scenery. It is not the 
ordinary mountain and water scenery or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all flowers blooming. It looks like a green land 
in the dream, fantastic and free. Here you can not only 
experience visual impact but also feel the worship and 
love for nature.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Yudongzi, Fulu 
Town for supper. They will check in the hotel and have 
a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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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l: Breakfast and lunch   Accommodation: 
None

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nd set 
off for Tongzi Street reservoir area which is located in 
Gongzui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of Guodian Dadu 
River Company,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dustri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in China. The plant controls 
two large hydropower stat ions, namely Gongzui 
Hydropower Station and Tongjiezi Hydropower Station 
with a drainage area of 24.8 square kilometers. The 
surface of the lake glistens in peace. Amid the fishing 
boats, the lovely ducks, the magnificent peaks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the hanging rocks, the suspended 
springs and flying waterfalls, the singing birds and 
beautiful flowers, the tourists will be enchanted by 
the scene. In the reservoir area, there are dozens of 
islands which look like conch shells inlayed on the 

12 个，从洞口起分布于主洞两侧，署名的有同乐洞、
殆乐洞、长廊洞等。

之后前往龙岩攀岩基地，位于沙湾区铜茨乡营业
村 2 组，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自然攀岩基地。基地碧
波荡漾，渔船飘摇，白鹭成群，鸡鸣狗吠，薄雾缭绕。
水域风光及生物景观旅游资源好，且森林、竹林众多，
一级水质，空气负氧离子高，完全未被工业污染，是
天然氧吧。两岸山峰重峦叠翠，大自然造就了神奇的
山脉与地质景观，集秀、幽、雄、险于一身，外旷内
幽，奇景深藏。游览完毕之后乘车返回当地，结束愉
快的旅途。

后续：乐山是一个“美食之城”，这里有着无数
的美食特产和美食盛宴等着您来参与。

餐：早、中    宿：无
早餐后，集合出发，前往铜子街库区游览，位于

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国电大渡河公司龚嘴水力发
电总厂，下辖龚嘴、铜街子两座大型水电站之间，控
制流域面积 24.8 平方公里。库区湖面波光潋滟，水
平如镜，渔舟唱晚，群鸭嬉戏；两岸峰峦峭壁，溶洞
挂岩，悬泉飞瀑，鸟鹰翔旋，花香鸟语。库区内数十
座小岛如海螺嵌于水面，氤氲弥漫、风光明丽。

之后前往铜茨乡安茨、营业村，在当地农家乐午
餐，品尝农家豆花饭。

午餐后前往观硝头岩瀑布，探硝洞之神秘。硝洞
古遗址位于大渡河畔的悬崖上，坐西向东，总面积约 
33284 平方米。洞口及其主洞系天然溶洞，南北走向，
平均宽度 20 米，深不可测。主洞内有许多歧洞，其
采硝歧洞距洞口最远的达 500 米，采硝歧洞总共有 

Shawan (Yudongzi, Tongzi Street Reservoir Area, Longyan 
Rock Climbing Site)—Local Areas

沙湾（鱼洞子、铜子街库区、龙岩攀岩基地）— 
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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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of Guo Moruo—Two-
day Self-driving Tour around 

Tonghe River

Leshan Routes
04

surface of water. The mist-shrouded islands are bright 
and beautiful.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Anci Village and Yingye 
Village in Tongci Township to taste local farmhouse 
lunch and enjoy the Tofu pudding meal.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Xiaotouyan 
Waterfall to explore the mystery of the saltpetre cave. 
Located on the cliffs on the bank of Dadu River, the 
ruins of saltpetre cave are facing the east with a total 
area of 33,284 square meters. The entrance and 
themain cave are natural karst caves in a south-north 
direction with an average width of 20 meters. The cave 
looks bottomless. There are many branch saltpeter-
mining caves in the main cave, and the farthest one is 
500 meters from the entrance. There are a total of 12 
branch saltpeter-mining caves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 cave from the entrance. Of the branch 
caves, those with a name include Tongle Cave, Daile 
Cave and Changlang Cave. 

Then the tour is ts  wi l l  go to  Longyan Rock 
Climbing Site which is located in Group 2 of Yingye 
Village, Tongci Township, Shawan District. It is the 
largest natural rock climbing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where the tourists can see aqua waters, f ishing 
boats, egret flocks, barking dogs and crowing cocks 
amidst thin mists. In the site water scenery and 
biological landscapes and tourism resources are well 
integrated and it is surrounded by forests and bamboo 
forests. It boasts of first grade water qual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oxygen ions in the air. It is far 
away from industrial pollution, which makes it a natural 
oxygen bar. The amazing mountains and geological 
landscapes created by nature are beautiful, peaceful, 
majestic and perilous. Seen from the outside, it is open 
and spacious. When you go inside, you will find hidden 

wonders.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return on a ride 
and the happy tour ends.

Notes: Leshan is a "food city" where there are 
countless food specialties and feasts waiting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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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老干巴牛肉
福禄老干巴牛肉，选取优质鲜牛肉和 20 多种上

等天然香料，采用独特的青杠柴烤制工艺精制而成，
成品为条块状，色泽红褐油亮，香气四溢，疏松味美，
香脆化渣，回味悠长，令人望而生涎、食欲大开。既
是宴席之佳肴，也是馈赠之佳品，更是旅游休闲之常
备品。

门市地址：郭沫若故居旁边

光明鳝丝
“光明鳝丝”只用本地野生鲜活鳝鱼鲜活宰杀，

佐料大量采用椿尖儿、藿香、香蒜、生姜，合理配比，
其特点是鲜、香、滑、嫩、脆，是一道知名辅菜。

地址 : 嘉农镇新兴村二组

范店老腊肉
范店老腊肉的猪都是村民选取优质玉米、红薯等

粮食作物喂养出来的，是典型的绿色食品；制作过程
中，村民们用盐、八角、广姜、料酒等近 10 种佐料
腌制，再采用柏树枝、丝茅草等富含香味的作物熏制
而成。其成品风味独特，色香味俱全。

销售点：德胜国际酒店附近

Fulu Laoganba Beef
Fulu Laoganba Beef is made of high-quality fresh 

beef as well as more than 20 kinds of fine natural 
spices. It is roasted with cyclobalanopsis glauca 
f irewood in a special process. The f inished bar-
shaped product is in shiny reddish brown color which 
is redolent, mellow, crisp and appetizing with lingering 
aftertaste. It can be served as a delicacy at feasts or 
given as an excellent gift or enjoyed as travelling and 
leisure snacks.

Store address: Next to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Guo Moruo

旅游商品

乐山是一个“美食之城”，这里有着无数的美食特产和美食盛
宴等着您来参与。

Travel Goods

Fandian Bacon
The pigs used for making Fandian Bacon are 

raised with high- quality corn, sweet potatoes and 
other crops. So, the bacon is a typical green foo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ork is soused with nearly 
10 kinds of seasonings such as salt, star anise, ginger 
and cooking wine. Then, it is smoked with cypress 
branches, imperata cylindrica and other aroma-rich 
crops.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of unique flavor 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olor, aroma and taste.

POS: Nearby Desheng Internationa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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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农水煮鱼
嘉农水煮鱼以大渡河鲤鱼为原料，通过特殊烹调

制作，加入鸡汤、泡姜、泡椒、泡酸菜、姜蒜、胡椒
粉、葱段熬制，最后撒上适量花椒、辣椒，淋上煎熟
的菜油，再放入椿芽、藿香即成。成品红白绿黄相间，
油汤清亮，闻起来香辣扑鼻，令人垂涎欲滴。

地址：嘉农镇燎原村、苏稽至沙湾公路边。

太平豆腐干
但凡品尝过太平豆腐干的人，无不为其色、香、

味而赞不绝口，因为在发酵过程中放了木香、回香、
丁香、白香等多种香料熏浸，然后晾干，因而外表脆
黄、中间嫩白，真是看起来金灿灿，吃起来香喷喷，
令人垂涎。

温馨提示：如需在龙岩攀岩基地体验攀岩活动，
需自带装备，注意安全！

轸溪野生菌子汤
轸溪野生菌子汤，精心选用新鲜野生菌、鲜活野

生黄辣丁或者泉水鱼下锅，只略放一点大蒜去鱼腥，
温火慢煲，原汁原味、香味自然、纯正爽口、酽稠鲜
美，口感绵、甘、鲜、酽、纯，回味不绝。另外干煸
菌子茎杆、清蒸菌子等吃法，也别有风味。特别推荐

Guangming Shredded Eel
Guangming Shredded Eel is made of fresh local 

wild live eel with seasonings such as Chinese toon 
sprouts, agastache, garlic and ginger in well-balanced 
recipes. The finished products are fresh, fragrant, 
smooth, tender and crisp. And the spicy shredded eel is 
a well-known auxiliary dish.

Address: Group 2, Xinxing Village, Jia’nong Town

Jia’nong Boiled Fish
Jia’nong Boiled Fish is made of carps from Dadu 

River in special recipes. It is boiled with chicken soup, 
pickled ginger, pickled pepper, Chinese sauerkraut, 
ginger and garlic, pepper and green onion. Then it is 
sprinkled with Sichuan pepper and cayenne pepper, 
drizzled with hot fried vegetable oil and finished with 
Chinese toon sprouts and wrinkled Gianthyssop Herb. 
The fished dish is in red, white, green and yellow color 
in clear and bright soup. It smells spicy and redolent 
and looks mouth-watering.

Address: Beside Suji-Shawan Road, Liaoyuan 
Village, Jia’nong Town

Zhenxi Wild Mushroom Soup
Zhenxi Wild Mushroom Soup is made of selected 

fresh wild mushrooms, live wild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fish or pseudogyrinocheilus prochilus. A little garlic is 
added to remove the fishy flavor. It is simmered with 
mild heat. So, it is in original natural taste and flavor. It 
is fresh, tasty, thick, tender and refreshing with lingering 
aftertaste. Other recipes such as dry-fried mushroom 
stems and steamed mushrooms are also delicious and 
unique. Zhenxi Wild Mushroom Soup Wu's Food Shop 
is highly recommended.

Address: At the bridgehead of Mishi Bridge, Zhenxi 
Township, Shawan District

Taiping Dried Bean Curd
Taiping Dried Bean Curd wins with its color, smell 

and taste. In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it is smoked 
and soaked in various seasonings such as radix 
aucklandiae, foeniculum vulgare, clove and white 
fennel and dried. The surface is golden and crisp while 
the middle is white and tender. The mouth-watering 
bean curd looks golden and tastes good.

Tips: If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in rock climbing 
activities in Longyan Rock Climbing Site, please bring 
your own equipment and ensure your safety!

轸溪野生菌子汤吴氏食店。
地址：沙湾区轸溪乡米市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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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田 园 风 光 —— 品 万 亩 荔 枝 —— 享 露 营 生
活——体户外徒步 

荔枝湾：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岭南产荔枝，却不
知地处四川盆地的乐山同样出产荔枝。郭沫若曾写过
一首《忆嘉州》，其中有这样两句：“海棠香国荔枝湾，
苏子当年寓此间。”郭老所说荔枝湾，就是距离乐山
中心城区（市中区）几公里之遥的悦来乡荔枝湾村。

平羌小三峡：位于乐山市中区与眉山青神县之交
的岷江段，距乐山城区不到 10 公里。杜甫诗云：“外
江三峡且相接”，所指就是平羌三峡，宋代称湖襄峡，
明代始称平羌三峡。平羌小三峡由犁头峡、背峨峡、
平羌峡连贯而成，全长 12 公里，峡区河道迂回，山
川秀美，两岸田园风光旖旎。

餐：中、晚    宿：露营地
早上乘车前往乐山后花园——荔枝湾。荔枝湾

村背山临水，风景独特，是旅游休闲、户外活动的理
想之地。抵达荔枝湾，午餐品尝当地的农家饭。来到
荔枝湾，必不可少的就是荔枝。餐后到成片的万亩荔
枝林，开始荔枝采摘，品尝可口的荔枝。荔枝湾因其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出产荔枝历史悠久而享有盛
誉，至今还保留着上百年的官荔枝树。随后到达露营
地，安营扎寨，在营地里参加驴友派对活动。营地帐
篷搭建好后开始自助烧烤，啤酒音乐狂欢派对活动，
享受自由露营的快乐。

PS：官荔枝——在明朝，荔枝湾的荔枝被定为
贡品，一些果树被确定为“官荔枝”挂牌保护。

Enjoying the pastoral scenery—picking and tasting 
litchis—enjoying camping life— outdoor hiking

Litchi Bay: Most people know Lingnan produces 
litchi, but few of them know Leshan in the Sichuan 
Basin also produces litchis. Guo Moruo wrote a poem 
titled Memories of Jiazhou, saying Su Dongpo once 
lived in Litchi Bay known as a producer of Chinese 
cherry apples. The Litchi Bay mentioned in the poem is 
the Litchi Bay Village, Yuelai Township, which is just a 
few kilometers from Leshan city center (the center area 
of the city).

Pingqiang Three Little Gorges: It is located in 
the Minjiang River section at the junction of Leshan 
city center and Qingshen County, Meishan City. It is 
less than 10 kilometers from the Leshan city center. 
Du Fu's poem says that Waijiang River connects with 
the Three Gorges which refers to the Pingqiang Three 
Gorges. It was called Huxiang Gorg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Pingqiang Three Gorges in the Ming 
Dynasty. Pingqiang Three Little Gorges consists of 
Pinglitou Gorge, Bei’e Gorge and Pingqiang Gorge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2 kilometers. The gorge area 
features tortuous rivers,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idyllic 
sceneries.

荔枝湾 ——采摘露营
二日游
Litchi Bay: Two-day Tour of Picking and 
Camping

05

Local Areas—Litchi Bay

当地——荔枝湾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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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早、中 宿：无
早起穿越荔枝林，徒步登山到达乐山第一高

山——顶高山。观日出、田园风光美景，体验回归
自然的户外生活。然后徒步 5 公里穿越潘家园千亩
果园，到达平羌小三峡观美丽小三峡全景，平羌小三

荔枝湾一年四季生产鲜果，除了有名的荔枝外，
还有杨梅、樱桃、龙眼等。

Litchi Bay abounds in fresh fruits all the year 
round. In addition to the famous litchi, it also produces 
red bayberry, cherry and longan.

Meal: Lunch and supper Accommodation: 
Camping site 

In the morning, the tourists wi l l  gather at a 
designated place (as notified by the tour guide) to head 
for Litchi Bay, the back garden of Leshan. Litchi Bay 
is backed by mountains and surrounded by water. Its 
unique scenery makes it an ideal place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 Upon arrival, they will 
have local country-style cuisine. At Litchi Bay, litchi is 
a must. After the meal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the huge 
litchi orchards to pick and taste the delicious litchi. 
Thanks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Litchi Bay abounds in litchi. It is a well-known 
producer of litchi with a long history where tourists 
can find official litchi trees that have been arou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n they will go to the camping 
site where they will pitch the tent and have a party. 
After setting up the tents, they will have a self-help 
barbecue. They will enjoy beer, music, party activities 
and the pleasure of free camping.

PS: Official litchi: In the Ming Dynasty, litchis 
produced in Litchi Bay were designated as royal tribute 
and some litchi trees were tagged as official litchi trees 
for protection.

Meal: Breakfast and lunch  Accommodation: 
None

In the morning, the tourists will cross the litchi 
orchards and cl imb Mount Dinggao,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Leshan. On the mountain they will enjoy 
the sunrise, the idyllic scenery and the natural outdoor 
life. Then they will hike for five kilometers crossing 
the huge orchards in Panjiayuan before arriving at 
Pingqiang Three Little Gorges. Pingqiang Three Little 
Gorges consists of Litou Gorge, Bei’e Gorge and 
Pingqiang Gorge,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2 kilometers. 
The gorge area features tortuous rivers and beautiful 
sceneries. Then they will hike for six kilometers to 
return to the camping site where they will have self-
help experiential lunch. They will cook native chickens, 
ducks and pollution-free vegetables. After lunch they 
will go home and the pleasant tour ends.

峡由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连贯而成，全长 12 公里，
峡区河道迂回，风光绮丽。随后徒步 6 公里返回下山，
到达露营地。开始营地自助体验式午餐。做百家菜、
吃百家饭（土鸡、土鸭、绿色无公害蔬菜等），午餐
结束后返回各自的家，结束愉快的旅程。

旅游商品
Travel Goods

Litchi Bay—Pingqiang Three Little Gorges—Local Areas

荔枝湾——平羌小三峡——当地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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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乐山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三个世界遗产的宜
居旅游城市。李白、杜甫、黄庭坚、陆游都曾写诗赞
美它的秀丽景色。

2.1996 年峨眉山—乐山风景区被列为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

3. 2014 年乐山夹江县东风堰被列为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

4. 乐山也是一个吃货的天堂，甜皮鸭，钵钵鸡，
跷脚牛肉，跳水蛙，豆腐脑，叶儿粑，薄饼，三鲜冰
粉，麻辣烫，烧烤，蛋烘糕等独具地域代表性的美食
证明了食在四川，味在嘉州。

第一天早上从成都出发，经成乐高速公路，在夹
江收费站下高速前往夹江千佛岩景区，在前往景区途
中您会穿过一条老街，这里有着美味的农家小菜和豆
花饭，您可享受一顿美食后再进入景区。这里风景如
画，依山傍水。靠青衣江的石壁上刻凿 2400 余尊佛

1. Leshan is the only livable tourist city in China 
that has three world heritage sites. Li Bai, Du Fu, 
Huang Tingj ian and Lu You praised i ts beauti ful 
sceneries in their poems.

2. In 1996, Mount Emei-Leshan Scenic Area was 
listed as a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3. In 2014, Dongfeng Weir in Jiajiang County, 
Leshan City was listed in 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s.

4. Leshan is also a food paradise. Sweet Skin 
Duck,  Bobo's Chicken,  Qiaoj iao Beef ,  Tiaoshui 
Frog, Jellied Bean Curd, Leaf-wrapped Cakes, Thin 
Pancakes, Fr ied Food, Three-del icacy Bingfen, 
Malatang, Barbecue, Special Pancakes and other local 
representative foods prov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Leshan in the Sichuan food culture.

像，故称“千佛岩”。佛像开凿于隋，兴盛于唐，
延及明，清。造型优美，技艺精湛，姿态各异，绚
丽多彩，岩壁上还有琳琅满目的历代题刻，是一场
不可错过的文化之旅。

在岩壁下您可观赏到一座距今已延续使用 350 
余年的水利工程，时而穿崖而过，时而飞流直下，
这便是同浙江丽水通济堰，湖北新华紫鹊界梯田及
福建莆田木兰陂一起被列为我国首批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的东风堰，也是四川省内唯一一处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

在欣赏了千佛崖佛像的高超石刻艺术和东风堰
的壮观后驱车前往拥有着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的峨眉山市入住，峨眉山市有
温泉酒店，熊猫主题酒店，五星级、商务型等各类
酒店，可以选择适合您的一款酒店。在酒店办理入
住后，可驱车在市区寻找隐藏在闹市中的美食，峨
眉萝卜汤，酸菜老鸭汤，龙池烤鱼，高桥豆腐脑等
美味佳肴是旅途中的另一道风景线。饱餐后，可感
受下峨眉山的温泉，为第二天的登金顶，拜圣山养
精蓄锐。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世界遗产文化休闲美
食之旅三日游
Three-day Tour of World Heritages for 
Culture, Leisure and Food

06

Chengdu—Jiajiang (Qianfo Cliff, Dongfeng Weir)—Mount Emei

成都——夹江（千佛岩、东风堰）——峨眉山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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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rst morning,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from 
Chengdu, via Chengdu-Leshan Expressway and get 
out of the highway at Jiajiang Toll Station and finally 
arrive at the Jiajiang Qianfo Cliff Scenic Area. On 
the way to the scenic area, you will pass through an 
old street where you can enjoy delicious farm food 
and Tofu pudding meal before going into the scenic 
area. The scenic area boasts of picturesque scenery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waters. On the bank of 
the Qingyi River, the stone wall is lined with more than 
2,400 carved stone Buddhist statues, hence the name 
"Qianfo Cliff", meaning the cliff having thousands of 
Buddhas. The chiseling of statues began in the Sui 
Dynasty, flour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extende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have graceful 
designs, masterful workmanship, varied postures and 
gorgeous colors. On the stone wall there are also 
dazzling array of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It is a cultural 
journey you can’t miss!

Under the stone wal l ,  you can see 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at has remained in use for more 
than 350 years. It sometimes crosses the cliffs, and 
sometimes flies straight down. This is Dongfeng Weir, 
which was listed in 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s along 
with Tongji Weir in Lishui, Zhejiang, Xinhua Purple 
Magpie Field in Hubei, and Mulanpo in Putian, Fujian. It 
is also the only 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 in Sichuan.

After the tour of Qianfo Cliff featuring superb stone 
carving art and the magnificent Dongfeng Weir, the 
tourists will ride to Emeishan City which boats of one of 
the four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 Mount Emei. The 
city has hot spring hotels, panda-themed hotels, five 
star hotels, business hotels and other types of hotels. 

You will find the one that suits you. After checking 
in the hotel, you can drive in the city to explore the 
delicious foods along the busy streets. Emei Radish 
Soup, Sauerkraut Duck Soup, Longchi Grilled Fish, 
Gaoqiao Jellied Bean Curd and other delicacies will 
bring more happiness to you. After the meal, you can 
experience the hot spring of Mount Emei to relax. Wish 
you a wonderful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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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xt morning,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the 
parking lot of Leidongping by a scenic tourist car and 
then walk to Jieyin Temple. On the way, you will see 
lovely monkeys sitting on the fence and asking the 
tourists for food. Arriving at Jieyin Temple, you can 
choose to walk or take the cableway to Golden Summit.

Golden Summit features four wonders, namely 
sunrise, sea of clouds, the light of Buddha and the 
holy lights. You will see the wonders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You can worship Samantabhadra and walk 
around the statue along the red carpet devoutly. Mount 
Emei is a famous place of worship where you can make 
wishes. You can also walk along the abandoned train 
track to Wanfoding with the best view on the mountain. 
After the tour at Golden Summit, you can return to the 
parking lot of Leidongping and then go to the parking 
lot of Wannian Temple by a scenic tourist car. Near the 
parking lot, you can sit in a small farmhouse and order 
a few specialties of Mount Emei such as bitter Bamboo 
shoots and meat soup and konjak and have a rest.

In the af ternoon,  you can walk or  take the 
cableway to Wannian Temple where you can watch the 
Wuliangzhuan Hall and the treasure of Mount Emei, the 
bronze statue of Samantabhadra on an elephant. You 
can also enjoy Baishuiqiufeng, one of the ten ancient 
attractions of Mount Emei and listen to the sound of 
Babina adenopleura, a special species of Mount Emei. 
Then you can walk to visit the magic White Dragon 
Grotto, Thin Strip of Sky, a wonder of the nature and 
the natural wild monkey areas. Then you can return to 

第二天一早乘坐观光车前往峨眉山雷洞坪停车
场，从雷洞坪停车场步行前往接引殿，在步行途中，
会发现一群峨眉山的灵猴坐在护栏上，向游客索要食
物，憨态可掬。到了接引殿可选择步行或乘坐索道前
往金顶。

在金顶能够看到四大奇景，日出，云海，佛光，
圣灯。相信有缘人一定会欣赏到这些美景的。金顶的
十方普贤菩萨一定要朝拜一下，虔诚地顺着红色的地
毯围绕着佛像转上几圈，峨眉山的香火是很旺盛，有
所求还是比较灵验的。也可以顺着景区废弃的小火车
道徒步到万佛顶，去欣赏下整个峨眉山视野最好的地
方。游览完金顶的美景后便可回到雷洞坪停车场，乘
坐观光车前往万年寺停车场，在停车场附近找上一家
农家小院，点上几样峨眉山的特产如，峨眉苦笋肉片
汤，峨眉山的魔芋小菜，美餐一顿稍作休息。

下午，可步行可乘坐索道前往万年寺，游览无梁
砖殿，欣赏峨眉山的镇山之宝——普贤菩萨骑象铜
像，还可在寺中欣赏到峨眉山古十景之一的“白水秋
风”，可以聆听峨眉山特有物种“弹琴蛙”的演奏，
接着步行游览神奇的白龙洞，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
一线天，生态猴区，之后返回清音阁，清音阁据说是
峨眉山最美的地方，有双桥清音、牛心石等美景，美
不胜收。

峨眉之旅结束后，可驱车前往乐山市区，车程 
40 分钟左右，乐山市区有着众多酒店客栈如睡眠主
题酒店、禅意酒店、开元大酒店、金海棠宾馆等。选

好酒店，办理好入住后，可前往乐山著名的美食街如
张公桥，嘉兴路，宝马街等逛一下乐山的夜市，品尝
下乐山美食，甜皮鸭，钵钵鸡，麻辣烫，跳水蛙，烧
烤等。

Mount Emei (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Wannian  
Temple,Qingyin Pavilion)—Leshan

峨眉山（金顶、万年寺、清音阁）——乐山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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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njoying breakfast in the hotel, you can drive 
to the Giant Buddha scenic spot facing the Leshan city 
across the river. The Giant Buddha is situ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scenic spot. The scenic spot has many 
natural and cultural attractions such as Giant Buddha, 
Divine Treasure Pagoda, Lingyun Temple, Haishi Cave, 
and the thrilling zigzag paths along the cliff, Buddhist 
Paradise, Dongpo Tower, Mahao Rock Tombs, Boat-
shaped Ancient Villages and Mount Wuyou. Leshan 
Giant Buddha is the largest and tallest stone Buddha 
statue in the world. It lies at the confluence of Minjiang 
River, Qingyi River and Dadu River. It took more than 
90 years to build this 71-meter-high stone statue. 
Walking down the plank road which was used for 
building the statue and standing before the lofty Giant 
Buddha, you may feel that you have traveled back to 
thousands of years ago. You can also worship Maitreya 
in the Maitreya Cave, watch the Lingyun Tower on 
Mount Lingyun and read Dongpo’s poems on Dongpo 
Tower. You can enjoy yourself in the beautiful sceneries 
and cultural stories.

After the tour, you can drive for 20 minutes to 
Wutongqiao District to taste Xiba Tofu. Xiba Tofu is 
ground with well water. As a scholar said, the tofu feast 
is so delicious that you will feel you are in paradise. 
Complete your tour of world heritages and culture with 
the tofu feast!

早上酒店用完早餐后，就驱车前往与乐山市区隔
江相望的大佛景区。景区以乐山大佛为中心，包括乐
山大佛，灵宝塔，凌云寺，海师洞，九曲凌云栈道，
佛国天堂，东坡楼，麻浩岩墓，船型古村，乌尤山等
自然人文景观。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
像，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通高 
70 余米，历经 90 余年，三代人的辛劳才凿刻而成，
顺着修建大佛时的栈道而下，站在巍峨的大佛面前，
让人仿佛穿越到千百年前。您也可以在大佛景区弥勒
洞中拜弥勒佛，凌云山上观凌云塔，东坡楼上读东坡，
各种美景，人文故事应接不暇。

游览结束后，驱车 20 分钟，可前往五通桥区，
去品味西坝豆腐的美味盛宴。西坝豆腐采用凉水井井

Qingyin Pavilion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on Mount Emei. It features attractions such as 
Two-bridge Suspended Pavilion and Cow Heart-shaped 
Stone which are feast for the eyes.

After the tour on Mount Emei, you can drive to 
Leshan downtown, about a 40 minute ride. Leshan 
city has many hotels, such as sleep-themed hotels, 
Zen hotels, Kaiyuan Hotel and Jinhaitang Hotel. After 
checking in the hotel, you can go to famous food 
streets in the city, such as Zhanggong Bridge, Jiaxing 
Road and Baoma Street to taste the special snacks 
such as Sweet Skin Duck, Bobo's Chicken, Malatang, 
Tiaoshui Frog, Fried Food and Barbecue.

水来研磨豆子。有文人赞道“一品豆腐宴，尝尽天下
鲜，美味甲环宇，凝似作神仙”。用一场美味的豆腐
宴给您的世界遗产文化之旅画上一个完美句号吧。

Leshan (Giant Buddha Scenic Area)—Wutongqiao (Xiba Tofu)
乐山（大佛景区）——五通桥（西坝豆腐）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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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特色 Features

穿越“娑婆国度”门，感受宁静优美的禅院园林
风光；圆觉莲池边沾睡莲福气；如果有缘，可观看金
顶倒影奇观；体验佛家每天修持必做的早晚功课，感
受佛家的修行；品尝寺院原汁原味的可口素早点；普
贤菩萨法像前烧香许愿，祈求平安，与佛结缘；燃祈
福心灯祈佑前程光明，心想事成；参加佛教神圣的开
光法会；鲜花朝拜释迦牟尼佛，祈愿事业圆满、人生
如意。

1、大佛禅院——作为朝拜峨眉山的第一门户，
是前往峨眉祈福、朝拜的第一站，也是必去之地；

2、报国寺——峨眉山的第一座寺庙、峨眉山佛
教协会所在地，是峨眉山佛教活动的中心；

3、伏虎寺——又称伏虎禅院、神龙堂、虎溪精舍，
位于四川峨眉山山麓，与报国寺相邻；

4、十方普贤——十方普贤金像位于峨眉山金
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像。金佛通
高 48 米代表的是阿弥陀佛的 48 个愿望。“十方”
是意喻普贤的十大行愿能圆满十方三世诸佛和芸芸众
生。

Local Areas—Litchi Bay

The tourists will cross the Gate of Saha World of 
Buddha Temple to experience the quiet and beautiful 

灵秀峨眉 • 静心禅修
三日之旅
Three-day Retreat on Mount Emei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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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Schedules

早上乘车抵达大佛禅院，穿越大佛禅院“娑婆国
度”门（俗称人间门）进入禅院园林区，感受宁静优
美的禅院园林风光。

10:00 领取禅修居士服，分房整理，净身。
10:30 山门集众，法师带领参观大佛禅院，礼佛

敬香。
11:30——12:00 过堂（午斋）
12:00——13:30 休息
13:30——14:00 整理，净身
14:00——18:30 禅院大众茶院抄经和品禅茶，

钢笔或毛笔抄写《心经》《大悲咒》《普贤菩萨行愿
品》，沉静在自己的内心，体悟经文的含义，得到佛
和菩萨的加持，让智慧的光明照耀着我们，最后所抄
经文留寺供奉品禅茶，以茶为契机，创造一个宁静和
谐的氛围，从而达到内心的解脱无缚，自在安乐。体
现事理如一，并最终超然于物外，成就事事无碍的一
种理想的人生和生活境界。学员借次机会可以向法师
倾诉压力和烦劳，获得法师开导。

18:30——19:00 随法师于“五观堂”一起感受
佛教礼仪药石（晚斋）

19:00——20:30 喂养寺院鱼，鹿，鸟，天鹅等
小动物

20:30 回房
21:30 止静

temple garden scenery. They will visit the Yuanjue 
lotus pond and watch the reflectionof Golden Summit 
in the water if fortunate enough. They will experience 
Buddhist practice every day, feel Buddhist morality 
and taste the authentic delicious breakfast in the 
temple. They will also burn incense and make a vow 
to Samantabhadra, praying for peace and forming ties 
with Buddhism. Moreover, they will light heart-shaped 
blessing lights, praying for a bright future and good 
luck. They will attend the sacred Buddhist ceremonies 
and worship Sakyamuni Buddha with flowers, praying 
for career success and a happy life.

1. Grand Buddha Monastery—The first gateway 
to the pilgrimage to Mount Emei, the first stop to the 
pilgrimage to Mount Emei and a must for worshippers;

2. Baoguo Temple—The first temple of Mount 
Emei, the location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Emei 
Mountain and the center of Buddhist activities of Mount 
Emei;

3. Fuhu Temple—It is also known as Tiger Temple, 
Dragon Hall and Huxi Cabin. It is located on the foothill 
of Mount Emei and adjacent to Baoguo Temple.

4. Ten-direction Statue of Samantabhadra—The 
golden statue is located at 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currently the world's largest and highest ten-
direction statue of Samantabhadra. The statue is 48 
meters high, representing Amitabha's 48 wishes. Ten-
direction implies Samantabhadra’s ten wishes will favor 
all the Buddhas and all living beings.

In the morning, the tourists wi l l  gather at a 
designated place (as notified by the tour guide) and 
ride to Grand Buddha Monastery. They will cross Local Areas—Grand Buddha Monastery

当地——大佛禅院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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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 Get-up time
05:40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in the Mahavira Hall 

to listen to the morning bell and enjoy the joy of Zen.
06:00 - 07:00 The tourists wil l have morning 

Buddhist practice with the master to experience the 
monks’ peace and diligence.

05:20 开静（起床）
05:40 大雄宝殿集众，聆听禅院晨钟，享受内心

的禅悦
06:00——07:00 随法师早课，勤修戒定慧，体

验出家人的平和精进，毫不懈怠
07:00——07:30 随法师于“五观堂”一起感受

佛教礼仪，用早斋
07:30——08:30 整理，净身
09:00——11:30 随法师从大佛禅院山门处起，

随引罄声三步一拜或三步一问讯至大雄宝殿，于大雄
宝殿内齐念诵《大悲咒》《心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等礼佛叩拜，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号”并绕寺
院绕佛一周，于佛前祈福，自愿将自己的心语心愿留
在大佛禅院四周，百余清净庄严法师天天为我们诵经
加持，让我们得健康。

11:30——12:00 集众“五观堂”颂经，过堂（午
斋）

12:00——13:30 休息
13:30——14:00 整理，净身
14:00——15:00 大雄宝殿诵经
15:00——17:00 参观报国寺、伏虎寺
17:00——18:30 打坐
18:30——19:00 随法师于“五观堂”一起感受

佛教礼仪药石（晚斋）
19:30——20:30 大佛禅院行愿广场，佛家武术

学习
20:30 回房
21:30 止静

the Gate of Saha World of Grand Buddha Monastery 
(commonly known as the Gate of Mortal World) to 
the garden district of the temple, to feel the quiet and 
beautiful temple garden scenery.

10:00 The tourists will receive the lay Buddhist 
clothes, go to assigned room, clear up and clean the 
body.

10:30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t the gate. Led by 
the master, they will tour Grand Buddha Monastery, 
worship the Buddhas and offer incense.

11:30 -  12:00 The tour ists wi l l  have formal 
Buddhist lunch.

12:00 - 13:30 The tourists will have a rest.
13:30 - 14:00 The tourists will clear up and clean 

the body.
14:00 - 18:30 The tourists will copy scriptures and 

taste tea in the tea house of the temple. They will copy 
sutras including Heart Sutra,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Samantabhadra Meditation Sutra with a pen 
or writing brush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s and get blessings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 The scriptures copied 
by the tourists will be kept in the temple as worship. 
Tea can create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atmosphere 
to achieve inner relief without bound and detached 
attitude towards life. Finally, they will hold themselves 
aloof from the world and reach an ideal mental state 
of living, that is, everything goes with no obstacle. The 
tourists can talk with the masters about their pressures 
and troubles and get guidance.

18:30 - 19:00 Led by the master, the tourists will 
have formal Buddhist supper i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Dining Hall.

19:00 - 20:30 The tourists will feed fish, deer, 
birds, swans and other small animals in the temple.

20:30 The tourists will go back to their room.
21:30 Bedtime.

Grand Buddha Monastery—Baoguo Temple—Fuhu Temple
大佛禅院——报国寺——伏虎寺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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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 07:30 Led by the master, the tourists 
wi l l  have formal Buddhist  breakfast  i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Dining Hall.

07:30 - 08:30 The tourists will clear up and clean 
the body.

09:00 - 11:30 Led by the master,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from the gate of the temple to the Mahavira 
Hall. On the way to the hall, they should kowtow or 
clasp hands every three steps with the sound. In 
the Mahavira Hall, they will chant sutras including 
Heart Sutra,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nd 
Samantabhadra Meditation Sutra, go around the temple 
and pray in front of the Buddha, leaving their wishes in 
the temple.

11:30 - 12:00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i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Dining Hall to chant sutras and have 
formal Buddhist lunch.

12:00 - 13:30 The tourists will have a rest.
13:30 - 14:00 The tourists will clear up and clean 

the body.
14:00 - 15:00 The tourists will chant sutras in the 

Mahavira Hall.
15:00 - 17:00 The tourists will tour Baoguo Temple 

and Fuhu Temple along the hiking corridor.
17:00 - 18:30 The tourists will sit in meditation.
18:30 - 19:00 Led by the master, the tourists will 

have formal Buddhist supper i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Dining Hall.

19:30 - 20:30 The tourists will learn Buddhist 
martial arts atthe Aspiration Square of Buddha Temple.

20:30 The tourists will go back to their room.
21:30 Bedtime

05:20 开静（起床）
05:40 大雄宝殿集众，聆听禅院晨钟，享受内心

的禅悦
06:00——07:00 随法师早课，勤修戒定慧，体

验出家人的平和精进，毫不懈怠
07:00——07:30 随法师于“五观堂”一起感受

佛教礼仪，用早斋

Grand Buddha Monastery—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Local Areas

大佛禅院——金顶——当地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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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 Get-up time
05:40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in the Mahavira Hall 

to listen to the morning bell and enjoy the joy of Zen.
06:00 - 07:00 The tourists wil l have morning 

Buddhist practice with the master to experience the 
monks’ peace and diligence.

07:00 - 07:30 Led by the master, the tourists 
wi l l  have formal Buddhist  breakfast  in the Five 
Contemplations Dining Hall.

07:30 - 08:30 The tourists will clear up and clean 
the body.

08:40 - 16:30 The tourists will take scenic tourist 
cars for two hours to Leidongping. Then they will walk 
for 1.5 kilometers to Jieyin Temple from where they 
will go to 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by cableway. 
At Golden Summit they will kowtow toSamantabhadra 
and visit Huazang Temple. After lunch they willreturn by 
cableway and a scenic tourist car.

07:30——08:30 整理，净身
08:40——16:30 乘景区观光车约 2 小时至雷洞

坪，步行 1.5 公里—接引殿（乘索道上行）至金顶，
顶礼叩拜十方普贤菩萨，参观华藏寺，午餐后乘下行
索道及观光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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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han (Leshan Giant Buddha, Oriental Buddha 
Park, Ebony Museum)—Mount Emei (Baoguo Temple, 
Qingyin Pavilion, 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Jinkouhe (Mount Dawa) 

In the morning, the tourists wi l l  gather at a 
designated place (as notified by the tour guide) to 
head for the Leshan Giant Buddha which is known 
as “Buddha and Mountains are One”. They will climb 
the high mountains, experience the thrilling zigzag 
paths along the cliff, watch Leshan Giant Buddha, the 

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乐山（乐山大佛、东方佛都、乌木博物苑）——
峨眉山（报国寺、清音阁、金顶）——金口河（大瓦山）

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素有 “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 ” 之称。位于四川省乐山
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濒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
江汇流处。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 71 米，是中国
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境内，
是中国“ 四大佛教名山 ” 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
丽，素有 “ 峨眉天下秀 ” 之称，山上的万佛顶最高，
海拔 3099 米，高出峨眉平原 2700 多米。《峨眉郡志》
云：“ 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细而长，
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

大瓦山：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北
岸，海拔 3236 米。山顶高出东面的顺水河谷 1860 
米，高出南面的大渡河水面 2646 米，其相对高度
仅次于世界第一高大桌状山 —— 南美圭亚拉高原 
2743 米高的罗奈马山。

早上在指定地点集合（时间以导游通知为准）乘
车前往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之称的乐山
大佛景区，登凌云山，体验惊心动魄的九曲栈道，在
中国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乐山大佛脚下观佛，
感受三江汇流的激情与澎湃；午餐后游览东方佛都，
景区荟萃了国内外佛教艺术珍品大小佛像万余尊，气
势恢宏，蔚为壮观；晚上到张公桥自由品尝乐山美食。
饱餐后前往酒店休息，为第二天朝拜峨眉山养精蓄锐。

Leshan Giant Buddha: Leshan Giant Buddha, 
also called Lingyun Buddha, is known as “the Buddha 
is a mountain, and the mountain is a Buddha”. The 
Buddha is located near the Lingyun Temple, off the east 
bank of the Minjiang River, south of Leshan, Sichuan. 
It is located on the confluence of Dadu River, Qingyi 
River and Minjiang River. The Buddha is a sitting statue 
of Maitreya which is 71 meters high. It is the largest 
statue carved on cliffs in China.

Mount Emei: Located in Emeishan City, Leshan, 
Sichuan, Mount Emei is one of the four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The steep mountain is known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mountain 
is Wanfoding with an elevation of 3,099 meters, 
more than 2,700 meters higher than the Emei Plain. 
According to Annals of Emei Prefecture, the mountain 
looks like an eyebrow of a beauty which is long and 
thin as well as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hence the name 
Mount Emei.

Mount Dawa: It is located off the north bank of 
Jinkou Grand Canyon, Dadu River, Leshan, Sichuan. It 
is 3,236 meters above sea level, 1,860 meters higher 
than the Shunshui River Valley on the east, and 2,646 
meters higher than the water level of Dadu River on the 
south. Its relative height is second only to the world’s 
highest and largest table mountain, Mount Roraima 
which is 2,743 meters high on the Guiana Highlands, 
South America.

乐山、峨眉山、大瓦
山四日游
Four-day Tour in Leshan, Mount Emei 
and Mount Dawa

08

Local areas—Leshan (Leshan Giant Buddha, Oriental 
Buddha Park)

当地——乐山（乐山大佛、东方佛都）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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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车前往中国佛教名山、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峨眉山。抵达峨眉山，乘车至雷洞坪，
步行半小时至接引殿，步行或者自行乘坐索道至峨眉
主峰——金顶（海拔 3077 米），在最高的观景平台
观云海、佛光、金银铜殿、十方普贤等自然奇观和佛
教奇观，在世界最大的朝拜中心祈福许愿。观美丽诱
惑的舍身崖，自金顶下望，可见云雾似海，时而波涛
翻涌，时而风平浪静，变幻无穷。游览完毕返回雷洞
坪乘观光车至万年寺停车场，午餐品尝素斋。午餐后
步行或者自行乘坐索道至峨眉主峰千年古刹万年寺，
参观无粱砖殿， 以及峨眉山的镇山之宝——重 62 

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for Mount 
Emei, a famous Buddhist mountain in China. The 
mountain has been listed in World Heritage List as a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rriving at the mountain, 
the tourist will go to Leidongping on a ride. Then they 
will walk for half an hour to Jieyin Temple. They will 
go to the highest peak, Golden Summit (3,077 meters 
above sea level) on foot or by cableway. On the highest 
viewing platform, they can enjoy natural wonders and 

largest statue carved on cliffs in China and feel the 
spectacular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rivers. After lunch 
they will visit Oriental Buddha Capital where they can 
find Buddhist art treasur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ore than 10,000 Buddha statues. During the night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Zhanggongqiao to taste local 
delicacies. Then they will go to the hotel for rest and 
conserve strength for the next day’s worship on Mount 
Emei.

吨的普贤骑象。随后继续游玩参观白龙洞、清音阁、
一线天、黑龙江栈道、自然生态野生猴群，与峨眉山
灵猴零距离接触后在五显岗下山。抵达山脚，入住峨
眉酒店。

Leshan—Mount Emei (Golden Summit of Mount Emei, 
Wannian Temple, Qingyin Pavilion, Thin Strip of Sky, 
Ecological Monkey Area)

乐山——峨眉山（金顶、万年寺、清音阁、一
线天、生态猴区）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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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车前往金口河。感受被《中国国家地
理》评选为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的——金口河大
峡谷峡谷风光，峡谷两岸奇峰突起，危岩耸立，构成
各种象形景观，似人似兽，栩栩如生、重重叠叠的山
峦上，绿树成荫，飞瀑跌宕，各种山花野草争奇斗艳，
形成一道道绚丽的风景，自然情韵雅致不凡。下午参
观铁道兵博物馆，铁道兵博物馆位于国家级地质公园
大渡河峡谷腹地，坐落在我国唯一的洞中火车站关村
坝的上端，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铁道兵为纪念主题的博
物馆。进入铁道兵博物馆后就进入历史的当年，在过
去的艰辛岁月中，了解这些英烈及在世的铁道兵勇士。
参观完后前往金口河入住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游玩，大瓦
山脚下，有 5 个天然的高山冰川湖泊，分别是大天池、
干池、鱼池、高梁池、小天池。远望大瓦山，如突兀
的空中楼阁，又如叠瓦覆于群山之巅，在地质结构上
与峨眉山、瓦屋山相同，因而被称为“蜀中三绝”。
但大瓦山与峨眉山、瓦屋山相比在地貌景观上更为奇
特。从峨眉山顶望去，大瓦山像一只巨大的诺亚方舟，
船舷高耸在云海之中。游玩结束后，乘车返回当地，
结束愉快的旅程。

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Jinkou River 
on a ride. They will visit the Jinkou River Gorge which 
is named one of the ten most beautiful gorges in China 
by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At the gorge they can 
watch the marvelous peaks on the banks of the gorge 
and protruding crags which form various vivid images, 
the overlapping mountain ranges, the trees and flowers 
of various colors and flying waterfalls. All of these form 
a beautiful landscape which is natural, elegant and 
charming. In the afternoon the tourists will visit Railway 
Corps Museum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head for Dawa 
Mountain National Wetland Park on a ride.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there are five natural alpine glacial 
lakes, namely Datianchi, Ganchi, Yuchi, Gaoliangchi 
and Xiaotianchi. Looking from a distance, Mount Dawa 
looks like an abrupt castle in the air, or overlapping 
tiles covering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Mount Dawa is similar to that of Mount 
Emei and Mount Wawu. So, they are called The Three 
Wonders of Sichuan. Compared with Mount Emei and 
Mount Wawu, the landscapes of Mount Dawa are more 
peculiar. Looking from the top of Mount Emei, Mount 
Dawa looks like a giant Noah's ark with its rail towering 
in the clouds.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return and 
the happy tour ends.

wonders of Buddhism such as Sea of Clouds, Light 
of Buddha, Golden Hall, Silver Hall and Bronze Hall 
and Statue of Samantabhadra. The tourists will pray in 
the world's largest center of worship. Standing at the 
beautiful and enticing Sheshen Cliff, the tourists can 
look down from Golden Summit. The clouds and mists 
rise up and down like the waves on the sea. After the 
tour on the top, the tourists will return to Leidongping 
from where they will get back to the parking lot of 
Wannian Temple by tour car. For lunch, they will have 
Buddhist cuisine. After lunch they will head for the 
highest peak of the mountain on foot or by cableway. 
They will visit the ancient Wannian Temple where they 
can watch the Wuliangzhuan Hall and the treasure of 
Mount Emei, the 62-tonne statue of Samantabhadra. 
Then they will visit White Dragon Grotto, Qingyin 
Pavilion, Thin Strip of Sky, Heilongjiang Plank Road 
and Natural Wild Monkey Area to watch and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monkeys before getting down from Wuxian 
Hump. They will return to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nd 
stay in Emei Hotel.

Dadu River Valley, a national geological park. The 
museum is on the top of Guancunba, the only train 
station in the cave in China and it is the only museum 
dedicated to railway corps in China. In the museum 
the tourists will learn about the stories of heroes and 
warriors in the railway corps in the hard times.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Jinkouhe to check in the 
hotel.

Mount Emei—Jinkouhe (Jinkou River Gorge, Railway Corps 
Museum)

Jinkouhe (Dawa Mountain National Wetland Park)—Local Areas

峨眉山——金口河（金口河大峡谷、铁道兵博物馆）

金口河（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当地

D3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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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1、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
2、古榕遮天蔽日，水面碧波荡漾——五通桥小

西湖
3、规模位居四川第一、全国第四的文庙——犍

为文庙
4、世界上唯一还在运行的蒸汽窄轨小火车——

嘉阳小火车
5、素有“绿色明珠”、“天然氧吧”之美誉——

川西竹海景区
6、全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彝家新寨 —— 马边烟

峰彝家新寨

餐：中、晚餐    宿：犍为
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前往乐山港肖公嘴乘坐游船，

乘船观赏乐山大佛及睡佛。乐山睡佛又称隐型睡佛，
位于乐山城侧的三江（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
睡佛全长 4000 余米。逼真的佛头、佛身、佛足由乌
尤山、凌云山和龟城山三山联襟组成，四肢齐全，体

1. Mountain and Buddha are one—Leshan Giant 
Buddha

2. Bathed in lush ancient banyan trees reflecting 
the ripples of lake—Small West Lake of Wutongqiao

3. Largest in Sichuan and ranking 4th across 
China—Qianwei Confucian Temple

4. The only narrow—gauge steam train still running 
in the world—Jiayang Small Train

5. Known as Green Pearl and Natural Oxygen 
Bar—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6. Largest scale Yi family new village in Sichuan—
Mabian Yanfeng Yi Family New Village

时尚乐山，复古犍为，醉
氧沐川，如画马边——休
闲文化四日游
Fashionable Leshan, Vintage Qianwei, Natural 
Oxygen Bar Muchuan, Picturesque Mabian—Four-
day Leisure and Culture Tour

09
态匀称，面目清秀，安祥地静卧在三江之上，仰面朝天，
慈祥凝重。乐山大佛位于睡佛的胸口，形成“心中有
佛”。上岸后前往牛华镇品味当地最出名的美食“麻
辣烫”，麻辣烫的口味特点正如它的名字，不过还要
加上一个“鲜”字。因为多采用新鲜生料，本味突出，
当然鲜。烹饪行业说的“辣不盖鲜”，“一烫如三鲜”
就是这个道理。享用午餐后乘车前往五通桥小西湖自
由活动，五通桥景区位于四川乐山市南 24 公里，是
一座颇有特色的水乡古镇。清代诗人李嗣源称赞“烟
火万家人上下，风光应不让西湖”，故有“小西湖”
之称。晚餐则前往西坝镇品尝豆腐宴，西坝豆腐历史
悠久，于东汉时期传入，精于唐宋时期，兴盛于明朝
万历年间，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餐后乘车前
往犍为入住。

乐山 （乐山大佛、隐形睡佛）——牛华（麻辣
烫）——五通桥（小西湖、西坝豆腐）——犍为

D1

Leshan (Leshan Giant Buddha, Invisible Sleeping Buddha)—
Niu Hua (Malatang)—Wutongqiao (Small West Lake, Xiba 
Tofu)—Qi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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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早、中、晚餐   宿：犍为
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前往参观犍为文庙，犍为文

庙始建于北宋真宗祥符年间（公元 1008—1016 年），
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和民国 900 余年的风雨。
目前占地 36 亩，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全国现存
文庙中，规模位居全国第四，四川第一。随后前往嘉
阳古镇，乘坐世界上唯一还在运行的蒸汽窄轨小火车，
沿途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观赏老鹰嘴险峻隧道，亮
水陀人工彩虹，欣赏密封岩人字型火车掉头，到达本
站小火车终点站——芭蕉沟古镇并用餐。餐后乘坐
老爷车到桫椤峡谷（全程 7.5 公里）中观赏原始峡谷
风景，见证恐龙时期遗留的活化石桫椤树。随后到马
庙码头乘游船游览风景秀丽的桫椤湖美景并到达青龙
峡谷，爬山游玩纯天然原始森林 , 结束后再乘游船至
本次旅程终点站——大马码头。晚餐后入住犍为，
晚上可自行外出品尝犍为当地特色小吃犍为薄饼、葱
油饼、罗城牛肉、叶儿粑等，五香十色、滋味十足。

Meal: Lunch and supper   Accommodation: 
Qianwei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for 
Xiaogongzui Wharf at Leshan Port to see Leshan Giant 
Buddha and the Sleeping Buddha on cruise ships. The 
Leshan Sleeping Buddha is also called the invisible 
sleeping Buddha. It is located on the confluence of 
three rivers surrounding Leshan (Minjiang River, Qingyi 
River and Dadu River) with a total length of over 
4,000 meters. The vivid head, body and feet of the 
Buddha are formed by Mount Wuyou, Mount Lingyun 
and Mount Guicheng in connection. The Buddha has 
complete limbs, well-proportioned body and delicate 
features. It is quietly lying on the three rivers with the 
face towards the sky, benevolent and dignified. Leshan 
Giant Buddha is located on the Sleeping Buddha’s 
chest, forming the image of "Buddha in the heart".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et off the boat to head for Niuhua town 
to taste the famous local delicacy Malatang. Just as its 
name suggests, Malatang is spicy and hot, and it’s also 
fresh because it is made of fresh raw materials. As the 
saying in the culinary industry goes, "Freshness will not 
be covered no matter how spicy it is," or "Enjoy food 
when it’s hot".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travel to the 
Small West Lake of Wutongqiao where they can enjoy 
themselves freely near the spot. Located 24 kilometers 
south of Leshan city, Sichuan, the scenic spot in 
Wutongqiao is a characteristic ancient town of rivers 
and lakes. Poet Li Siyuan in the Qing Dynasty portrayed 
the scenery of the scenic spot and said it rivals the 
West Lake in beauty, so it’s known as Small West Lake. 
For supper, the tourists will head for Xiba town to have 
a tofu feast. Xiba tofu has a history of over 400 years. It 
was introduc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refin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flourished in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supper,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Qianwei to stay the night.

M e a l :  B r e a k f a s t ,  l u n c h  a n d  s u p p e r    
Accommodation: Qianwei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to 
visit Qianwei Confucian Temple. The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Xiangfu period of the Zhenzong Empero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1008 - 1016) and has 
gone through a history of over 900 years from Song, 

犍为一日游（犍为文庙、嘉阳小火车、桫椤峡谷）D2
One-day tour in Qianwei (Qianwei Confucian Temple, Jianyang 
Narrow-Gauge Steam Train, Cyathea Ra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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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large and magnificent, covering an area of 
2.4 hectares. Among the existing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 country, it is the largest in Sichuan and the fourth 
largest in China. Then the tourists will head for Jiayang 
ancient town to take the only narrow-gauge steam train 
still running in the world. Traveling through the high 
and steep mountains, the tourists will watch the steep 
tunnels of Laoyingzui, artificial rainbow of Liangshuituo 
and Y-shaped U turn by the train in enclosed rocks. 
The terminal of the train is Bajiaogou ancient town 
where tourists will have lunch.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travel in vintage cars to Cyathea Ravine (7.5 km) 
to enjoy original canyon scenery and watch spinulose 
tree ferns known as living fossils that survived the Age 
of Dinosaurs.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et to Mamiao Dock 
to take a boat tour of the beautiful Cyathea Lake and 
get to Qinglong Gorge where they can climb mountains 
and play in primeval forests. Then they will get to Dama 
Dock, the terminal of the tour by boat. After supper they 
will stay in Qianwei for the night. During the night they 
can go out by themselves to taste local snacks such as 
thin pancakes, green onion pies, Luocheng beef and 
cakes wrapped in leaves which look and taste great.

餐：早、中、晚餐    宿：马边
早上统一时间出发到达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沐

川竹海。搭乘景区观光车游览素有“绿色明珠”、“天
然氧吧”之美誉的川西竹海景区，主要游览景点包括：
海马广场、僰人洞、银子岩、神龙池、五里横、碧海
丹霞、永兴湖等。午餐可品尝沐川当地久富盛名的“虫
宴”，将虫子油炸后食用。沐川自古便有食虫的传统
风俗，也素有“以虫待客”的礼仪，虫宴美食不仅营
养丰富，口感更是香酥有味，是不可多得的纯天然生
态美味食品。午餐后继续出发，前往马边县烟峰彝家
新寨。

M e a l :  B r e a k f a s t ,  l u n c h  a n d  s u p p e r 
Accommodation: Mabian

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to visit 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a national 
AAA scenic spot. They will visit the 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known as Green Pearl and Natural 
Oxygen Bar in western Sichuan in scenic tourist cars. 
The main attractions include: Hippocampus Square, Bo 
People Cave, Yinziyan Cave, Shenlong Pool, Wuliheng, 
Bihaidanxia and Yongxing Lake. For lunch they can 
taste the famous fried “insects feast". Muchuan has 
the tradition of eating insects and the local people treat 
guests to insects which are not only rich in nutrition but 
also crisp and delicious. Fried insects are rare natural 
delicious food.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head for 
Yanfeng Yi Family New Village in Mabian County.

犍为——沐川（沐川竹海、虫宴）——马边D3
Qianwei—Muchuan(Western Sichuan Bamboo Forest and 
insects feast)—Ma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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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早、中    宿：无
早起沐浴在山间的清新空气中，开始今日旅

程——马边烟峰彝家新寨。海内神秘小凉山，世外
桃园烟峰村。身在彝家新寨中，呈现在眼前的是，幢
幢带有欧式风格的别墅式红砖红瓦房错落有致，与远
山的翠绿交相辉应，融为一体。之后参观彝家新寨博
物馆，深入了解彝家文化；接着登上塔楼，观全省目
前规模最大的新寨全景。午餐享彝家宴，品彝家美食，
之后踏上归程，返回乐山，结束美好的旅程。

Meal: Breakfast and lunch    Accommodation: 
None

In the morning the tourists can bathe in the fresh 
air of the mountain, and then they will set off for Mabian 
Yanfeng Yi Family New Village. Within the country there 
is a mysterious Xiaoliang Mountain, and a land of idyllic 
beauty——Yanfeng Village. When the tourists come to 
the New Village, they will see red tile-roofed houses 
which seem like European-style villa well-proportioned, 
add radiance and beauty to the distant mountain in 
green, and be integrated into one. Later they will visit 
Yi Family New Village Museum, learn more about Yi 
Family’s culture; and then ascending to the tower, 
they can see the panorama of the largest new village 
in Sichuan. At lunch, they will enjoy Yi Family’s feast, 
taste the delicious food of local family.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return to Leshan and the trip of the day 
ends.

马边（烟峰彝家新寨）——乐山D4
Mabian (Yanfeng Yi Family New Village)—Le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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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特色 Features

行程安排 Schedules

1. 让旅游者体验排名全国前五名的自然攀岩岩
壁：沙湾龙岩攀岩场；

2. 让旅游者划船体验独具特色的天然溶洞洞穴：
峨边县天心眼天坑；

3. 让旅游者体验观光世界仅有的两座桌状山之
一：金口河大瓦山奇异风光；

4. 让旅游者深度体验观光被称为“中国百慕大”
的神秘黑竹沟无人区；

5. 住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山间集群式小木屋
旅游接待点；

6. 峨边五渡镇黄精火锅、大瓦山永胜腊肉、黑竹
沟野山菌、彝族坨索肉等山珍特色的味道；

7. 参观欣赏一台彝族特色的风情文化表演；
8. 大瓦山、黑竹沟当地土特产。 早上集合出发，前往沙湾美女峰，著名的省级风

景名胜区，处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美女峰森林公
园的腹心部位，最高海拔 2027 米。因形似一美女仰
躺在地，故名美女峰。之后前往当地农家乐改造的旅

1. The tourists will experience one of the top five 
natural rock climbing sites in China: Longyan Rock 
Climbing Site in Shawan;

2. The tourists will experience a unique natural 

乐山山地体育旅游观光体
验六日游
Six-day Tour of Mountain Sports, Sightseeing and
Experience in Leshan

10

当地——沙湾（美女峰石林、硝洞）D1
Local Areas—Shawan (Meinvfeng Stone Forest, Xiaodong)

karst cave while rowing the boat: Tianxinyan Cave in 
Ebian County;

3. The tourists will experience one of the world's 
only two table-shaped mountains in the sightseeing 
world: Mount Dawa in Jinkouhe;

4. The tourists will have in-depth experience of 
the mysterious Heizhugou Uninhabited Area known as 
Bermuda in China;

5. The tourists will stay in mountain cluster cabins 
buil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6. The tourists wil l  taste delicacies from the 
mountains such as Huangjing Hot Pot from Wudu Town, 
Ebian County, Yongsheng Bacon from Mount Dawa, 
Wild Mountain Mushrooms from Heizhugou and Tuosuo 
Meat from the Yi People;

7. The tourists will enjoy a folk art performance 
with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i nationality;

8. The tourists will have access to local specialties 
of Mount Dawa and Heizhu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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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urists will set off in the morning as planned 
for Meinvfeng in Shawan. The Meinvfeng, a famous 
provincial-level scenic area,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Meinvfeng National Forest Park. The highest 
point of Meinvfeng is 2,027 meters above sea level. It 
looks like a beautiful woman lying on the ground, hence 
the name Meinvfeng.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a 
local tourist reception point transformed from a farmer 
household tourism site to have lunch.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Xiaotouyan 
Waterfall to explore the mystery of the Xiaodong. 
Located on the cliffs on the bank of Dadu River, the 
ruins of Xiaodong are facing the east with a total area 

游接待点午餐。
午餐之后，前往硝头岩瀑布，探硝洞之神秘。硝

洞古遗址位于大渡河畔的悬崖上，坐西向东，总面积
约 33284 平方米。洞口及其主洞系天然溶洞，南北
走向，平均宽度 20 米，深不可测。

之后前往龙岩攀岩基地，位于沙湾区铜茨乡营业
村 2 组，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自然攀岩基地。基地碧
波荡漾，渔船飘摇，白鹭成群，鸡鸣狗吠，薄雾缭绕。
水域风光及生物景观旅游资源好，且森林、竹林众多，
一级水质，空气负氧离子高，完全未被工业污染，是
天然氧吧。两岸山峰重峦叠翠，大自然造就了神奇的
山脉与地质景观，集秀、幽、雄、险于一身，外旷内
幽，奇景深藏。

之后在当地农家乐旅游接待点晚餐。晚餐之后前
往住宿点，沙湾龙岩附近集群式小木屋旅游接待点。

of 33,284 square meters. The entrance and the main 
cave are natural karst caves in south-north direction 
with an average width of 20 meters. The cave looks 
bottomless.

Then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Longyan Rock Climbing 
Site which is located in Group 2 of Business Village, 
Tongci Township, Shawan District. It is the largest 
natural rock climbing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where 
the tourists can see aqua waters, fishing boats, egrets 
in groups, barking dogs and crowing cocks, and egret 
flocks amidst thin mists. In the site water scenery and 
biological landscapes and tourism resources are well 
integrated and it is surrounded by forests and bamboo 
forests. It boasts of first grade water qual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oxygen ions in the air. It is far 
away from industrial pollution, which makes it a natural 
oxygen bar. The amazing mountains and g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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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nd set off 
for Longyan Dock. They will tour the reservoir area by 
boat on glittering and peaceful water. Amid the fishing 
boats, the lovely ducks, the magnificent peaks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the hanging rocks, thesuspended 

早餐后，集合出发，前往龙岩码头乘船，游览库
区风光，铜子街库区湖面波光潋滟，水平如镜，渔舟
唱晚，群鸭嬉戏；两岸峰峦峭壁，溶洞挂岩，悬泉飞
瀑，鸟鹰翔旋，花香鸟语。库区内数十座小岛如海螺
嵌于水面，氤氲弥漫、风光明丽。

从铜街子水库库区换乘小船，从库区与天心眼天
坑相连溶洞遂道进入“天心眼天坑”参观，转入穿洞
子，沿地下暗河边划船边欣赏洞中石钟乳奇景，并在
部分景点下船观赏，游览完毕之后前往当地农家乐旅
游接待点午餐。

午餐之后，乘车至金口河大峡谷，从五渡镇沿大
渡河至峨边、峨边至金口河大峡谷。

到达之后，游览金口河大峡谷，峡谷全长 26 公
里，谷宽不足 200 米，谷深却达 2600 米。峡谷两
岸奇峰突起，危岩耸立，构成各种象形景观，似人似

沙湾（铜子街库区、天心眼天坑）——金口河（金
口河大峡谷、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

D2

Shawan (Tongzi Street Reservoir Area, Tianxinyan Cave)— 
Jinkouhe (Jinkou River Gorge, Dawa Mountain National 
Wetland Park)

landscapes created by nature are beautiful, peaceful, 
majestic and perilous. Seen from the outside, it is open 
and spacious. When you go inside, you will find hidden 
wonders.

Then the tourists will have supper at a local tourist 
reception point transformed from a farmer household 
tourism site. After supper they will go the lodging site, 
i.e. cluster cabins tourist reception sites near Longyan, 
Shawan District.

兽，栩栩如生、重重叠叠的山峦上，绿树成荫，飞瀑
跌宕，各种山花野草争奇斗艳，形成一道道绚丽的风
景，自然情韵雅致不凡。

之后游览大瓦山湿地公园，区域内既有天然湖泊，
又有泥炭沼泽发育，湿地景观丰富，具有显著的生态
和美学价值，在四川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之后前往当地旅游接待点晚餐，晚餐之后前往永
胜乡旅游接待点入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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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s and waterfalls, the eagles circling in the air, the 
singing birds and beautiful flowers, the tourists will be 
enchanted by the scene. In the reservoir area, there are 
dozens of islands which look like conch shells inlayed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The mist- shrouded islands are 
bright and beautiful.

The tourists will transfer to small boats at the 
Tongjiezi Reservoir area and go into the Tianxinyan 
Cave through the cave tunnel which connects Tongjiezi 
Reservoir area with Tianxinyan Cave. They will get 
to Chuandongzi and watch the splendid stalactites in 
the cave while rowing the boat along the underground 
river. They can get off the boat to watch at some 
scenic spots. After the tour, they will have lunch at a 
local tourist reception point transformed from a farmer 
household tourism site.

After lunch, the tourists will go to Jinkou River 
Gorge on a ride. They will set off from Wudu Town and 
then get to Ebian along the Dadu River. At last, they will 
arrive at Jinkou River Gorge.

Upon arriving, they will tour around Jinkou River 
Gorge with a total length of 26 kilometers. The gorge 
is less than 200 meters wide, but is as deep as 2,600 
meters. At the gorge they can watch the marvelous 
peaks on the banks of the gorge and protruding crags 
which form various vivid images, the overlapping 
mountain ranges, the trees and flowers of various 
colors and flying waterfalls. All of these form a beautiful 
landscape which is natural, elegant and extraordinarily 
charming.

Then they wil l  tour Dawa Mountain National 
Wetland Park featuring natural lakes and developing 
peat bogs. The park has rich landscapes of significant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value. It is a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wetland park in Sichuan.

Then they will go to a local tourist reception site 

大瓦山D3
Mount Dawa

早餐后，乘车至瓦山坪，游览瓦山坪风光，之后
在瓦山坪旅游餐饮接待点午餐。午餐后前往参观大瓦
山风光，乘客从瓦山坪在向导带领下徒步攀登大瓦山
山顶，之后乘索道返回；或者从瓦山坪乘索道至大瓦
山顶，之后乘坐索道返回，在这里可观赏世界两个桌
状山之一的大瓦山风光。

for supper before going to a tourist reception site in 
Yongsheng Township for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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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nd go 
to the entrance to Heizhugou in Ebian on a ride. 
Upon arriving, they will have lunch at Biandu Hotel 
in Heizhugou. After a short break, they will go to 
Heizhugou National Forest Park in Ebian. The park 
consists of three zones, namely the Exploration Zone, 
the Pyramid Tourism and Sightseeing Zone, and the 
Dujuanchi Resort and Leisure Zone. The Exploration 
Zone includes the Sancha River Valley, the main part of 
Heizhugou. The zone has an area of 9,129.1 hectares 
featuring water scenery, forest landscapes and gorges 
and the mysterious dense fog of Heizhugou. The zone 
consists of two scenery spots, namely Sancha River 
and Shimenguan.

After the tour, the tourists will have food and 
wine of Yi nationality. At night they will enjoy a folk art 
performance with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i 
nationality and interact with the performers.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y will stay in Midu Hotel in Heizhugou 
for the night.

金口河——峨边（峨边黑竹沟）D4
Jinkouhe—Ebian (Heizhugou in Ebian)

早餐后集合出发，乘车前往峨边黑竹沟沟口，到
达之后在黑竹沟边都酒店享用午餐，稍作休息之后，
前往峨边黑竹沟国家森林公园观光，黑竹沟森林公园
划分为黑竹沟探秘揽胜区、金字塔旅游观光区和杜鹃
池度假休闲区 3 个游览区，探秘揽胜区包括黑竹沟

之后前往瓦山坪旅游接待点晚餐，晚餐之后前往
住宿点，永胜乡旅游接待点，入住休息。

After breakfast, they will head for Washanping 
on a ride and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ere. Then 
they will have lunch at a tourist reception site of 
Washanping. After lunch they will visit Mount Dawa. Led 
by the tour guide, they can set off from Washanping 
and climb onto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and return 
on cableway. They can also take the cableway from 
Washanping to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and return 
on cableway. They can enjoy the scenery of Mount 
Dawa, one of the world's only two table- shaped 
mountains.

Then they will go to a tourist reception site of 
Washanping for supper before going to a tourist 
reception site in Yongsheng Township for rest.

主沟三岔河流域，面积 9129.1 公顷，包括水景、林景、
峡谷等景观，以及神秘的黑竹沟浓雾，分三岔河和石
门关 2 个景区。

游览完毕后，晚餐吃彝族特色美食美酒；晚间观
赏一台彝族特色风情文化表演，游客可参与互动。晚
会完毕之后前往黑竹沟迷都酒店住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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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nd go to 
Malilengjiu in Heizhugou. With the mountain flowers 
and trees flashing in front of the eyes as well as the 
breeze with the scents of the earth blowing into the 
nose, they will feel relaxed and happy. The river is 
shrouded with mist which looks like a fairyland. The 
river is alternately wide and narrow, steep and slow, 
running forward happily along the river course. The 

After breakfast, the tourists will gather and set off. 
They will drive back and the happy journey ends.

马里冷旧——三岔河——温泉酒店

峨边——当地

D5

D6

Malilengjiu—Sancha River—Wenquan Hotel

Ebian—Local Areas

早餐后，集合出发，驾车返回当地，结束愉快的
旅途。

早餐后集合出发，前往黑竹沟马里冷旧游览。路
边的山花、树木不时从眼前闪过，阵阵略带着泥土气
息的微风钻进鼻息，顿感心旷神怡。河面上雾气蒙蒙，
飘渺虚幻，犹如仙境。河道时而宽时而窄、时而陡时
而缓，溪水沿着河道欢快地奔向前去，弹奏出一篇篇
动人的乐章。在这里观光游览马里冷旧风光，观赏荣
宏达风光，之后前往荣宏达旅游接待点午餐。

午餐后，乘车沿林场旅游公路至三岔河，从荣宏
达分道原 616 林场公路到三岔河景点，沿路 3--4 个
景点下车观光，游览完毕之后前往黑竹沟沟口温泉酒
店住宿休息。

tourists will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Malilengjiu 
and Ronghongda before going to a tourist reception 
site in Ronghongda for lunch.

After lunch, they will take a bus to Sancha River 
along the Linchang Tourist Road. They will travel on a 
lane, i.e. the former 616 Linchang Road to the scenery 
spot Sancha River. On the way they will get off the bus 
to tour three or four scenery spots. After the tour, they 
will go to Wenquan Hotel at the entrance to Heizhugou 
for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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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寻伟人足迹，感受改革新貌：成都—资阳
乐至—仪陇—广安；

2、红岩精神寻踪，伟人故里思源：成都—华蓥
山旅游区—小平故里—重庆；

3、川陕缅英烈，巴山耀华夏：重庆（成都或
西安）—巴中城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苏
区将帅碑林—恩阳区恩阳红色古镇—平昌县刘伯坚
烈士纪念馆—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
馆—通江县王坪烈士陵园—南江县巴山游击队纪念
馆—重庆（成都或西安）；

4、剑门雄关险，嘉陵山水奇：成都—红军血战
剑门关遗址（剑门关景区）—昭化古城—旺苍红军
城—苍溪红军渡—阆中古城—成都；

5、蜀道风云，灾后新貌：成都—红军血战剑门
关遗址（剑门蜀道剑门关景区）—昭化古城—白龙
湖风景名胜区—青川县城—唐家河旅游区—青川县
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成都；

6、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成都—石棉安顺
场—泸定磨西会议遗址—泸定桥—岚安乡—成都；

7、四渡赤水，醉美川南：成都—泸州—古蔺（太
平镇、二郎镇）—贵州赤水—黄荆老林——成都（或
重庆）；

8、金沙水拍云崖暖，情深意长大凉山：成都—
西昌—冕宁—会理—昆明；

9、纪念抗战胜利，重走史迪威公路（乐西公路）：
成都（大邑）- 峨眉山市 - 金口河大峡谷 - 乐西公路
蓑衣岭 - 石棉安顺场 - 汉源 - 冕宁 - 西昌。

9四川    大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Nine Boutique Red Tourist Routes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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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客人，欢迎您到四川来，来这里看看如画
的风景，品尝美味的盖碗茶，听听有趣的故事。

1. Pursue the footprints of great man, and feel the 
new look of reform: Chengdu—Ziyang Lezhi—Yilong—
Guang’an.

2. Pursuit of Hongyan Spirit, contemplation in 
the hometown of great man: Chengdu—Huaying 
Mountain Tourist Area—Hometown of Deng Xiaoping—
Chongqing.

3.Remember the hero in Sichuan and Shaanxi, 
Bashan Mountain shines over the land of China: 
Chongqing (Chengdu or Xi’an)— Museum of Sichuan-
Shaanxi  Revolut ionary Base in Bazhong Ci ty—
Generals Stele Forest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Enyang Red Ancient Town in Enyang District—
Liu Bojian Martyr Memorial Hall in Pingchang County—
Memorial Hall for Headquarters of the 4th Red Army 
in Tongjiang County—Wangping Martyr Cemetery in 
Tongjiang County—Bashan Guerrilla Memorial Hall in 
Nanjiang County—Chongqing (Chengdu or Xi’an).

4. Impregnable Jianmen Pass, wonderful Jialing 
Landscapes: Chengdu—Red Army Bloody-fight at 
Jianmen Pass Ruins (Jianmen Pass Scenic Spot)—
Zhaohua Ancient City—Red Army City in Wangcang 
Coun ty—Red  A rmy  Fe r r y  i n  Cangx i  Coun ty— 
Langzhong Ancient City—Chengdu.

5. Scenery of Sichuan Road, new look after the 
disaster: Chengdu—Red Army Bloody-fight at Jianmen 
Pass Ruins (Jianmen Sichuan Road -Jianmen Pass 
Scenic Spot)—Zhaohua Ancient City—White Dragon 
Lake Scenic Spot—Qingchuan County—Tangjia River 
Tourist Area—Donghekou Earthquake Ruins Park in 
Qingchuan County—Chengdu.

6. Coercively cross Dadu River, fly over Luding 
Bridge: Chengdu—Anshun Field in Shimian County—
Historic Site of Moxi Meeting in Luding County—Luding 
Bridge—Lan’an Village—Chengdu.

D i s t i ngu i shed  gues ts  f r om a fa r,  we l come 
to Sichuan to view the excit ing and picturesque 
landscapes, taste the delicious tea served in covered 
cups and enjoy the interesting stories.

7. Crossing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 back and 
forth, drunken with the beauty of South Sichuan: 
Chengdu—Luzhou—Gulin (Taiping Town, Erlang 
Town)—Chishui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Vitex 
Negundo Forest—Chengdu (or Chongqing).

8. The water of Jinsha River flap the high cliff of 
both sides, Daliang Mountain is a place where one can 
feel deep love and meaning: Chengdu—Xichang—
Mianning—Huili—Kunming.

9.  Commemorate the v ic 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visit Stilwell Road (Lexi 
Highway): Chengdu (Dayi)—Emeishan City—Jinkou 
River Grand Canyon—Lexi Highway-Suoyi Mountain—
Anshun  F ie ld  i n  Sh im ian  Coun ty—Hanyuan—
Mianning—Xichang

四川经典旅游线路攻略
Sichuan Classic Travel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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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可以和大熊猫来一场亲密的约会，还
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可爱的大熊猫，也可以到大熊猫
自然保护区，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体验大熊猫野外生
存环境，在观赏沿途自然美景的同时，你也许能够与
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

对于想不花费过多行程时间又能近距离观察和接
触熊猫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绝对是不二之选。第一
天你可以早上乘车前往成都大熊猫基地，这里建成了
各类适宜大熊猫及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生态
环境。午餐后乘车前往碧峰峡景区入住酒店。第二天
早上前往碧峰峡景区游览熊猫园，午餐后前往游览植
物园景区。因卧龙大熊猫基地重建，部分大熊猫搬迁
到碧峰峡，目前基地圈养大熊猫 80 余只，成为全球
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后乘车前往宝兴县入住酒店
（约 2 小时车程）。第三天早上乘车前往夹金山国家
森林公园（约 1.5 小时车程），夹金山以雪景、高山
湖泊、红军遗迹、民族风情、大雪山、大熊猫半野生
放养保护著称。下午乘车返回成都（约 5 小时车程），
结束愉快旅程。

对于有一周左右时间，想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熊猫
的朋友来说，推荐游览此条线路。第一天你可以早上
从成都出发，经成彭高速在彭州下后延天彭大道、彭
白路抵达白水河自然保护区（约 2 小时车程）。到
达后可略微休息，午餐后前往游览白水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第二天早上从白水河出发，乘车前往王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第三天继续踏上行程，前往唐家河
自然保护区 , 唐家河国家自然保护区是以大熊猫、金
丝猴、扭角羚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森林野生
动物和森林生态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第四天前往卧龙
自然保护区，最佳游览季节为每年 3-5 月、9-11 月，
此时风景适宜，建议游玩 1-2 天。第五天早上乘车返
回成都，结束愉快旅程。

It’s a route for you to have an intimate encounter 
with the giant pandas and those cute cubs at different 
ages. You can have the pleasure of walking into the 
panda reserves and experiencing their life in the wild. 
While appreciating the scenic landscape along the 
route, you may be lucky enough to encounter wild 
pandas.

he route is recommended to those who can spend 
one week watching the pandas at a close distance. On 
the first day, you can set off from Chengdu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get to Pengzhou via Chengdu-Pengzhou 
Expressway. Then you can transfer to another coach 
and follow the Tianpeng Ave. and the Pengbai Rd. 
to Baishuihe after an about 2-hour coach ride. You 

The route is absolutely preferable if you don’t feel 
like a lengthy journey to see the pandas at a close 
distance. Early in the morning you can take the coach 
to the Chengdu Giant Panda Breeding & Research 

大熊猫家园生态旅游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成都）—碧峰峡风景区（雅安）—蜂桶寨（宝
兴）— 夹金山国家公园—成都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旅游线：成都—白水河自然保
护区（彭州）—王朗自然保护区（平武）—唐家
河自然保护区（青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汶川）—
成都

Ecotourism Route Featuring Panda Habitat: Chengdu Giant 
Panda Breeding & Research Base in Chengdu - Bifeng Gorge 
in Ya’an - Fengtongz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Baoxing - 
Jiajin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 Chengdu

Tourism Route Featuring Panda Nature Reserve: Chengdu 
-Baishuihe Nature Reserve in Pengzhou – Wanglang Nature 
Reserve in Pingwu – Tangjiahe Nature Reserve in Qingchuan- 
Wolong Nature Reserve in Wenchuan -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3 天）
Recommended 3-day Route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5 天）
Recommended 5-day Route

大熊猫发现之旅
Giant Panda Habitat Tours01 Base,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t for the pandas and 

many other rare wild animals to live and reproduce. 
After lunch you can head for the botanical garden for 
a tour. Som of the panda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Bifeng Gorge to facilit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long Panda Habitat. Now, the Bifeng Gorge breeds 
more than eighty pandas and provides the largest 
habitat for them in the world. After that, you’ll arrive 
in Baoxing after an about 2-hour coach ride and then 
check-in at a hotel. On the third morning, you’ll take an 
about 1.5-hour coach ride to the Jiajin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a place known for its mountains, lakes, 
Red Army relics, ethnic culture, snowy peaks and semi-
wild pandas. You will go back to Chengdu by coach 
(about 5 hours) in the afternoon. It’s a pleasurabl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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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抵达成都，在成都市区游览，感受成都悠
久的历史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第二天早餐后经成雅高
速前往雅安（约 2 小时车程），参观上里古镇及碧
峰峡景区，住宿雅安市区。第三天前往都江堰游览中
国水利史上最伟大的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住
宿都江堰。第四天参观都江堰熊猫谷，后返回成都。
第五天游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如果运气好，
还可以看到刚出生的小熊猫，晚上住宿成都市区，品

成都—碧峰峡熊猫园—都江堰熊猫谷—成都大熊
猫繁育基地
Chengdu – Panda Reserve in Bifeng Gorge – Panda Valley in 
Dujiangyan - Chengdu Giant Panda Breeding & Research Base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6 天）
Recommended 6-day Route

may take a rest and have lunch near the Baishuihe 
before taking a coach ride to the local national Habitat. 
On the second morning, you’ll be on a coach trip to 
Wanglang, a habitat abounding in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and wild animals under the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On the third day, you’ll go on with the trip to 
Tangjiahe, a forest reserve set up to protect primarily 
natural forests, wild animals (like pandas, snub-nosed 
monkeys and takins) and their habitats. The fourth 
day will be spent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The 
best season to visit is March to May, andSeptember to 
November. It’s best to spend 1-2 days in Wolong. On 
the fifth day, you’ll take a coach ride back to Chengdu 
and end the happy journey.

尝成都美食。第六天早餐后市内观光，随后前往双流
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结束旅程。

On the first day you’ll arrive in Chengdu and 
have a good time traveling around the downtown for 
appreciating the city’s time-honored history and strong 
local cultures. After the second breakfast, you’ll follow 
the Chengdu-Ya’an Expressway on an about 2-hour 
coach trip to Ya’an, where you can have a great time in 
Shangli Ancient Town and the Bifeng Gorge. Overnight 
accommodation will be in the downtown of Ya’an. 
The third day will be spent for touring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known as the greatest irrigation 
pro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ina. Overnight 
accommodation will be in Dujiangyan. The fourth day 
will be spent in Panda Valley in Dujiangyan before 
a return trip to Chengdu. On the fifth day, you can 
visit the Chengdu Giant Panda Breeding & Research 
Base, where you may be lucky enough to see newborn 
cubs. You’ll stay overnight in Chengdu and have local 
delicious food. Then you’ll travel around the city after 
breakfast on the sixth day. As the last stop, you’ll check 
in at the Shuangliu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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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走进神奇之地的旅行，壮美绮丽的天府
秀色和多彩文明的古蜀文化尽揽其中，神奇的自然景
观和璀璨的古老文明，绵延在近 600 公里的岷江两
岸串成了一条完美旅程。

第一天：早上于成都乘坐旅游巴士，中午抵达乐
山，参观“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
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同时也是世
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随后前往峨眉山。第二天
早餐后，乘车抵达天下名山峨眉山山门，换乘景区环
保公车沿山而上参拜峨眉山金顶（含景区公车及金顶
上下缆车）。金顶与万佛顶相邻的峨眉金顶是峨眉山
寺庙和景点最集中的地方，当早晨朝阳照射山顶时，
金殿迎着阳光闪烁，耀眼夺目，十分壮观。游客可在
陡峭的舍身岩边欣赏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四大奇
景。下山后继续参拜报国寺，返回酒店用晚餐。第三
天早餐后乘坐巴士返回成都。途中前往游览黄龙溪古
镇，独具特色的川西田园古镇风貌，无论是凭吊古物、
品玩老街、还是寻觅人文、寄情山水，都别有一番意
境。午餐后返回成都，结束愉快的旅程。

第一天，乘坐飞机，抵达成都，入住酒店。第二
天，乘车前往青城山，游览世界文化遗产素有“青城

It’s a trip to a wonderland. It’s a trip promising 
to entertain you with the grand scenery of the God-
favored Land and its diversified, highly-developed 
ancient Sichuan culture. The marvelously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time-honored civilization 
extend along the Min River for nearly 600 km, stringing 
up the attractions to form a perfect route.

成都—乐山—峨眉山—成都

成都—青城山—都江堰—广汉三星堆—成都

Chengdu – Leshan – Emeishan - Chengdu

Chengdu - Mount Qingcheng – Dujiangyan - Guanghan 
Sanxingdui Site -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3 天）
Recommended 3-day Route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5 天）
Recommended 5-day Route

On the first morning you’ll take a travel coach 
ride in the direction of Leshan. Upon midday arrival, 
you’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Leshan Giant 
Buddha, a colossal Buddha figure carved out of the 
mountainside. It’s not just the largest mountainside-
carved icon in existence in China, but the largest stone 
Buddha figure in the world. Then you’ll make for Mt. 
Emei. After breakfast on the second morning, you’ll 

世界遗产之旅
World Heritage Sites Tour02

take a coach ride to the entry of the Mt. Emei Scenic 
Area, an attraction of nationwide repute. Here you can 
transfer to a green sightseeing bus to go uphill and pay 
a pilgrimage to the Golden Summit by ropeway. The 
Golden Summit, perched next to the Ten Thousand 
Buddhas Summit, concentrates the most temples and 
attractions on Mt. Emei. Every morning, the rising sun 
shines on the Golden Summit and the golden temple 
glitters in a dazzlingly attractive manner, making a 
glorious view. The steep Sheshen Precipice is a great 
place to see the four miracles, i.e. sunrise, the sea 
of cloud, the Buddha Halo, and the Holy Lamp. Then 
you may go downhill to see the Baoguo Temple before 
return to the hotel for supper. After breakfast on the 
third day, a coach ride will take you back to Chengdu. 
One stop of the trip is Huanglongxi, an ancient town 
characterist ic of the pastoral scenes in Western 
Sichuan. Be it ancient relics, old streets, cultural relics 
or natural scenery, Huanglongxi has no doubt an appeal 
of its own. You pleasurable journey will be concluded 
with a lunch before going back to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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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rst day, you’ll fly to Chengdu and check 
into the hotel. On the second day, you’ll start out on a 
coach trip to Mountain Qingcheng,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As the cradle of Taoism, Mount Qingcheng 
is known as a “Secluded Paradise in China”. The next 
stop will be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which 
is the most famous hydraulic engineering wonder in 
ancient China. After that, you’ll return to Chengdu. After 
the third breakfast, you’ll set out for the ChengduGiant 
Panda Breeding & Research Base and see the pandas 
at a close distance. They’re honored as China’s 
“National Pride”. The next destination is the Sanxingdui 
Museum in Guanghan, where you’ll marvel at the 
greatness of the bronze icons, gold scepter and tall 
bronze standing figure. Then you’ll ride by coach back 
to Chengdu, where you can have supper before going 
to bed. The fourth day will be spent touring downtown 
Chengdu. The Wuhou Shrine is a highly recommended 

天下幽”之美称的道教发祥地。观光后，前往都江堰，
游览中国第一古堰，都江堰水利工程。观光后返回成
都。第三天，早餐后，前往成都大熊猫基地游览，与
中国国宝大熊猫近距离接触。参观后，前往广汉，游
览三星堆博物馆（馆藏青铜神像，金杖，青铜大立人
等都是世界之最）。游览返回成都，晚餐后酒店内休
息。第四天，成都市内观光，游览武侯祠，领略闻名
于世的三国文化。随后可前往武侯祠旁的川西文化古
街——锦里；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
杜甫草堂观光；四川省博物院，了解四川悠久历史文
化。第五天，前往机场，结束愉快旅程。

place to learn of the world-famous Three Kingdoms 
Culture. Jinli Lane is a Western Sichuan-style ancient 
alleyway next to the Wuhou Shrine. You can also 
have a great time in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where 
the famous Tang poet Du Fu sojourned and lived a 
wandering life in Chengdu. Sichuan Museum is also a 
good place to know about the time-honore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On the fifth day, the flight will take off to 
terminate the pleasant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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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早餐后乘坐旅游巴士前往德阳广汉游览三
星堆遗址，高 2.62 米的青铜大立人、宽 1.38 米的
青铜面具、高达 3.95 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
无二的旷世神品。晚上返回成都住宿。第二天早餐后
前往游览黄龙名胜风景区，黄龙是川西北高原上的明
珠，而五彩池正是黄龙的眼睛。第三天前往峨眉山，
途中游览都江堰水利工程和乐山大佛景区。乐山大佛
通高 71 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住宿峨眉山景
区。第四天晨起游览峨眉盛景，沿山有报国寺、伏虎寺、
清音阁、万年寺、洪椿坪、洗象池、金顶等胜景。后
返回成都。第五天早餐后游览金沙遗址、武侯祠及锦
里古街。第六天成都市内观光后前往机场，结束旅程。

三星堆遗址（广汉）—黄龙—都江堰—乐山大佛、
峨眉山（乐山）—成都金沙遗址
Sanxingdui Site in Guanghan - Huanglong in Aba -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 Leshan Giant Buddha and Mt. Emei in Leshan 
- Jinsha Site in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6 天）
Recommended 6-day Route

After breakfast on the first morning, you’ll head 
for the Sanxingdui Site in Guanghan by coach. The 
2.62 m-high bronze standing figure, the 1.38 m-wide 
bronze mask and the 3.95 m-high bronze tree are all 

one-of-a-kind works of art. You’ll go back to Chengdu 
to spend the night. The trip to Huanglong will start 
after breakfast on the Second morning. Huanglong 
(Literary Meaning: Yellow Dragon) is famed as “a Pearl 
on Northwestern Sichuan Plateau” and the colorful 
pool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dragon’s eyes. From the 
third day on, you’ll start out for Emeishan and stop to 
see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and the Leshan 
Giant Buddha. Towering 71 m high, the Buddha figure 
is the world’s largest stone Buddha figure as well as 
the largest cliff-carved figure in existence in China. 
Accommodation will be provided on Mt. Emei. From 
the fourth morning on, you’ll tour Mt. Emei to see the 
Baoguo Temple, the Fuhu Temple, the Qingyin Temple, 
the Wannian Temple, the Hongchun Temple, the Xixiang 
Temple and the Golden Summit. Finally, you’ll return 
to Chengdu. After breakfast on the fifth morning, you 
will tour the Jinsha Site, the Wuhou Shrine and Jinli. 
The journey will be concluded with a tour of downtown 
Chengdu. Finally, you’ll be escorted to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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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起于成都，经四川、云南、缅甸、
远达印度。桑田沧海，这条古道已湮灭于历史的尘烟
中，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但是其穿行于大山绿林间，
沿线山河壮丽，风光旖旎，可感受到自然的雕琢和人
类的文明留下的灿烂遗产。

第一天搭乘班机抵达成都。游览成都市区，参观
武侯祠、锦里古街及蜀锦博物馆。第二天前往雅安市
汉源县，汉源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富林文化”、
“狮子山文化”享誉中外；“南方丝绸之路”、“茶
马古道”名贯古今。第三天早餐后前往邛海，赏当地
风光，享特色美食。第四天乘车前往泸沽湖，春秋季
节游览最佳。第五天，前往攀枝花，攀枝花市又有“太
阳城”的美称，到达后略作休息，游览市区。第六天，
早餐后前往位于攀枝花市盐边县西北角的格萨拉生态
旅游区。第七天早餐后返回成都。

第一天搭乘班机抵达成都，下榻酒店后略作休息，
即可游览成都市区，并参观蜀锦博物馆及武侯祠，晚
上逛一逛锦里古街，看一场特色川剧。第二天早餐后
前往平乐古镇，下午前往蒙顶山，蒙顶山因是茶的发
源地而成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第三天早餐后，乘
车前往距离雅安约 25 公里的上里古镇，后返回成都。
第四天，早餐后前往宽窄巷子游览，感受老成都传承
至今的文化经典、名俗活动。下午前往机场，结束愉
快旅程。

锦官城（成都）—汉源—邛海（西昌）—泸沽湖（西
昌）—格萨拉（攀枝花）—成都

锦官城（成都）—平乐古镇（邛崃）—蒙顶山（名
山）— 上里古镇（雅安）—成都

Jinguan City (Chengdu) – Hanyuan – Qionghai in Xichang –
Lugu Lake in Xichang – Gesala in Panzhihua – Chengdu

Jinguan City (Chengdu) – Pingle Ancient Town in Qionglai – 
Mengding Mountain in Mingshan – Shangli Ancient Town in 
Ya’an –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7 天）
Recommended 7-day Route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4 天）
Recommended 4-day Route

South Si lk Road, or ig inated from Chengdu, 
extends to the distant India via Sichuan, Yunnan and 
Myanmar. Because of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it has 
disappeared into the dust of history, losing its initial 
function. But when it winds its way through the green 
alleys in the mountains, you may see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along the way and feel the brilliant natural 
heri tages shaped by natural carving and human 
civilizations.

On the first day, reach Chengdu by airplane. Visit 
the downtown Chengdu, Wuhou Shrine, Jinli Pedestrian 
Street and Shu Brocade Museum. On the second day, 
go to Hanyuan County of Ya’an, a county with long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For example, “Fulin Culture” 
and “Lion Mount Culture” are famou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South Silk Road” and “Tea-Horse Road” are 
well-known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breakfast, go to Qionghai where you can 
enjoy nice scenery and special foods. On the fourth 
day, go to Lugu Lake – the best tourist destination in 
springs and autumns. On the fifth day, go to Panzhihua 
which is known as “Sun City”. Have a little break and 
tour the downtown Panzhihua. On the sixth day, after 
breakfast, visit Gesala Ecotourism Area to the most 
northwest of Yanbian County within Panzhihua. On the 
seventh day, after breakfast, return to Chengdu.

南丝路之旅
South Silk Road Tou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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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Chengdu by plane on the first day. Check 
in and have a little break at a hotel, and then travel in 
the downtown Chengdu; visit Shu Brocade Museum 
and Wuhou Shrine; visit Jinli Pedestrian Street at night, 
and watch the Sichuan Opera show. The next day, 
after breakfast, go to Pingle Ancient Town, and in the 
afternoon, to Mengding Mountain – known as the “world 
holy mountain of tea culture” because it is a birth place 
of tea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breakfast, take the bus 
to Shangli Ancient Town, some 25 km away from Ya’an, 
and then return to Chengdu.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breakfast, go to Kuanxiangzi Alley and Zhaixiangzi 
Alley for sightseeing, to feel the classical cultures and 
folk customs/activities of the old Chengdu City which 
have been passed down until present day. Go to the 
airport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 journey is finished.

Day 1: Arrive at Chengdu. Day 2: Take the early 
flight to Kangding. Upon arrival, take bus to Danba. 
Upon arrival, check in and have a rest in the hotel. 
Day 3: Morning, go to Danba villages for viewing Jiaju 
Tibetan Village and Badi County. Afternoon, take the 
bus to Yajiang. Day 4: After breakfast, take the bus for 
Litang, enjoy the natural alpine scenery along the way 
and the prairie of Litang. Day 5: After breakfast, go 
to Shangri-La Township, where you can visit Bangbu 
Temple and Zunsheng Tower Cluster. Day 6: After 
breakfast, take the bus for Yading scenic spot, where 
you can view the scenery of both Chonggu Temple and 
the sacred mountain Xian Nai Ri, walk and pay homage 
to the sacred Zhuomalacuo Holy Lake (Pearl Lake). 
Afternoon, take the bus back to Shangri-La Township. 
Day 7: head toward Yading scenic spot again, and 
take the electromotor to Luorong Cattle Pasture, 
where you can view the sacred snowy mountain in 
Risong Gongbu. Afternoon, get out of the scenic spot 
and take the dedicated car to Daocheng. Day 8: Take 
the morning flight back to Chengdu. Afternoon, tour 
downtown Chengdu for Wuhou Shrine and then visit the 
neighboring Jinli – the ancient street of west Sichuan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Day 9: Return to your cozy 
home by plane, to close the happy journey.

“There is no place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has 
such perfect landscape, waiting for those adventurers 
and photographers.” said National Geographic explorer 
Joseph·Rock in 1928.

香格里拉之旅
Shangri-La Tour04

“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景致如此完美，等待着
探险家、摄影家们。这真是美丽的香格里拉。”

——约瑟夫洛克 1928 年《美国国家地理》

第一天，抵达成都。第二天，乘坐早班机飞往康
定。到达后，乘车前往丹巴。到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三天上午前往丹巴村落参观甲居藏寨、巴底乡。下
午乘车前往雅江。第四天早餐后，乘车出发前往理塘，
沿途欣赏高山自然风光、理塘大草原。第五天，早餐
后出发前往香格里拉乡，参观蚌布寺、尊胜塔林。第
六天，早餐后乘车前往亚丁景区，观赏冲古寺风光及
神山仙乃日风光，徒步前往朝拜卓玛拉错神湖（珍珠

成都—丹巴—雅江—理塘—香格里拉—稻城—成都
Chengdu – Danba – Yajiang – Litang – Shangri-La – Daocheng-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9 天）
Recommended 9-day Route

海）。下午乘车返回香格里拉乡。第七天再次前往亚
丁景区，换乘景区电瓶车前往洛绒牛场，从落绒牛场
展望日松贡布神山雪山。午后出景区，换乘专用车前
往稻城。第八天，乘坐上午航班返回成都。下午成都
市内观光武侯祠，游完之后前往武侯祠隔壁的川西名
俗文化古街锦里。第九天，乘机返回温暖的家，结束
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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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Take the international f l ight to reach 
Chengdu, and have a rest in hotel. Day 2: Take the 
early flight to Daocheng Yading Airport – the civil airport 
atthe highest altitude in the world. Upon arrival, take 
the bus for Shangri-La Township and visit the Bangbu 
Temple and Zunsheng Tower Cluster. Afternoon, go to 
the enchanting Yading scenic spot where you can view 
the alpine scenery and the sacred mountain Xian Nai 
Ri. Walk and pay homage to the sacred Zhuomalacuo 

第一天，乘坐国际航班，抵达成都，酒店休息。
第二天乘坐早班机，前往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稻城亚丁机场。到达后，乘车前往香格里拉乡，途中
参观蚌布寺、尊胜塔林。下午前往令人神往的亚丁景
区观赏冲古寺风光及神山仙乃日风光，徒步前往朝拜
卓玛拉错神湖（珍珠海），随后乘车返回香格里拉乡。
第三天，早餐后再次前往亚丁景区，换乘景区电瓶车
前往洛绒牛场，高山风光观光，从落绒牛场展望日松
贡布神山雪山，午后出景区，换乘专用车前往稻城，
入住酒店。第四天乘坐上午航班返回成都，下午成都
市内游览武侯祠、锦里。第五天，乘机返回温暖的家，
结束愉快旅程。

成都—香格里拉—稻城—成都
Chengdu - Shangri-La - Daocheng -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5 天）
Recommended 5-day Route

Holy Lake (Pearl Lake). Then take the bus back to 
Shangri-La Township. Day 3: After breakfast, head 
toward Yading scenic spot again, take the electromotor 
to Luorong Cattle Pasture, where you can view the 
alpine scenery and view the sacred snowy mountain 
in Risong Gongbu. Afternoon, get out of the scenic 
spot, take the dedicated car to Daocheng and put up 
yourself in hotel. Day 4: Take the morning flight back 
to Chengdu. Afternoon, tour downtown Chengdu for 
Wuhou Shrine and then the neighboring Jinli Street. 
Day 5: Return to your cozy home by plane, to close the 
happ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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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早上从成都出发，乘车经成雅高速、雅
西高速，经石棉前往泸定，午餐后参观泸定铁索桥，
抵达新都桥，入住酒店休息。第二天游览光和影的世
界，摄影家天堂—新都桥，其后前往观赏塔公草原风
光，参观有“小布达拉”之称的塔公寺。乘车前往炉
霍，沿途欣赏千姿百态的八美土石林，分布于川藏路
两侧，形如吉祥八宝图的龙灯草原，错落如世外桃源
的道孚民居。第三天，乘车前往甘孜县，参观甘孜州
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被称为“霍尔十三寺”
第一寺的甘孜寺。后乘车前往色达，入住酒店休息。
第四天，前往五明佛学院自由参观，感受佛国净土，
聆听学员诵经，获得心灵的洗涤。下午前往天葬台，
了解藏民族对待生命的态度。第五天，由色达出发，
前往“果洛山”的发祥地，位于青海省久治县索呼日
麻乡、白玉乡境内的年保玉则景区。年保主峰终年织
雪，壮观的冰体与鬼斧神工般陡峭的山岩和 180 个
湖泊使年保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晚上入住阿坝县休息。
第六天由阿坝出发，乘车返回成都，结束愉快的旅程。

成都—新都桥—塔公—八美—道孚—甘孜县—
色达—年保玉则—阿坝县—成都
Chengdu - Xinduqiao - Tagong - Bamei - Daofu - Ganzi County - 
Seda - Nianbao Yuze - Aba County- Chengdu

推荐线路（建议行程 6 天）
Recommended 6-day Route

Day 1: Leave off Chengdu in the morning. Take 
the bus along Chengdu-Ya’an Expressway and Ya’an-
Xichang Expressway, then head to Luding via Shimian. 
After lunch, visit Luding Chain Bridge and arrive at 
Xinduqiao, where you have a rest in hotel. The next 
day (Day 2), visit Xinduqiao- the realm of shadow and 
light, and the paradise of photographers. Afterwards, 
go and enjoy the sight of Tagong Prairie. Visit what is 
called “Small Jokhang Temple”: Tagong Temple. Take 
the bus to Luhuo, and view the scenic Bameitu Stone 
forest with various eccentric stones distributed on the 
two sides of Sichuan-Tibet highway, Longdeng Prairie 
shaped like “Drawing of Auspicious Eight Treasures” 
and Daofu civic residences scattered like an isolated 
resort. Day 3: Take the bus to Ganzi County, where you 
will visit Ganzi’s biggest temple for the Gelu Sect of 
Tibetan Buddhism – Ganzi Temple, also called “Huo'er 
13th Temple”. Then take the bus to Seda where you 
have a rest in hotel. Day 4: Go to Wuming Buddhism 
Academy for a leisurely visit, and you can feel the pure 
land of the Buddhist realm, listen to the script ch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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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文化承续古老的传统而称为“蜀文化”，
其中既有经典，也有民俗。民俗最能显示四川的人文
地理特征，并因其鲜活而极具生机。

茶馆，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地方，现在喝茶也不
是一定要用盖碗，但茶馆作为民间传统社交活动场地
的功能始终没有变。

四川茶馆数量远比饭馆多，有些四川人可以说大
半辈子是在茶馆里度过的。在四川喝茶都流行盖碗茶。
精美的茶具是陶瓷烧制的，由茶碗、茶盖、茶托三件
套组成，堪与紫砂壶媲美。盖碗又称“三才碗”，所
谓三才即天、地、人。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
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三件套“盖碗”中的茶托作
用尤妙，茶碗上大下小，承以茶托增加了稳定感，饮
茶时手端茶托又不会烫手。

四川茶馆
Tea House in Sichuan

There  a re  pe rhaps  more  tea  houses  than 
restaurants in Sichuan Proving,  i t  can even be 
concluded that some Sichuan people may have spent 
the majority part of their lives in tea houses. In Sichuan, 
the most popular tea most popular tea utensil is the 
complete set of covered tea cups. The exquisite tea set 
is made of porcelain that consists of three tea pieces, 
namely the tea cup, cover and lower saucer, which can 
match the beauty of purple sand-clay pot. The set of 
covered tea cup is also known as the “Three Talents 
Bowl”, the so-called three talents suggest the heaven, 
the earth and the man. The cover at the top represents 
the heaven, the lower saucer represents the earth, and 
the cup in the middle represents the man. The lower 
saucer in the three-piece tea set plays a marvelous 
role, in the sense that it provides stability to hold the 
tea cup that is shaped wide in the upper part and small 
at the lower part, and people would not have the hand 
hurt from hot water by holding the tea saucer when 
drinking the tea.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Sichuan, known as Shu 
culture, are inherited from the history and are endowed 
with classics and folk customs. Folk customs can 
perfectly reflect the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 features 
of Sichuan.

Tea house is such an unconstraint place, although 
covered tea set may not be necessary at present, the 
role of tea house serving as a venue for traditional 
social communication remains unchanged.

四川生活之旅
Sichuan Life Style Tours05

by apprentices, and achieve the purification of your 
spirits. Afternoon, go to Sky Burial Terrace, knowing 
the Tibetans’ attitude towards life. Day 5: Leave off 
Seda for -the origin of Guoluo Mountain – the Nianbao 
Yuze scenic sport located within Suohurima and Baiyu 
Townships in Jiuzhi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main peak of Nianbao has snow all the year round, 
adding to the mystery of majestic ice and the grotesque 
steep mountains and the 180 lakes in it. Nianbao Yuze 
is the origin of Sanguoluo. Amid the mountain there are 
torrents and clear streams. Little streams flow through 
the mountain rocks and leap by the gravels, throwing 
off countless white bubbles. Waterfalls from the skyline 
drop like white curtain, as if the Milky Way falls on the 
human world. At night, have a rest in hotels in Aba 
County. Day 6: Take the bus back to Chengdu, to close 
the happ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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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好吃而成民风特色，从古到今，呈愈来愈
旺之势。川人讲吃，已不局限于传统正宗，而是奉行

“拿来主义”，四方各地的美食都揉进吸收，花样翻新，
就连火锅都年年有新的吃法，且不分贵贱土洋，风靡
起来即形成潮流，如麻辣烫、串串香、肥肠粉，明显
不只是在吃，是在休闲，是在娱乐，是时尚生活。高
档的饭馆、酒楼也不落俗套，虽极尽豪华精致，但也
精心营造美食文化的氛围，如装饰凸显地方历史的、
乡土的人文色彩，甚至与古典的民族的音乐、美术融
合，最大限度的享受生活。人们考究的不光是吃的什
么、吃的滋味，还注重吃的方式、吃的场景是否自在
舒服，并令人流连。

吃在四川

2012 年 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成都“美食之都”的称号。
UNESCO awarded Chengdu “the capital of gastronomy”in February, 2012.

Eating in Sichuan

 Sichuan people’s fondness of eating has become 
a local folk custom, this favor of eating is increasingly 
intensive from ancient time up to the present. Sichuan 
people are fond of eating, but they have no obsession 
with the authentic tradition, but instead, they follow the 
doctrine of “Absorbism”, they would accept and absorb 
all the local culinary culture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with all kinds of new dishes, even there are new ways 
of eating the hotpot every the other year; such as the 
numb-sore-hot, meat kebabs, pork intestine and rice 
noodle, etc., it is evident that the people are not only 
eating the delicacies, but they are relaxing, recreating 
and enjoying a fashionable life. High grade restaurants 
would not fall behind. In addition to their exquisite style, 
they also work hard to create the gourmet cultural 
atmosphere; for instance, they would redecorate the 
restaurant to highlight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meanor, and introduce the classical local music and 
fine art into the restaurant, so as to treat the diners 
with an overall sumptuous and culturally rich dietary 

enjoyment. People crave not only for what they eat 
and the flavor they taste, they are also demanding 
on the way and venue of eating out; whether they eat 
comfortably, whether the food is so good that they 
would come back again, naturally the new generation 
of city dwellers become the main body in pursuit of the 
new way of life that favor good food and amusement.



153

西藏拉萨，北极村漠河，甚至北美、西欧、东瀛，
都可见到四川火锅的踪迹。四川火锅始于清代道光年
间，当街设摊备灶，放上一口大锅，内置竹木条格，
中分九格，一锅滚烫各人分煮付账。后来，为了避腥
气，加用麻辣调料，于是麻辣、烫就成了四川火锅的
鲜明特色。四川本地的火锅店之多令每一个来川的外
地人叹为观止。

川剧兼容了明清以来中国戏曲的五大声腔体系。
五大声腔在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以锣鼓的制作、配置、
牌子和演奏特色为基础，统一为川剧的剧种风格。其
中尤以曲牌体的高腔音乐最具创造性，其帮、打、唱
相结合的结构形态，在我国众多声腔音乐中独树一帜。

Sichuan hotpot was initiated in Daogua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people set up a stove in 
the street and put a large wok on the fire, with a nine-
partition bamboo frame placed in the boiling soup in the 
wok, the diners would pay for only his own share of the 
hotpot. Later on. spicy and hot spices were added to 
do away with the unwanted odor of the raw materials, 
such and hot tastes of Sichuan hotpot have become 
its unique culinary feature. The huge number of hotpot 
restaurants in Sichuan would heavily impress every 
visitor who comes to Sichuan from other provinces.

川剧
Sichuan Opera



川剧的服饰和脸谱继承了中国戏曲的传统规制，
又有鲜明的剧种特色，人物脸谱多随性格发展而有变
异，许多人物造型乍看似乎有违常规，细想却又合乎
情理，新颖别致，堪称中国戏曲画廊中的精品。这些
艺术创作流溢着四川文化品性中的山野礼俗之趣，有
一种平中见奇、俗里含雅的艺术魅力。

The costumes and facial make-ups of Sichuan 
opera hav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ical 
art while maintaining a clear-cut local theatrical feature, 
the facial make-ups of different figurines vary according 
to their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ies, though the sculpt 
of figurines look unconventional at first sight, a second 
look at them would appear logical and novel, Sichuan 
opera is theatrical display.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Sichuan opera evaporates an interest of local vulgar 
custom symboliz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Sichuan, 
permeating an artistic charm that shows wonder from 
flat background and elegance from the profane world.

Sichuan opera has incorporated the five major 
vocal systems of Chinese theeatrical traditio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heatrical style 
of Sichuan Opera has thus evolved from the about-
mentioned five major vocal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percussion and vocal notes configuration Structural 
status that combines accompanying, fighting and 
singing excels as an outstanding theatrical tradition 
among the numerous vocal musical arts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