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交流的机会
友谊升华的桥梁
房地产、酒店投资方与管理方合作的平台
“资金与项目、人才与企业、产品与项目”
三大精准对接的纽带
Chances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Bridges for Friendship & Investments
Connections between investments & projects, talents &
enterprises, products & projects

品味台湾 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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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Invitation Letter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筹委会主席团成员企业
Member Enterprises of Organizing Committee

亲爱的各界朋友：
全商联 CRECC 台湾商务考察访问团定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出
行，为期五天。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台湾具有代表性的酒店、地
标餐饮名店深度考察、体验，台塑集团等台湾名企探访、交流，
“海
风之夜 . 魅力台湾”欢迎晚宴、名企名人早餐会、海峡两岸合作
沙龙、“海港之都 . 风情台湾”闭幕午宴等特色活动，当然也少
不了台湾人文风情景点的观光，寓游于学，“游”、“学”、“商”

中远集团

三不误。
本次考察活动以为参加者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搭建投资方、
管理方、供应商三方合作的平台，缔结两岸三地项目合作的纽带”
为办会宗旨，以实现“资金与项目、人才与企业、产品与项目”
三大精准对接为目标。
兹诚邀您在最美的季节，与我们的一起品味台湾，分享体验
之旅！
敬祝商祺！

筹委会
2014 年 8 月 28 日

（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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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商务考察日程安排

第 2 天，11 月 18 日（台北——台中）
上午

1. 名企名人早餐会，海峡两岸沙龙
邀请台湾具有影响力的政府机构 / 协会 / 酒店 / 餐饮集团 / 基金 / 投行等代表，与全商联 CRECC 台湾商
务考察访问团的团友们一起享用早餐，以“早餐 + 嘉宾演讲 + 互动交流”形式进行

2. 台北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酒店、餐饮考察、协会探访、名企交流

全商联 CRECC

（分三条线）

台湾商务考察访问团
日程安排

线路一：酒店
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饭店 / 大仓久和大饭店 / 台北圆山大饭店 / 西华饭店

线路二：餐饮
新天地餐饮集团 / 台北鼎泰丰餐厅 / 米其林餐厅松露之家 / 欣叶国际餐饮集团

线路三：台北政府组织、协会、台湾名企

第 1 天，11 月 17 日（台北）
白天

航班抵达台北 / 机场接机
注册报到 / 领取资料 / 入住酒店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 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 / 台湾米其林厨师学会／台塑集团 / 台湾银行总行
下午

下午安排已抵达的宾客，观察台北著名繁华商圈——信义商圈
晚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名景点之一，院内收藏中华民族文化瑰宝超六十五万余件文物；
士林官邸，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官邸，台北市第一座生态公园，也是婚纱照最常取景的景点；
台北总统府，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此建筑也是台湾当局“内政部”指定的“国定”古迹；
中正纪念堂，为纪念蒋公而建，台北最大的艺文广场，下午 4 时整点仪队交接是必看项目；
国父纪念馆，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而建，台湾许多表演、颁奖典礼均在此举办；

1.“海风之夜·魅力台湾”欢迎晚宴
2. 夜台北巡礼
台北 101 大楼登塔观光，欣赏动人的台北夜景
体验台北著名夜市——士林夜市

台北特色景点游览：
台北故宫博物院 / 士林官邸 / 台北总统府 / 中正纪念堂 / 国父纪念馆

住宿

台中金典酒店（或同级）

返回酒店休息，度过一个舒适惬意的台北之夜
住宿

4

台北 W 酒店（台北最时尚、最豪华、最好评的酒店之一）（或同级）

5

台湾商务考察日程安排

下午

高雄具有代表性的酒店、餐饮企业考察，协会探访（分三条线）：
线路一：酒店
阳光大饭店 / 义大皇家饭店 / 国宾大饭店

第 3 天，11 月 19 日（台中——南投、日月潭）
上午

线路二：餐厅

从台中市前往南投“雾上桃源”清境农场

T&T 新食概念铁板烧 / 海光餐厅 / 帕莎蒂娜法式餐厅 / Mark cafe 味集厨房

具有欧洲风情的清境农场素有“雾上桃源”的美称。清境农场著名的民宿区更是吸引游客前往的旅游点，建筑各
有特色；清境农场景致清幽、气候宜人，属温带气候，盛产水蜜桃、香水百合等温带花卉蔬果。春花、夏果、秋枫、
东雪，四季呈现多样风情，是台湾最佳的高山旅游、婚纱摄影及避暑胜地

下午

线路三：高雄政府组织、协会
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 / 高雄市观光旅游协会

1.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知名酒店游览、考察（台湾乡林集团、原蒋介石行馆涵碧楼）
台湾乡林集团在台湾以文化创意不动产引领市场，树立度假酒店新典范，涉足地产开发、旅游、高端酒店、金融
投资等领域，年营业额 180 多亿元。旗下涵碧楼大饭店曾入选“台海两岸政要名流首选度假酒店”等多项殊荣

晚上

2. 日月潭特色景点环湖游览：日月潭水社码头 / 玄奘寺 / 孔雀园
晚上

自由活动，赏日月潭夜景

住宿

日月潭大涞阁酒店（或同级）

前往爱河乘船游览，赏南台湾高雄夜景
游览爱河后，嘉宾可自由前往附近的六合夜市，六合夜市在台湾知名度颇高，已被列为观光夜市，
当地美食玲琅满目，美不胜收

住宿

高雄汉来大饭店（或同级）

第 5 天，11 月 21 日（高雄）
第 4 天，11 月 20 日（日月潭——高雄）
上午

上午

1. 早晨从日月潭前往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
2. 抵达高雄梦时代广场
高雄市新开幕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最大特色是商场顶层的“高雄之眼”摩天轮，是目前全台湾唯一可供游客
欣赏海景的摩天轮，也是台湾最大的巨型摩天轮。商场有首次登台的国际知名品牌，还有奇美博物馆、时尚
故宫、大霹雳等文化创意商店及美食街，在此特色美景享用午宴

高雄特色景点游览：
西子湾风景区 / 打狗英国领事馆 / 国立中山大学 / 邓丽君纪念馆

中午

享用“海港之都 . 风情台湾”闭幕午宴

下午

自由购物
结束台湾之旅，返程回到温暖的家

注：1、主办方为参团代表同时段提供不同线路，以供个性选择。
2、本日程安排如遇到特殊情况，主办方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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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商务考察活动特色

活动特色
【商务考察背景】
近年来 , 在两岸同胞 , 特别是在两岸工商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 大陆与台湾两
岸在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 合作的规模和领域不
断扩大。目前，台湾是大陆第 7 大贸易伙伴和第 4 大进口来源地。大陆持续是台湾第
1 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13 年两岸贸易额逾 1972
亿美元，同比增 16.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 406.43 亿美元，同比增 10.5%；自台
湾进口 1566.37 亿美元，同比上升 18.5%。
随着两岸贸易额及双向投资额持续扩大，大陆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开放
力度进一步增大，台湾积极争取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等利好政策与制度的发展，
都为两岸贸易发展、台湾经济恢复和两岸经济整合增加了新的动力。
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和科技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
高，企业发展与运营体系相当成熟，都是值得国内企业借鉴学习的经验之一。随着国
内许多大陆城市将经济中心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台湾发达的服务业态，尤其是
台湾酒店业拥有着其它地方鲜有的人性化服务，以及餐饮业的发展模式等，更加值得
国内企业向同根同源的台湾企业学习和取经。因此，本次考察访问团走进台湾，近距
离接触台湾服务业，与政府及相关协会组织商务交流，汲取先进服务和知名企业的发
展经验，寻求最佳资源和两岸经贸合作，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家们的首要选择。

【考察形式与特色】
品味台湾，体验之旅——台湾商务考察访问团将以“考察体验 + 观光游览“的形式，深度
体验台湾具有代表性的知名酒店、特色米其林明星餐厅，参观访问台湾著名企业，与政府及协
会联谊等，并且结合所到城市的特色人文风情景点游览，寓游于学，
“游”、
“学”“
、商”三不误。

【适宜参团对象】
旅游地产、商业地产、“酒店＋房地产”开发商，酒店及餐饮企业董事长、高管代表，投行、
基金管理者及持有人，产业链具有代表性的商家等
职务要求：董事长／董事／总裁／总经理、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监、经理

两岸群贤毕至
名企名人早餐会，海峡两岸沙龙，汇聚台湾具有影响力的政要、酒店 / 餐饮集团 / 基金 / 投行
机构代表共进早餐，共商两岸旅游、经贸合作商机

深度考察交流
深入考察访问台湾著名企业集团总部，探访台湾旅游、酒店及餐饮业政府主管部门（或协会），
吸取台湾知名酒店与企业的宝贵经验，建立互访机制，拓宽人脉，推动项目合作

特色酒店巡礼
台湾当地明星酒店、知名国际五星级酒店入住、参观考察及消费体验

餐饮名店品鉴
台湾当地明星餐厅、知名米其林餐厅享用、参观考察及消费体验

宝岛风情游览
台北 101 观光，士林夜市体验，台北故宫，台北总统府，日月潭风光游览，清境农场，爱河游
览，打狗英国领事馆，国立中山大学等人文风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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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两岸群贤毕至

名企名人早餐会 海峡两岸沙龙
邀请台湾具有影响力的政府机构 / 协会 / 酒店 / 餐饮集团 / 基金 / 银行 /
投行等机构代表，共同举办名企名人早餐会和海峡两岸沙龙，与本次台湾商
务考察团的团友们一起享用早餐，以“早餐 + 嘉宾演讲 + 互动交流“形式，
搭建海峡两岸高端人脉平台，挖掘潜在商机，助推两岸企业经贸关系与合作。

“海风之夜 . 魅力台湾”欢迎晚宴
海风之夜，华灯初上，用高脚杯之间的温度，欣赏以往只能在书里、电视剧里、电影里、
音乐里，找寻和想象的台湾模样。“海风之夜 . 魅力台湾”欢迎晚宴，汇集两岸商企名流，寻
找美食味蕾，欣赏全城美景，用一场饕餮的盛宴，为“品味台湾，体验之旅”的贵宾接风洗尘。

“海港之都 . 风情台湾”闭幕午宴
一袭来自秋天的季风穿过优雅的爱河，带来海港的浪漫，飘过木棉的花香。你可以远眺
那一弯浅浅的台湾海峡，你可以拥抱那海天一色美不胜收的西子湾，听涛观海，品尝美味，
放慢脚步体会南台湾的别样风情，用最豪迈、最大快朵颐的方式告别即将远离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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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深度考察交流

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
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成立于 1989 年，由台湾的三商企业集团的翁肇喜先生创办。基金会以研究、传承
中华饮食文化为宗旨，研究并探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美学、
哲学各方面与烹饪密切关系的中华文化，更积极举办数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餐饮管理学术研讨会，
并提供博硕士论文、社会人士学术著作、专案研究计划的奖助与补助申请，同时亦出版会议文集及国际性学
术期刊等，不仅唤起了社会人士对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珍视，更提升中华饮食文化的国际学术地位，推动国
际间学术及技艺交流。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简称外贸协会或贸协，成立于 1970 年，是由台湾经济部结合民间工商
团体成立的公益性财团法人，以“协助企业拓展对外贸易”为宗旨。目前，
贸协遍布全球，欧、美、亚、非、大洋洲等重大城市设有 57 个据点，形成
完整的贸易服务网，另相继设立台湾贸易中心、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等姐妹机

台湾米其林厨师学会

构，成为台湾企业拓展贸易的最佳伙伴。贸协 2013 年总计办理 230 场海外

台湾米其林厨师学会以教育训练、厨艺交流等文

推广活动，其一年一度办理的“全球采购大会”邀请了 2,200 家台湾本土厂

化研讨活动方式，引领厨师及经营者，对顶级食材的

商与 600 位国外采购商来台进行 1 万 800 场次洽谈，促成采购商机近 50 亿

认识，进而发挥创意成新的菜系，并参与世界各国知

美元。其中在拓展大陆市场方面，贸协办理了 5 场台湾名品博览会、参加 5

名厨师联谊活动，以拓展更宏大的国际观，让台湾厨

场边境国际博览会及邀请大陆 5 团来台采购。不仅如此，台湾名品博览会还

师可以踏上国际舞台，享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与

相继到大陆北京、南京、合肥、石家庄、天津等城市办理展会，迄今已办理

空间。秉持这样理念，台湾米其林结合了知名厨师、

27 场，展出内容兼具创新服务、地方特色、银发照护及争取服贸商机等特点，

餐饮业、媒体同仁、美食评论家、品酒家等美食专家，

参展商超过 2000 多家，直接促成商机超过 16 亿美元。

共同成立台湾米其林厨师学会，与世界厨艺潮流接轨，
让更多人共襄盛举 , 陪同我们和世界一起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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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深度考察交流

KTIA 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

KAOHSIUNG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台湾乡林集团
乡林集团起源于 1975 年，成立以来陆续扩张经营版图，跨足房地产
开发、旅游、人力资源、建筑工程、高端酒店、精品百货、文创传媒、金
融投资等领域，在台湾以文化创意不动产引领市场，树立度假酒店新典范，

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

且集团业务触角涵盖台海两岸、东南亚等城市，年营业额 180 多亿元。

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由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发展促进会改制成立，原促进会成立于
1999 年，现任会长为中石兴公司董事长及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协理王裕道
先生。协会目前致立于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开发推动业务，历年来整合民间资源，配合高
雄市政府进行各项经贸推展、市政行销等事务，主、协办各项城市行销、经贸招商及观光
推展活动。

涵碧楼
涵碧楼位于日月潭涵碧楼半岛，总投资额新台币 18.6 亿元，1916 年由日本人伊藤兴建，
曾作为蒋介石行馆。乡林集团自 1986 年购并涵碧楼大饭店以来，历时五年多，完成观光酒店
改建并对外营业，成为日月潭风景区内由乡林建设经营的知名国际饭店。由乡林集团管理的涵
碧楼大饭店曾入选“台海两岸政要名流首选度假酒店”等多项殊荣。

高雄市观光旅游协会
高雄市观光旅游协会 2011 年 2 月 22 日于交通
部观光局高雄旅游服务处会议室成立，首任理事长
由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监事黄福醮出任。
高雄市观光旅游协会是县、市合并后，地方观光产
业人士共同成立的旅游组织。合并后的大高雄，面
积居五都之冠，涵盖各类型产业，并有闽南、山地
及客家族群汇聚，观光资源多元又丰富。协会积极
规划大高雄观光主题路线，并协助市府拓展城市旅
游外交，为大高雄观光产业再造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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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银行总行
台湾银行是台湾光复后官方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成立于 1946 年 5 月 20 日，成立之
初由财政部签奉行政院核准，委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代为管理。当前，台湾银
行在台湾境内共有 147 间分行，另在纽约、洛杉矶、伦敦、新加坡、东京、香港、南非、
上海共有 8 家分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台湾银行 25 强排行”中排名第一。
台湾银行总行位于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 1 段 120 号的总行厅舍，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

台塑集团
台湾第一企业，公司成立于 1954 年，由王永庆与王永在兄弟建
立，是台湾最大的民营制造业集团之一，旗下有 30 多家分公司与海
外公司，横跨塑胶、纺织、石化、电子、能源、运输、工务、生科科技、
医疗、教育等领域。企业员工人数近 10 万，资本总额 6103 亿新台币，
资产总额 2 万 9915 亿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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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
台北远东国际饭店
座落在台北的商业娱乐中心区
的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是台湾著名
的五星级豪华饭店，高耸的大厦享
有台北 101 和城市天际线的壮丽景
色，可俯视全台北景色。邻近全台
北最大的购物商场“The Mall”及
台北世界会议展览中心。一流的设

台北 W 酒店
台北 W 酒店艺术、时尚、豪华，是台湾的最新景致之一，是全球第 39 家 W 酒店，拥有 405 间客房，所有
时尚的客房均设有落地窗，享有台北市景和山景。台北 W 酒店座落在信义繁华中心商务区，相距标志性的台北
101 大楼有 10 分钟步行路程。酒店呈现多种独具特色的餐厅与酒廊风情。KitchenTable 将奉上丰富多样的印
度泥炉香辣菜、木烤披萨、风味沙拉、多汁海鲜和烧烤食品。在 WET 泳池天台体验户外用餐，在俯瞰台北万
家灯火的同时惬意地享用美味的都市烤肉。坐落于第 31 层的 W 酒店招牌粤式餐厅 Yen 内设一间时尚酒吧，
可在此浅酌清谈、畅饮尽欢。餐厅还提供美味点心、时令海鲜、特色汤羹、诱人甜品，并有五个为私密活动特
设的私人包厢。此外，W 酒店大厅是台北市最大的无立柱宴会厅，常常举办国宴、年会、婚礼宴会、热力时尚
秀等各类活动。

18

施及服务，令她获得无数奖项，被
公认为台北最佳饭店。饭店设有屋
顶 游 泳 池、 健 身 中 心、spa 中 心，
Horizon Spa 温泉浴场提供多种按摩
服务和 spa 护理。此外，香宫还是
以供应各地特色美味菜式而闻名，
有粤菜，远东咖啡厅提供国际自助
餐，马可波罗餐厅提供意大利美食，
上海醉月楼供应上海菜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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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圆山大饭店
台北圆山大饭店，是一家传统建筑造型饭店，在日治时期曾是台湾神社，历史悠久，位于
台北市剑潭公园旁，是台北市的地标之一。饭店拥有宫殿风格的外观，设有金色屋顶瓦片和红
色的柱子，在中国式建筑上采用相当多的龙形雕刻，也有人称圆山大饭店为“龙宫”。诸多外
国贵宾政要来台期间，均喜欢选定圆山大饭店作为下榻场所，接待过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克
林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约旦国王、泰国国王等政要，并曾被美国《财星杂志》评选为“世
界十大饭店之一”。

大仓久和大饭店
台北市豪华酒店，是日系名门顶级饭店。日本大仓饭店集团为日本当地最
大的国际五星级连锁饭店集团，在日本当地，大仓不仅被公认为最豪华的顶级
饭店，更是最能表现与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国际级五星级饭店，在日本人
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地位。台北大仓为大仓品牌 Prestige 系列超五
星级饭店，饭店位于深具日本历史渊源、日本商社汇聚的台北市南京中山商圈，
为金融商务与购物休闲娱乐区域中心，坐拥商务大厦、国际精品店、顶级餐厅
的繁华地段，可欣赏到台北市全景。

西华饭店
台北西华饭店是台北最热门的五星级酒店之一。“西华”象征东西文化精华之荟萃，馆内设计、艺品陈设、
家具摆列、悉心服务、美馔料理，多方面展露“西方优雅”与“中华经典”的完美融合。著名的西华饭店是各
国政要、明星经常下榻的酒店之一，曾接待过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导演李安，以
及刘德华、周润发、郭富城、姚明、汤唯等一线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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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大涞阁酒店
日月潭大涞阁是南投最热门的高星级酒店之一，原称日月潭天庐饭店。大涞阁紧邻日
月潭畔，以高雅的星级观光饭店的精致面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著称，是唯一可 180 度
欣赏日月双潭的朝雾晚霞，层次分明的山峦自然之美的饭店，能近距离直接欣赏日月潭最
美丽风光。不仅如此，饭店位于日月潭最热闹的商业区，各种当地特色餐厅和名产店云集，
购物、逛街、交通均十分便利，多年来获得中外游客的极大好评。

高雄汉来大饭店
台中金典酒店

高雄汉来大饭店专业的美学建筑，深富国际饭店
经营经验的饭店管理，让汉来大饭店自 1995 年成立之

台中五星级酒店金典酒店，座落于台中交通枢纽、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拥有

初，即成为最优雅尊荣的南台湾典藏地标。汉来饭店

222 间精致舒适的客房、3 间国际美食料理餐厅，咖啡馆和雪茄馆，以及横跨多

馆内拥有随处可见的艺术精品、540 间舒适客房、13

个楼层的大型宴会厅与斥资千万打造的东方俱乐部及露天恒温空中泳池。台中金

家中西日式餐厅与名闻遐迩的各国美食料理、尊贵的

典酒店以“提供如同回到家一般自在的舒适，及贴心细腻的服务”著称，让客人

国际商务俱乐部、汉神百货、场地宽阔的宴会厅及功

得到难以忘怀的愉快住宿回忆及用餐体验，是旅客到台中的最佳落脚点。

能完备的会议中心，显示了汉来整合商业、休闲、娱乐、
艺术与国际视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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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阳光大饭店
阳光大饭店创立于 1995 年，并不断追
求创新与优质服务，于 2011 年扩大营运，
为具备五星级设备水准之精致饭店。饭店
结合优雅的中式古典，全馆以名贵花梨木

高雄义大皇家酒店

家具融合雅致的东方文华经萃，匠心独具

义大皇家酒店座落于高雄义大世界内，是全台湾唯一结合主题

以独有的中华文化融入创新的当代设计，

乐园、购物广场、数码影城、主题运动馆、艺术生态园区等丰富多

是不可错过体验的东方美学深度之旅。饭

元的新兴渡假胜地。饭店规划 656 间各式高级客房、5 间中西料理餐

店全馆拥有 150 间舒适豪华客房，3 个中西

厅、20 间多功能会议及宴会场地、儿童俱乐部及时尚水疗设施 , 另

式餐厅、功能完备之专业会议室场地、专

有亚洲唯一的“梦之湖”影音秀，满足顾客全方位休闲旅游及商务

业健身中心、露天 SPA 水疗等多样休闲设

会议的需求。

施，充分满足顾客多样需求。馆内餐饮服务
特别引进英式下午茶第一品牌古典玫瑰缘
(Rose House)，各房型提供英国进口瑰柏翠
(CRABTREE&EVELYN) 产品，将来自欧洲花园
的优雅贵族气息给莅临饭店每位顾客。

高雄国宾大饭店
高雄国宾大饭店为全台湾首批通过观光局五星评鉴
的饭店，座落在有“台湾塞纳河”之称的爱河畔，优越
的地理环境让旅客可欣赏炫丽的光雕桥，或搭乘爱之船
游河巡礼，皆可近距离体验令人惊艳的河岸风光，体验
水岸城市的浪漫风情。饭店内宽敞挑高的大厅、金箔圆
顶的回廊、华丽古典的艺术品，揉合人文与历史特质，
营造出新欧式古典主义的独特风格，提供东西文化交流
的亲切待客之道。饭店有 453 间客房，以明亮色彩及宽
敞空间为设计主轴，搭配新颖现代化设备，打造国际观
光饭店的顶级质感与居家思维的恬静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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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鼎泰丰餐厅
鼎泰丰餐厅 20 世纪 70 年代成立于台北市。凭着其招
牌的美味小吃，鼎泰丰越做越出色，顾客群不断壮大，并
在北京、上海、香港及新加坡、日本、美国开设了分店。
1993 年，鼎泰丰被美国纽约《时代周刊》评选为“国际十
大美食餐厅”。2013 年获得“亚洲 101 家最佳餐厅”排行
榜桂冠，力压北京全聚德和新派创意菜紫云轩。蟹黄小笼
包、菜肉蒸饺和原盅鸡汤等都是鼎泰丰的拳头产品。

欣叶国际餐饮集团
欣叶国际餐饮集团从 11 张桌子起步，成立之初由现任董事长李秀英女士经营，并打破当时台菜餐厅只有
清粥小菜、无大菜的既定印象，为第一家将台湾筵席菜带入台菜的餐厅。目前在台湾共拥有台菜餐厅 6 家、日
式自助料理 4 家、呷哺呷哺 1 家、咖哩匠餐厅 2 家；中国大陆欣叶有北京 1 家，海外欣叶有新加坡 1 家、日本
1 家。2003 年，更与华航空厨合作，借着亚洲到欧美的航线，把台菜的精髓带到世界各地。

新天地餐饮集团
台湾第一家股票上市的餐饮集团，凭借着味美料鲜的海鲜料理，使新天
地餐厅名扬海内外，蒋介石、蒋经国乃至于历任台湾元首及各机关政商都曾
光顾新天地享用精致美食料理。曾被日本杂志评选为“全台十大美食餐厅”
之一，更获得“第六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美食展台金牌”、“中华美食展厨
艺世界赛金鼎奖”等殊荣。

松露之家
台 北 敦 南 SOGO B1 松 露 之 家
（Masison de la Truffe）
法国餐厅，
传承了法国 200 年的奢华滋味，是
松露之家在亚洲开设的第一家分店，
台北米其林餐厅，也是《康熙来了》
节目推荐的西式料理冠军餐厅。推
荐菜式：松露橄榄油、季节松露炖
饭经典、附餐面包、松露炖饭、老
巴黎油封鸭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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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是台北市范围最大的夜市，也是国外观光客造访台北必到的观光夜市。夜市主
要分两个范围，一是传统阳明戏院周边的街道，另一边则是配合夜市改建，集中管理的小吃
摊位区域。来逛夜市的人大都以美食与购物为主，这里有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商品与美食，
便宜、料足，因此吸引了大批人潮。特殊的夜市文化，是台北夜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最
为著名的莫过于多样的美食小吃，可说是台湾美食大集合，必吃美食：蚵仔煎、豪大大鸡排、
串烤、大饼包小饼、生炒花枝、青蛙下蛋、三兄弟豆花、臭豆腐、生煎包、葱油饼、炒蟹脚、
药炖排骨汤、士林大香肠等，都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让人驻足不前、流连忘返。

台北 101
台北 101 位于台湾台北市信义区的一栋摩天大楼，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楼（不含天线）和目前全世界第三
高的大楼。拥有世界最快速电梯（38 秒即可直达 89 楼观景台），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为观景台使用，还有
世界最大、最重，且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夜间的台北 101 外观会打上灯光，以彩虹七种颜色为主题，每
天更换一种颜色，如星期一是红色、星期二是橙色等，每天落日时间开始点灯，至晚上 10 点关闭。在特殊的
节日，会以节庆为主题，在外墙以灯光展现特殊的文字或图形。

信义商圈
信义商圈被称为台北曼哈顿，是台北
市一个新兴的商业中心，白天是一个生活
节奏忙碌快速的商业金融中心，而夜晚则
成为充满艳丽光彩夺目的时髦都会中心，
是台北夜生活的集中地，是目前台北最具
指标性的时髦商圈。商圈包括多家百货公
司、饭店、时尚餐厅，包含新光三越、纽
约购物中心、信义诚品、威秀、君悦饭店、
台北 101 等，当前已取代台北东区，成为
大台北新的时髦都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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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始建于 1962 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1965 年新馆
落成，1966 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它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
术史博物馆，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
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南京国立中央
博物院、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中国青铜器之乡 - 宝鸡等处旧藏之精华，以
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 60 万件。

台北总统府
台北总统府在台湾日治时期启用时做为台湾总督府办公厅舍之用。整个总统府是一座造型对称的五层楼建
筑，中心立一座象征权威的高塔，建筑风格为巴洛克式，一直是台湾的最高权力中心所在。此建筑也是“中华民国”
内政部所指定的国定古迹。

中正纪念堂
台北中正纪念堂是为纪念蒋介石而建
立的，是台北市最大的艺文广场，以中国
庭园造景为主要设计形制，加廊窗棱古典
而幽雅，整体建筑则以蓝、白二色搭配相
和，有着自由、平等的寓意。一楼主要以
展览室和放映室为主，展示蒋介石生平事
迹文物，顶楼则为蒋介石铜像，两旁驻守
着卫兵，而每个小时定时换班的仪式也成
为游客游览的重点之一。同时，每年重要
的台北灯会、“云门舞集”户外公演、“跨
世纪之音”音乐会等都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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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宝岛风情游览

日月潭
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湖，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台湾外来种生物最多的淡水湖泊之一，由玉
山和阿里山之间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日月潭中有一小岛远望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颗珠子，名拉鲁岛，
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南半湖形状如弯月，日月潭因此而得名，著名景点有慈恩塔、玄光
寺、拉鲁岛、猫囒山、孔雀园等。

清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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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纪念文物馆
邓丽君纪念文物馆由邓丽君兄长邓长安主

具有欧洲风情的清境农场素有“雾上

导建立，旨在纪念这位纵横国际的闪耀巨星。

桃源”的美称。清境农场著名的民宿区也

纪念馆还原了邓丽君居所的陈设，其中有许多

是吸引游客前往的旅游点，建筑各有特色；

邓丽君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歌迷赠送的礼物等。

清境农场景致清幽、气候宜人，属温带气

文物馆分前后两栋。前栋摆放从法国运回的邓

候，盛产水蜜桃、香水百合等温带花卉蔬

丽君生前代步的奔驰车，另设有一间简报室，

果。清境四季皆可赏心游，初春莺飞草长，

专门播放邓丽君出生、成长、歌唱演艺事业发

满山遍野桃李争妍，夏秋之际，毛地黄和

展过程，呈现邓丽君的精彩一生。后栋则展出

高山野花竞相绽放，深秋枫红延烧在山巅

邓家客厅、餐厅、邓丽君演出服装、表演用饰

水涯，冬天远山积雪，又是另一番景致，

品与喜爱的收藏，摆设仿照邓丽君故居摆设，

耐人寻味。春花、夏果、秋枫、冬雪，呈

包括邓丽君旅居香港使用过的公主床等，令参

现四季多样风情，是台湾最佳的高山旅游、

观者犹如置身邓丽君家中。当前，前往参观的

婚纱摄影及避暑胜地。

旅游团络绎不绝，成为了台湾游的必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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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宝岛风情游览

国立中山大学
打狗英国领事馆
打狗英国领事馆位于台湾高雄市鼓山区，地处高雄港口北岸的鼓山上，东
侧、西侧及南侧都紧临陡峭的悬崖，北侧连接鼓山，形成背面靠山、三面环水
的形势，是当时英国领事馆官邸，是领事居住及接待使节宾客的重要场所。

原名国立广东大学，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1924 年于广东创立，被誉为文科的“黄
埔军校”。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48 年国军于
国共内战中败退台湾岛，于 1980 年复建国立中山大学一所，即今天位于高雄西子
湾畔的中山大学。她与今天位于大陆地区广东的中山大学为同脉同源，或者可以说
是国立中山大学在台湾地区的新生。

高雄梦时代中心
高雄市新开幕的大型城市综合体，看
似鲸鱼的外观，与港都的海洋意向吻合。
最大特色是商场顶层的“高雄之眼”摩天
轮，是目前全台湾唯一可供游客欣赏海景
的摩天轮，也是台湾最大的巨型摩天轮。
商场有首次登台的国际知名品牌，还有奇
美博物馆、时尚故宫、大霹雳等文化创意
商店及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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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及须知

三、签证办理及手续费用：
1. 台湾个人旅游签办理须知：（针对已开放自由行的城市）
（1）自行前往当地出入境办事处办理台湾通行证和台湾签注（费用自理）

收费标准及须知

（2）办理入台证
（3）过关程序
持台湾通行证和台湾签注 + 入台证，办理登机牌

一、团费：人民币 5800 元 / 人
注：全联房地产商会 /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会员
优惠价人民币 5000 元 / 人
费用包含：
“海风之夜 · 魅力台湾”欢迎晚宴，名企名人早餐会，“海港之都 . 风情台湾”，海峡两岸沙龙，

自由行入台证所需资料清单如下：
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户口本：原件，全本彩色扫描件
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原件首页和签注页（彩色扫描件）

全程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产、商业地产项目考察，酒店、餐饮企业参观考察交流及美食体验，及

财力证明（以下 2 选 1 提供）：

当地巴士交通、行程景点门票、司机导游费用。

a、存款证明 5 万元以上，由银行开具：

费用不含：
各代表不同出发地至台湾的往返交通费（台北进，高雄出）；酒店住宿费（主办方统一预订）；
本行程以外参观内容与个人消费。

（特别说明：在工商银行开具存款证明时，需专门填写“给予方”一栏，请在此项填写“台湾领馆”）
b、年收入证明 15 万以上，由任职公司开具；
紧急联系人：身份证，联系电话，住址，亲属证明（例如：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
相片：大一寸白底（电子版）

二、代订客房费：

入台证申请书：打印出来手写后扫描

台湾具有代表性的高星级酒店双人房每位人民币 800 元 / 晚，单人房每间人民币 1600 元 / 晚。
自由行入台证办理手续费：
3 个月单次，可在台停留 16 天，手续费：300 元 / 人
1 年单次，一次可在台停留 16 天，手续费：600 元 / 人

2、台湾商务签办理须知：（针对未开放自由行的城市）
（1）自行前往当地出入境办事处办理香港通行证和香港签注（注：个人旅行签或团体旅游签均可，团体签人
员需旅行社开具团签表才能过香港）和护照本（已持有护照本，且有限期半年以上，则无需办理）（费用自理）
（2）办理商务入台证
（3）过关程序
持港澳通行证和香港签注过香港（团签人员需增加香港团签票）
持护照（有限期半年以上）和入台证，办理登机牌
商务入台证所需资料清单如下：
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户口本：原件，全本彩色扫描件
紧急联系人：身份证，联系电话，住址，亲属证明（例如：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
相片：大一寸白底（电子版）
入台证申请书：打印出来手写后扫描
商务入台证办理手续费：
1 年单次，可在台停留 15 天，手续费：1700 元 / 人

温馨提示：

* 自由行开放城市 26 个
北京，上海，厦门，天津，重庆，成都，南京，杭州，广州，深圳，济南，西安，福州，
沈阳，郑州，武汉，苏州，宁波，青岛，石家庄，长春，合肥，南宁，昆明，泉州，长沙
* 今年 8 月新增自由行开放城市 10 个
太原、漳州、温州、哈尔滨、大连、烟台、贵阳、无锡、南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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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 承办单位介绍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简介
Introduction to China Hotel Industry Celebrity Club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简称“名人会”）由原国家商业部部长、国家旅游局局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简介

Introduction to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目前，名人会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设有会籍管理部。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任荣誉主席，国家民政

全联房地产商会（其前身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

部原副部长徐瑞新、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国家旅

级社团法人，也是中国房地产界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组织之一。商会拥有房地产开

游局原副局长程文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国家旅游局监管司副司长张海燕、

发商，部品供应商，规划设计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在内的 5000 多家会员，其中还包

广东省旅游局局长杨荣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张宇人太平绅士、著名作家

括 16 个专业委员会及 30 多个省、市地方房地产商会团体会员。

余秋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著名学者魏小安、著名美食家蔡澜、唯灵、杨维湘、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是全联房地产商会的直属机构，由投资旅游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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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全国政协常委刘毅倡导发起创办，是全国旅游及饭店业具有影响力的名流会。

庄臣等任顾问，中国饭店杂志社社长、亚太酒店协会轮值主席冼锋任执行主席，原

商业地产、“酒店＋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开发商、国际著名投行、基金管理者及

国家旅游局管理司司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宗堂和中国社会科

持有人、酒店与餐饮业投资商及上下游产业链商家，与本行业领域相关的企业、

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任联席主席。目前拥有个人会员 6000 多人，企业会员

团体和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100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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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 承办单位介绍

扫我吧！
加入中国饭店杂志微信
及时了解更多产业资讯

扫我吧！
加入全联房地产商会
酒店投资商会微信
收获更有价值的人脉与商机

中国饭店杂志社简介
Introduction to China Hotel Magazine

中国饭店——中国崛起的缩影！
中国饭店，是中国近三十年社会发展最敏感的窗口。一切重要的交往在这里发生，一切惊喜的观察
在这里完成，一切深入的研讨在这里举办。不仅如此，世界重新发现中国，也总是在这里起步，中外经
济的快速融合，也总是在这里见证。饭店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金融机构，但是这三十年中国腾飞的
奇迹如果离开了中国饭店，就简直无法想象。它的功能，远远超过它的名称；它留给人们的记忆，又超
过了它的功能。
《中国饭店》杂志见证中国速度，记载中国饭店业的发展，秉承“发产业强音、塑意见领袖”的办
刊宗旨，向国家各部委办及各省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全国各地 1000 多家有投资酒店或有餐饮品牌招商
需求的商业地产开发商、500 多家旅行社、16500 多家星级饭店、10000 多家知名餐饮企业，以及具有代
表性的旅游院校、名流会所、高级写字楼等高端场所，以及旅游与饭店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制造商、供应商、
服务商等发行，为上千万商旅客人及行业精英人士提供权威、专业、及时的资讯服务，具有不容置疑的
品牌号召力与舆论影响力。
《中国饭店》杂志创刊于 1993 年，中英文双语，月刊，每月 1 日出版。

组委会秘书处
※ 发布权威资讯的高端期刊
《中国饭店》杂志是目前国家旅游局饭店管理处、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常年
开设专栏的唯一期刊。

※ 发行量最大的国家级期刊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物数据调查中心权威审核，2013 年 1 月—12 月，月均发行量达 16 万册，阅
读的商旅及行业精英群体突破 1000 万人次。

※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酒店协会指定中英双语品牌刊物
《中国饭店》杂志是目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酒店协会唯一指定中英双语品牌刊物。

The Secretariat of Organizing Committee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 608 室
Room 608, South Tower of Poly International Plaza, No.1 Pazhou Avenue East,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Postcode: 510308
电话 /Tel：020-89899000 / 89899338
传真 /Fax：020-89899555 ／ 89899473 ／ 89898338
网站 /www.hotels263.com / www.chia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