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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七月再受关注 

航空史遇上黑色七月。7月 17 日，马来西亚客机 MH17 在乌克兰坠毁，近

三百人遇难。7月 23日，中国台湾复兴航空客机在澎湖发生意外，48人遇难。

7月 24日，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联，116名乘客遇难。一周内三架客机

相继发生意外，出行安全问题再度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 

在此次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 MH1失事之后，经营亚洲和欧洲之间航线的

商业航空公司纷纷采取应急预案，及时更改航线，避开乌克兰东部事发空域。

WTCF 非城市会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发布公告称，目前国航既无飞往、经停

也无飞越乌克兰的航班，希望让旅客出行不会有顾虑。而马航方面也积极处理

事件造成的后续影响，为想要退票或更改行程的旅客办理相关手续。 

出行安全的威胁来自很多方面，自然灾害、政局动荡等突发事件都是影响

安全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安全，各旅游城市相关部门应加强提前公布风险预警

机制，并全力提高游客的安全防范意识。 

事件发生后，作为防患于

未然的保护手段，旅行保险的

意义也日益凸显出来。大多数

航空意外险将武装叛变或恐怖

袭击列为免责条款，所以此次

MH17 事件的定性可能影响到受

难者家属获的赔偿。这也让保

险公司和投保人开始思考，应如何优化这一条款，让保险理赔更加的人性化，

或者说用户在投保时如何规避不同方面的理赔风险。 

此次的航空安全问题并未大面积影响游客的出行计划，但对于航空业的确

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随着航空业危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相信此次安全问

题不会带来持续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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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欲增酒店税 

法国是全球游客最青睐的旅游地之一，接待游客人数居世界首位，旅游收入

却仅列第三。法国议会考虑提高酒店的税率,让游客每天支付8欧元的酒店税。如

果是赴巴黎地区观光，那么每天还得再多支付2欧元。目前，各国游客在法国住

宿，每天需支付1.5欧元的酒店税。从1.5欧元提高至8欧元，涨幅近5倍。 

（来源：eTurbo News） 

2 意大利：“欢迎中国”认证又添新成员 

6月27日，“欢迎中国”旅游认证项目在北京召开推介会，同时邀请新获得

认证的意大利 Baglioni 酒店就意大利酒店的“中国特色服务”进行了详细介绍。

“欢迎中国”旅游认证项目是由中国旅游研究院认可的面向中国游客的境外旅游

服务标准。该认证系统根据商户提供的针对中国游客的不同服务内容可分为铜

级、银级和金级。（来源：Travel Daily） 

3 日本: 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开园 

日本大阪建成电影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吸引了超过3千名游客彻夜排队，

期盼成为该主题公园的首批游客。在7月15日主题公园的开园仪式上，游客们一

起念影片中的魔法咒语后，才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即哈利.波特学习的

地方。园内娱乐设施的特点是利用视觉效果，带给游客逼真的感官体验。 

（来源：The Telegraph） 

4 新加坡：联合 Trip Advisor 共促当地企业发展 

日前，新加坡旅游局联合全球知名的旅游社区 Trip Advisor 一起，共同为

当地群众以及游客提供更为精准的旅游经验分享内容。这项新的合作计划，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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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当地从业者对游客评价意见的重视，并借此更好地发展旅游业企业。 

（来源：4hoteliers.com） 

5 PATA:启动“PATA 爱东盟”电视宣传活动 

日前，亚太旅游协会（PATA）在旅游频道（Travel Channel）开播一档广告

宣传“PATA爱东盟”，面向来自欧洲、中东和亚洲的8100万观众推介旅游经验。

PATA在2014年里，不断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展开紧密合作，希望通过这

一战略性的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来源：eTurbo News） 

6 卡塔尔:拟建水下“遗失之城”主题公园促进旅游业 

日前，洛杉矶的动态礁开发团队 Reef Worlds水下旅游设计公司宣布称，将

会在卡塔尔的海滨度假胜地建立独一无二而又壮丽宏伟的水下主题公园，借此将

卡塔尔的潜水旅游业推上世界级舞台。Reef Worlds的相关人员正在积极地同当

地两家度假村洽谈此项计划。（来源：Zawya.com） 

7 英国：首个“太空机场”或将于2018年前使用 

为使英国成为“欧洲太空旅行中心”，英国政府选择了八个理想地点建立英

国第一个“太空机场”，其中六个位于苏格兰，一个位于威尔士，一个位于英格

兰，将在2018年之前投入使用。其中的七个地点作为传统航空站进行运作，仅有

一个地点将会获得开展太空旅行的资格。（来源：relocatemagazine.com） 

8 韩国：启用全新旅游品牌口号 

2014年7月22日召开的庆祝活动上，韩国文体旅游部和韩国观光公社共同为

韩国旅游品牌新口号揭幕，同时宣布了韩国希望2020年前可以吸引2000万入境游

客的目标。新口号“Imagine your Korea”体现了韩国鼓舞和激发游客想象力的

独特魅力。（来源：Rus Tourism News） 

9 塞舌尔：促进旅游业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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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塞舌尔旅游局在年终销售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能够借此促

进旅游业发展，鼓励游客将塞舌尔作为首选的度假胜地。旅游局建议增设趣味性

的娱乐活动吸引入境游客，加强旅游业中的文化体验，以及着力于酒店等配套设

施的完善。（来源：eTurbo News） 

10 泰国：全球首个 Cartoon Network 主题水上乐园开幕 

全球首个 Cartoon Network 主题水上乐园 Cartoon Network Amazone 将于

2014年7月31日于泰国东岸 Bang Saray 开幕，由芭堤雅市中心出发只需15分钟车

程。水上乐园的设计以亚马逊雨林、Cartoon Network卡通人物及其场景为蓝本。

水上乐园共设有9个园区，每区以不同的卡通角色为主题；当中6个园区经已竣工，

并将于7月开幕时正式投入服务。（来源：Travel Daily） 

 

 

1 北京：2014世葡会-世界葡萄博览园开园 

世葡会最具参与性的园区——世界葡萄博览园7月25日正式在北京市延庆开

园。被誉为“葡萄界奥运会”的世界葡萄大会于7月29日至8月2日期间在延庆举

办。往届的世葡会均在欧美国家举行，今年是第十一届，首次在亚洲地区国家举

办。届时，全世界1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知名酒庄酒业

企业家代表将共同参会。（来源：新华网） 

2 厦门：鼓励会展业做大做强 

中国厦门市近日出台了《促进会议展览业加快发展若干意见》，会展业又迎

来大利好。在引进展会中，展览规模达1万平方米且不少于500个标准展位的，给

予10万元奖励；规模每增加5000平方米且不少于250个展位，奖励金额相应增加5

万元，每个展览项目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来源：what’s on xiamen.com） 

3 迪拜：将建全球首个恒温商业广场 

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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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迪拜酋长5日宣布，将建造全球首个全年恒温的商业步行广场“世界

购物中心”，为自己众多的“世界之最”头衔再添一笔。虽名为购物中心，但该

项目实际上是一个以“城中城”为理念的综合性商业广场。为打造恒温环境，项

目中的主题公园和连接各设施之间长达7000米的步行街在夏季将被巨大的玻璃

穹顶覆盖，在冬季玻璃穹顶将被打开。（来源：Yahoo News） 

4 札幌：夏日祭开幕 

札幌夏日祭主会场设立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大通公园内。露天啤酒广场从

7月18日至8月15日的每天中午到晚上9点开放。7月25日晚上7:40-8:30，盛大的

烟火表演在丰平川吸引了大批游客。从8月14日至20日在大通西区二丁目区域，

每天晚上的6:00至9:00还会有传统的日本舞蹈表演活动。（来源：The Japan Times） 

5 重庆：建立中国首个“小王子主题乐园”  

7月6日，以法国童话故事《小王子》为蓝本的中国首个“小王子主题乐园”

落户重庆时代广场。据悉，童话故事《小王子》是全世界翻译语言种类最多、流

传最广的童话之一，在全球有数亿粉丝。此次打造的主题乐园，呈现了《小王子》

中的浪漫场景。每周末“小王子主题乐园”还有法国文化读书会，分享法国历史、

人文、旅游、美食等多样文化，也有法语老师教市民地道法文。（来源：Ecns.cn） 

6 布拉格：爵士乐庆典拉开帷幕 

2014年10月6号至11月9号将在布拉格的不同地点举行音乐节，演出曲目涵盖

爵士乐、古典音乐、复杂的交叉音乐、早期音乐和世界音乐等，由当代国际乐坛

最杰出的艺人们展现。音乐节上，还可以期待南非顶级爵士乐大师休·麦塞克勒

在其朋友拉里·威利斯的伴奏下的演出。（来源：捷克旅游局-官网） 

7 澳门：2014国际青年舞蹈节 

两年一度的国际青年舞蹈节于7月19至24日期间举行，这已是在澳门举办的

第13届舞蹈节。主办方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舞蹈队伍与澳门优秀的舞蹈队伍

http://www.czechtourism.com/cn/a/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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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演出。活动有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经卖草地街、板樟堂街、玫瑰堂，最后

到议事亭前地的巡游表演，还有大型室内演出和户外演出，为来自世界各地及澳

门的舞蹈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来源：澳门旅游局-官网） 

8 爱丁堡：2014年爵士和蓝调艺术节开幕 

2014年爵士和蓝调艺术节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78年启

动以来，每年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带来缤彩纷呈的音乐盛宴。今年的活动仍

将传承以往的经典内容，从7月18日至27日的10天里，集合全球顶尖的爵士及蓝

调音乐家，轮番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节目。（来源：爱丁堡旅游局-官网） 

9 南京：绿博园首迎“彩色跑”活动 

7月19日，“世界上最疯狂、最多彩、最快乐”的5公里跑活动 The Color Run

（彩色跑）在中国南京绿博园举行，掀起 “迎青奥·享青春”狂欢热浪。本次

彩色跑活动吸引了上千名中外友人参与。参与者在享受快乐跑步的同时，还可以

尽情欣赏公园独特的滨江亲水美景。激情彩色跑犹如一场绿博园浪漫赏景跑，绿

色与健康、快乐同行。（来源：南京旅游局-官网） 

10 槟州：乔治市节 

自2010年起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乔治市节，8月在槟州盛大开幕，举办为期1

个月的各项文化节目。乔治市节庆是一个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人认识

马来西亚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向人们展示魅力东南亚的风采。 

（来源：槟州旅游局-官网） 

11 日内瓦：8月9日将上演壮观的烟火秀 

日内瓦烟火秀，作为日内瓦节的重头戏，将于当地时间2014年8月9日晚10

点举行。作为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烟火表演之一，每年的烟火演出都为日内瓦节画

下精彩的一笔。每年有超过50万名观众共同观看这一壮丽的为时55分钟演出，游

客还可以通过 FNAC 官网以及日内瓦旅游局票务中心提前预定演出座位。 

（来源：日内瓦旅游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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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伦敦：儿童周活动将于8月举办 

一系列可供全家共同观赏的剧目，免费的儿童票以及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

都是即将到来的2014年8月儿童周活动中的重要看点。已连续举办17届的儿童周

活动，旨在通过丰富的戏剧演出来激发孩子对梦想的憧憬，使他们在城市中享受

到戏剧活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来源：伦敦旅游局-官网） 

 

 

 

1 四季酒店：入选2014年《旅游+休闲》杂志百家优秀酒店奖 

美国维尔四季酒店住宅入选世界上最好的100家酒店之一，荣获2014年《旅

游+休闲》杂志评选大奖。酒店在美国大陆的百家酒店名单中排名第七，获得93.52

的高分（100分为满分）。每年《旅游+休闲》杂志的读者，通过该杂志的调查问

卷来投票决定他们最喜爱的酒店、度假村、温泉、航空公司、邮轮公司、旅行社。 

（来源：四季酒店-官网） 

2 凯宾斯基：接管基加利著名酒店 扩大非洲市场版图 

凯宾斯基酒店在2014年7月初正式接管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著名的 Hôtel Des 

Milles Collines。Hôtel Des Milles Collines by Kempinski 将成为这家欧洲

豪华酒店集团在非洲营运的第9家酒店，未来六个月会再有3家酒店在非洲开业。 

（来源：Luxury Travel） 

3 雅高 Accorhotels.com：推出中文在线搜索及预订功能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在线预订网站 Accorhotels.com现已为使用中文的客人

推出中文搜索和预订的功能，让他们可以在雅高“预约未来的回忆”。推广活动

从7月1日开始截至8月31日，在此期间，客人只需分享其入住雅高酒店的体验即

酒店住宿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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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赢取赴巴黎、新加坡或普吉岛的旅游大奖，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促销方式

来吸引更多的中国潜在客户。（来源：旅讯） 

4 马哥孛罗酒店集团：明年初将在中国推出首个全新奢华品牌“尼

依格罗” 

香港九龙仓集团旗下的马哥孛罗酒店集团宣布，将推出集团自1986年创立以

来的首个全新奢华酒店品牌项目-尼依格罗(NICCOLO) ，以“完美邂逅 华丽永恒”

成为现代旅游的新主义。。首家尼依格罗酒店将于2015年初在中国四川省的成都

国际金融中心开幕，另外三家将于其后陆续于重庆、长沙及苏州开幕。 

（来源：Travel Weekly） 

 

1 携程：联合千家景区推不限量"一元门票" 

中国知名 OTA 携程旅行网6月30日宣布，即日起联合中国各省市的1000家景

区启动不限量“一元门票”活动，并联合腾讯推出手机 APP 预订“微信支付再返

一元”，让中国旅游者免费游景区。携程的目标是以“一元门票”颠覆中国人对

景区门票价格的概念，传播手机预订门票的便利和实惠，预计最多将惠及千万游

客。（来源：旅业报） 

2 银联国际：推出全球40大核心商圈 特惠计划再度升级 

银联国际7月15日宣布，在港台、日韩、东南亚、欧洲、北美、澳新和中东

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推出40个核心商圈，为全球银联卡（卡号以62开头）持卡人提

供更周到的用卡服务和丰富实惠的消费体验。这也是继今年全球60大机场免税店

特惠活动后，银联卡全球特惠计划的再度升级。（来源：银联国际-官网） 

3 DFS 集团：旗下 T 广场开展2014年秋冬活动 

世界著名奢侈品环球免税集团 DFS 日前宣布，为我们的生活留下旅行记忆的

2014年秋冬主题活动将在集团旗下的 T广场举办。为了配合活动的宣传，主办方

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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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录制6部系列宣传片。首部将会于8月1日，在网站（www.tgalleria.com）以

及电视上进行首播，而最后一部也将于10月20日前播放。（来源：DFS 集团-官网） 

4 中国银联：7月后可在日本所有 Premium Outlets 结算 

在日本，全国有9处 Premium Outlets®，一直推动全店导入银联卡结算终端，

此次于2014年7月24日在所有中心完成结算终端导入。光顾 Premium Outlets®的

国外团体游客全年达42.8万人，创下最高的来访人数纪录 (2013年4月至2014

年3月所有中心合计个人游客除外)。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约有10万人，预计今

后游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来源：旅业链接） 

5 北京工美集团：2014“藏真”中国艺术品收藏全国巡回展 

由北京工美集团旗下企业德胜门工美大厦主办的2014“藏真”中国艺术品

收藏全国巡回展于2014年7月20日在德胜门工美大厦四层金邸会所正式拉开帷

幕。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人们对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的关注也

再度升温，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也会出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来源：北京工美集团-官网） 

 

1 天巡:揭示未来机场和航班体验 

全球领先的旅行搜索网站天巡预测，到2024年，未来机场将令人惊叹。全套

智能化设备打造的空间将为旅客提供舒适的环境，提高外出旅游的幸福感；机舱

将成为新的网络中心、旅途中的舒适港湾，以满足旅客的商务和休闲需求。另外，

在下个十年中，随着 “物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将联网并可实现与各

种设备互联。（来源：Female first.co） 

2 途易：德国途易将与英国途易旅游合并 

德国途易集团(TUI AG)与英国途易旅游公司(TUI Travel)日前宣布，双方将

通过一次全股票交易合并创建世界最大休闲旅游公司。两公司在声明中表示，通

旅社中介 

http://www.tgaller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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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次合并每年将节约至少4500万欧元的成本，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全球旅游行

业的翘楚。此外，合并还将有助于精简架构，并通过资产组合的扩大来推动增长。

（来源：环球旅讯） 

3 中青旅：遨游网暑假大促拉开序幕 

7月3日至25日，遨游网开展暑假大促销活动。活动第一波以“走吧，去看看

这个世界”为主题，主推自由行度假产品，分为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出发，线

路丰富且优惠幅度高。遨游网自由行产品全场满10000减500。稍后还将展开第二

波以“团购会”为主题形式的促销活动。（来源：中青旅-官网） 

 

1 万事达卡：在波兰推出 Master Pass 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2014年7月14日，万事达国际组织（万事达卡）宣布在波兰正式启动它的全

球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Master Pass。Master Pass 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的支付

方式，无论客户身处何地以及使用哪一种设备。用户使用此服务，可以不再提供

银行卡细节，就可以轻松完成支付。（来源：万事达卡-官网） 

2 Hotel Tonight：将用移动端来 check-in及解锁 

当日低价酒店预订服务 Hotel Tonight 正在其 Android app 上酝酿两项新功

能：“Express Check-In”和“Keyless Entry”，Hotel Tonight 认为这两项

功能代表了人们未来的酒店入住方式。目前 Hotel Tonight 正在几家酒店小范围

测试这两项功能，但尚未确定具体推出的日期。（来源：环球旅讯） 

 

1 香港航空：再获 Yahoo! 感情品牌大奖 

由雅虎香港举办的 Yahoo!感情品牌大奖2013-2014颁奖典礼于2014年7月16

日举行。香港航空连续第三年获得航空公司类别奖。Yahoo!感情品牌大奖

2013-2014的评选,从超过400个优秀品牌或代言人中进行第一层筛选,再由

在线科技 

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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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网民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网上投票评选而出,结果极具权威及公正性,反映

出香港市民对于企业品牌的喜爱度以及支持度。（来源：香港航空-官网） 

2 泰国航空公司：宣布禁运鱼翅条例 

泰国航空公司国际公共有限公司日前宣布，自2014年7月15日起，泰航运营

的所有货物载运中，明令禁止装运鱼翅。作为世界上致力于关爱保护濒危物种的

国家之一，泰国航空公司十分重视环保事业，通过官方政策的制定，防止鱼翅通

过泰航进行运输。（来源：eTurbo News） 

3 中国南方航空：登陆法兰克福机场 

近日，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以水门迎接、首航剪彩、现场抽奖等多种方式表达

了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热烈欢迎。此前，中国南航已经开通了阿姆斯特丹、伦

敦、莫斯科和巴黎等欧洲航线目的地城市。此航线每周三班，由广州经停长沙再

到达法兰克福，并由 A330-200S进行执飞。（来源：anna.aero） 

 

 

1 2.2%：加勒比游客数2014年第一季度有所增加 

加勒比旅游部门日前公布数字称，2014年第一季度的游客数较上年同期有所

提高。2014年1月至3月期间，旅客在加勒比停留的人数增加了2.2%，游轮游的游

客数则上升了2.3%。美国以350万人次的数字继续成为加勒比最大的旅游入境国。

（来源：Breaking Travel News） 

2 25%:中国市场带动温哥华旅游业 

旅游业通常可以每年为温哥华带来36亿美元的收入，预计2014年的收入将更

为可观。目前的游客数已经提升了5.5%，而酒店入住率则提高了8%。在过去几年

中，中国市场一直表现强劲，中国游客数从2014年年初至今已经增加了25%，预

计到年底，涨幅将更多。（来源：eTurbo News） 

数字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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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8.06%：菲律宾入境游客数中亚洲旅客过半 

据统计，菲律宾在2014年前四个月迎来的游客中，来自亚洲的旅客占据了一

半之多。入境游客总数中的58.06%是亚洲游客，主要来自于韩国、中国和日本。

而东盟成员国中，缅甸和文莱的游客数也占据了重要的比重。（来源：eTurbo News） 

4 100万：世界杯期间巴西接待了100万名外国游客 

根据巴西政府统计，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共接待了外国游客100万人次，

远高于赛前60万人的预期。在此次接待的外国游客中，有61%的游客是首次来到

巴西。比赛期间，共有340万人在赛场观看了比赛，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高

的观赛人数纪录。（来源：eTurbo News） 

5 500万：雅典自1月至5月共接待500万游客 

希腊首都雅典的旅游业由于游客们的增长而呈现出了向好的态势，特别是入

境游为希腊带来了巨大的游客市场。来雅典旅游的国际游客在2014年前五个月中

增长了38%，共计500万人次。这一数据显示出这座古都作为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巨

大潜力。（来源：会员城市-雅典） 

6 1400万：2014年将有1400万游客到访沙特阿拉伯 

2014年入境沙特阿拉伯的游客将会达到1400万。7月19日在利雅得举办的旅

游信息会议上，官方公布说，目前有一半游客的入境目的是参观神圣的麦加和麦

地那清真寺，而另外一半的入境目的则是商务旅行、观光以及探亲访友。 

（来源：eTurbo News） 

7 2800万：西班牙上半年游客数创新纪录 

2014 年上半年，西班牙接待的入境游客数再创 2800 万的新纪录，主要客源

国是英国和德国。相比 2013年同期，外国游客数增长 7.3%，当年入境游客数达

到历史最高。（来源：Yahoo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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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800万：Trip Advisor 收入提高到 6800 万美元 

Trip Advisor 于 2014年 7月 23 日公布报告称，第二季度盈利达到 6800万

美元，2013 年同期，盈利为 6700 万美元。这些盈利来自于 2.35 亿美元的营业

额，以及网站页面内的点击广告收入。（来源：Market Watch） 

9 70亿：墨西哥2014年前5个月旅游收入达70亿美元 

2014年1月至5月，入境游客为墨西哥旅游收入贡献了约70亿美元，较2013

年同期增长了16.7%。2014年前5个月共计接待了1170万名入境游客，相比2013

年同期增长了19.2%。（来源：laht.com） 

10 3.3万亿：预计2014年中国旅游总收入约3.3万亿元 

中国2014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下半年趋势预测中显示，全年保持相

对乐观的预期，下半年全球贸易的发展、商务旅行的稳定增长、交通网络的完善、

以及各国相继推出的签证便利化政策，将为旅游业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预计全

年旅游接待总人数将达到37.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约3.3万亿元（约合5320亿美

元）。（来源：环球旅讯） 

 

 

 

 

 

 

 

 

 

 

 

 

 

 

信息邀约：为更好地服务会员，现向全体会员单位广泛诚征信息以及

对本刊物的意见和建议，请发送至 newsletter@wtc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