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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玩世界 一展惠全城 一展享生活

2017宁波国际旅游展重磅来袭
9月1日至3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国庆、中秋、春节去哪玩？秋冬季，亲子旅行要做哪些准备？时下最in、最夯的旅游动向又是什
么？如果您有类似疑问，别急，到旅游展会转转便会豁然开朗。

作为宁波唯一的大型旅游展会，“2017宁波国际旅游展”将于9月1日~3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7号、8号馆拉开帷幕。本届展会总规模达2万平方米，共设展位900个，其中80%以上的展位进行特
装，预计入场人数将超过10万。

据了解，宁波旅展由宁波市旅游局、宁波市贸促会主办，是宁波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展玩
世界、一展惠全城、一展享生活”，此次旅游展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全域旅游全要素。您，值得拥有。

国内旅游办展常见，但有前景的“实力型”旅游展
不常见。

谈到办展目标，“打造务实高效的惠民平台、促进
消费。”宁波市旅游局副局长陈刚这样说。他认为，

“5·19”市民旅游日活动之所以广受青睐，是因为消费
者迫切需要多一些国内外的旅游产品和实打实的特
价优惠，“因此，通过旅游展会进行整合，把超低价的
国际线路一并纳入进来，市民将获得更多选择、更多
实惠。”

与此同时，“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递增，品类单一
的旅游产品已经很难满足市场需求，通过搭建务实高
效的旅展平台，改变以往坐等顾客上门的销售方式，

推动旅企创新思路、转型升级。”陈刚说，在欧美发达
国家，不少专业旅展都是以现场销售为主、形象展示
为辅的“B2C”模式，“现在我们政府部门也同样搭建
了这样的展会模式，让消费者真切获得实惠的同时，
更能现场促成消费。”

据了解，市旅游局在旅展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包
括开设展前培训，举办经验分享会，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旅行故事博物馆”活动，征集、精选作品在展会现
场展示。与此同时，还陆续“走出去”宣传，以期进一
步扩大宁波旅展的招商范围，比如，“开通了舟山直通
车，舟山市民可以来宁波逛逛展，顺便逛逛景点。”他
说。

展会将呈现哪些元素？“此次旅展旅游产品涵盖
全域旅游全要素。”据介绍，这是一场包括境内外旅游
度假胜地、主题公园、自驾游线路、旅游线路（旅行
社）、餐饮住宿（宾馆饭店）、美丽乡村旅游、旅游特产
等各种旅游业态和酒店宴会餐、自助餐、社会特色餐
饮、特色小吃等美食餐饮方面的现场展销，“今年无论
是产品设计还是资源整合较往年有了很大的创新，把
以往的单一旅游展做成了旅游生活展。”

而且，随着规模化、专业化上的不断提升，目前展
会影响力也在逐年扩大。“从本地旅游产品展销，到现
在辐射江浙，甚至吸引国际线路进来参展驻点，加上
酒店、交通、教育、体育、文化等产业的融入，真正打通
了旅游的上下游产业链。”陈刚同时表示，研学旅游、
养生旅游、自驾旅游、房车旅游、山地户外旅游等旅游
产品与业态不断开发推出，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旅行选
择。

展会的“逼格”，往往与参展商阵容捆绑在一起。
据记者了解，今年旅展现场汇聚全球18家境外旅

游机构，分别来自日本、印度、西班牙、荷兰、克罗地
亚、捷克、波黑、波兰、拉脱维亚、匈牙利、塞尔维亚、立
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拿大、马其顿等地。

再将目光投向国内，来自上海、重庆、江苏南京、
广东广州、山东济南、云南昆明等38座城市的旅游机
构将在旅展现场“扎堆”展示当地优质旅游资源；浙江

省内11个地市，包括宁波各区县（市）旅游局（委）均将
悉数参展，“目前浙江周边还没有此类的大型旅游展，
加之旅游也已打破了地域垄断，因此浙江11个地市都
将组团来参加，可以说展会的辐射面很广。”陈刚说。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旅展新增加三个馆：宁
波本地馆、乡村馆和会奖馆，而且都有各自特色鲜明
的主题定位。其中，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的20家
单位，将首次在旅展现场集体亮相。

所谓“大咖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作为宁波国际旅游展承办单位之一，宁
波国际旅游交流中心按捺不住，通过设
置“宁波城市旅游之窗展馆”，首次亮相
旅展。

据介绍，宁波城市旅游之窗将联合
南塘邮局、枫林晚书店、中东欧生活馆、
老宁波文化食宿馆等9家单位，通过整

合打包旅游衍生品，欲打造一个以“旅
游+文创”为主题的宁波旅游会客厅。

仔细看不难发现，这间“会客厅”文
艺范儿十足。诸如，印象宁波系列旅游
纪念品挺“小资”，有行李牌、手账本、茶
具等，还有《恋上宁波》《爱上宁波》等实
用旅游书籍；文创产品满满宁波烙印，
有枫林晚书店的手绘书签、天一萌虎神

兽、泥偶，还有南塘邮局的电影票明信
片以及建军90周年纪念币等。

此外，展区里的传统特色美食更是
令人目不暇接，来自南塘老街的“老宁
波文化食俗馆”将在展会现场制作传统
手工麻糍、水塔糕、花生酥等，德国凯撒
啤酒、法国费洛伦星座糖等“洋货”也有
不少。

展商大咖悉数到场，对产品的期待
值瞬间飙升。

据主办方介绍，旅展所售产品涵盖
境外、省外、省内以及单项旅游预订服
务等旅游产品板块。尤其是旅行社提
供的产品，邮轮、动车、飞机等交通方式

齐全，“海陆空”游线全覆盖。
性价比方面，堪称全年最高时

段。记者从各路参展商处打听到，不
少景区门票折扣“凶猛”，比如市场价
30元的北仑九峰山门票，旅展价仅需
15元；市场价20元的江北保国寺景区

门票，旅展价仅需8元。而线路产品
直降千元的比比皆是，比如，由浙江
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提供的“土耳其10天蓝色浪漫之
旅”市场价 7999 元/人，旅展价为
6999元/人。

线下旅展热热闹闹，线上平台首次
亮相。

“展会期间新增一条‘买买买’的旅
游惠民渠道。”据介绍，首届线上旅展由
宁波市旅游局联手携程、途牛等权威网
络渠道商共同打造，“我市上百家旅游
企业提供的500余款促销产品在此集

中促销。”
自8月20日正式上线以来，市民可

以提前在线上旅展了解特惠产品信息；
明日起，线上旅展还将与现场旅展同步
销售，“具体产品与线下有所区分，两者
的优惠力度也有得一拼。”主办方明确
表示。

线上旅展的出现无论对商家还是
普通市民，都是利好消息。因为一方面
突破空间限制，让一些无法到现场逛展
的市民也有机会获得特惠福利；另一方
面，对于商家而言延伸了展销时间，没
有开关门时间限定，可以争取更多的商
机和销量。

实打实购物之余，旅展还是个“刷
人品”的地方。

其中，最诱人的恐怕是“刷卡中金
条”活动了。主办方准备了价值百万元
的金条，使用移动或刷卡支付消费满
200元的可以参加随机抽奖活动，奖品
是10克金条。

“入场抽大奖”、微信抽奖、“购
物送消费金”等活动也将接踵而至。
其中，门票副联就是一张奖券，入场
时填写手机号码等信息，中奖者将据
此接到通知，“有国内、国外游大
奖，还有住宿券、自助餐券、景区门
票以及露营装备等”。主办方忍不住

剧透。
旅展期间，宁波市旅游局积极开展

跨界合作，将金融和旅游展进行了紧密
对接，“今年金融领域参与展会力度很
大，银行方面也很重视。新产业、新业
态的融合，也是旅展的一大趋势。”陈刚
表示。

服务方面，本届展会也有提升。比
如，现场将进行强网络覆盖，确保展商
进行品牌展示以及消费者进行支付时
网速畅通；同时，现场支付功能也逐渐
完善，微信、支付宝、POS机刷卡、银联
支付等统统支持。

为了便于消费者逛展，展会还特制
了手绘地图攻略，消费者可以按图索
骥，找到最中意的品牌位置。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媒体参展
热情异常高涨，“初期我们计划设置的
媒体展位在一分钟内被抢空，目前增至

9个。”主办方告诉记者。其中值得关注
的是，旅展期间，本报将在7105号展位
亮相，将以“带着报纸去旅行”作为主
题，展示“宁波乡村旅游”风采，为逛展
人士赠送《宁波晚报》，提供旅展逛展攻
略，同时开展不定时的抽奖活动。

心动了吗？
赶紧行动起来吧！
1.入展方式：（1）持官方赠票直接入场；（2）旅游业内人士/媒体记者于展前

在旅展官网注册成为“专业观众”，现场可到“预登记窗口”换取参展证；（3）展前
关注“宁波国际旅展”微信公众号，进入观众中心“门票预售”窗口优惠购票；（4）
展会现场购票，票价50元/张。

2.相关要求：（1）本次旅展实行实名制登记，请携带身份证；（2）身高1.2米以
下儿童免票，需成人陪同进入；（3）65周岁以上老人可优惠购票，详询售票窗口
工作人员。

3.购票惊喜：现场购买纸质票入馆参观即可获得精美小礼品一份，送完即
止。

4. 注意事项：（1）自觉遵守本馆参观制度，勿跨越警示线或护栏，听从现场
工作人员指引；（2）因现场人流量大，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3）严禁携带
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物品、管制械具等危险品以及易污染展场环境的物品进
入馆内；（4）请爱护展馆清洁环境，配合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好现场秩序。

5. 绿色出行：（1）公交车：356路、517路、521路、17路、21路、168路、810路、
789路、782路、529路、512路、36路等均可抵达宁波国际会展中心；（2）地铁：2号
线——鼓楼站转1 号线——海晏北路站出口转810 路公交至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

记者 谢舒奕

序号

1

2

3

4

5

6

产品名称

普吉岛5晚7天游

“灵动西藏”重庆、
拉萨、布达拉宫、大
昭寺、林芝、纳木错
四飞9日游

雅戈尔动物园
成人门票

凤凰山海港乐园
门票兑换券

滕头景区门票

前童古镇门票

市场价

2299元/人

5999元/人

130元/张

160元/张

80元/张

70元/张

旅展价

1999元/人

3599元/人

100元/张

80元/张

40元/张

35元/张

展位号

8830

8646

7201

7260

7240

7130

备注

宁波中青旅
旅游有限公司

中 国 国 旅（宁
波）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东钱湖展区

北仑展区

奉化展区

宁海展区

日期

9月1日

9月2日

9月3日

时间

10:00-10:40

10:50-11:30

16:10-16:30

10:50-11:30

12:10-12:50

13:00-13:40

10:50-11:30

13:20-14:00

活动名称

旅游年卡首发仪式

漫游山水城 放松松江来

幸运大抽奖

浙江人游浙江，国内航空
线，包机出镜游产品，百团
千人游中东欧产品推介

动物科普知识有奖问答

疯狂北极熊表演

化妆造型秀表演

少儿跆拳道表演

举办单位

建设银行

上海市松江区旅游局

主办方

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方特东方神画

名妆技能培训学校

天一跆拳道馆

备注：部分产品数量有限，具体内容以签订合同为准。

精选产品抢先看

舞台活动精选

提示：舞台表演期间，将不定期放送奖品。

逛展
攻略

展会元素 吃住行游购娱“玩转全域”

参展阵容 近百家境内外展商云集

文艺范儿 城市旅游之窗首次设展

折扣凶猛 海量产品对折、直降千元

渠道加码 首届线上旅展巨惠抢跑

手气比拼 刷卡抽金条，购物送消费金

服务贴心 WiFi覆盖，手绘地图导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