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88 号 |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1号楼307室

邮编：201203

周瑾小姐周瑾小姐

电话： +86-(0)21-6169 8324 电邮：mona.zhou@mds.cn

表格递交期限

观众商务套餐 2016.07.14

如有多人参加旅游团，请复印此表分别填写。

7天杜塞尔多夫参展商务行程    天杜 尔多夫参展商务行程

人民币 23,800元/人（含国际往返机票）

人民币 13,800元/人（不含国际往返机票）

中文名： 英文名（请和护照上名字填写一致）：

生日（年/月/日） 性别 男 女

客人姓名

生日（年/月/日） 性别 男 女

护照信息 护照号： 签发时间： 签发地点：

需要 吸烟房间

不需要 非吸烟房间

其它要求（如果有）：

1000元/人-包括填写签证申请表格、签证费、 需要 （60 欧元/间/天）

签证中心服务费、保险费和往返快递费。 不需要

往返机票 房间要求

商务签证服务 单间差

姓名： 电话：

服务项目包括： 不含项目：

商务邀请函； 使领馆签证费；

受邀参加中国代表团专场晚宴和新闻发布会，与上百位 酒店单间差费用：60 欧元/间/天；

来自中国房车产业精英欢聚德国莱茵河畔；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费等私人费用；

国内紧急联系人

来自中国房车产业精英欢聚德国莱茵河畔；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费等私人费用；

住宿：杜塞尔多夫4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 超重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膳食：酒店早餐，每日午、晚餐， 所含项目中未提及的其它项目。

其中一顿德国特色餐；

展期每人每天矿泉水1瓶；

全程提供旅游用车，专业司机；

旅行社责任险和境外旅游救援险；

司机、导游小费； 备注：

欧洲境内中文陪同； 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或航欧洲境内中文陪同； 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或航

根据客人要求免费代定当地的餐厅； 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报名人数不足等特殊情况，我

根据客人需要免费提供当地的地图； 公司视情况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

根据客人需要免费提供插头转换适配器。 食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等）我公司有权追加差价。

 公司名  联系人

++
 地址  电话

+
 邮编，城市  传真

 国家  电子邮件

 公司盖章，日期，签名



观众商务套餐

行程

7天杜塞尔多夫参观公务行程    
日程: 2016.08.25.-08.31.
价格: 人民币 23,800元/人 （含国际往返机票）

人民币 13,800元/人 （不含国际往返机票）

最少成团人数: 10人
截止日期: 2016.07.08.

天数 日期 旅游地 交通 行程 用餐

1 2016 北京 / 上海 飞机 乘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 到达后导游接机 入住酒店休息1 2016 北京 / 上海 飞机 乘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到达后导游接机，入住酒店休息

08.25 阿姆斯特丹 巴士

周四 杜塞尔多夫 北京出发参考航班：  KL898   TH25AUG  PEKAMS   1055 1510  
KL1861  TH25AUG  AMSDUS  1650 1740  

上海出发参考航班：  KL894   WE24AUG  PVGAMS   2320  0505+1 
（8月24日夜间出发） KL1853  TH25AUG  AMSDUS   0650  0740    

* 航班以实际出发的为准。

2 2016 杜塞尔多夫 巴士 前往展馆参展 早餐

08.26 午餐

周五 晚餐周五 晚餐

3 2016 杜塞尔多夫 巴士 前往展馆参展 早餐

08.27 午餐

周六 晚餐

4 2016 杜塞尔多夫 巴士 前往展馆参展 早餐

08.28 科隆 观展结束后乘车前往科隆，抵达科隆后 参观科隆大教堂 午餐

周日 锡根 参观完毕后，驱车前往锡根，到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晚餐

5 2016 锡根 巴士 早餐后，驱车乘车前往房车配件工厂公务活动， 早餐

08.29 汉堡 地址：In der Steinwiese 16 57074 Siegen, Germany 午餐

参观结束后乘车前往汉堡 到达后入住附近酒店休息 晚餐周一 参观结束后乘车前往汉堡，到达后入住附近酒店休息。 晚餐

6 2016 汉堡 巴士 早餐后，驱车前往Hobby的工厂参观 早餐

08.30 地址：Harald-Striewski-Straße 15  24787 Fockbek/Rendsburg 午餐

周二 公务活动结束后，驱车返回汉堡市区观光，前往汉堡港，搭乘游船*从水路探索汉堡。 晚餐

游览经过仓库区、港口新城、易北河的无数的桥梁，以及繁忙的集装箱码头。

晚餐安排德国特色猪肘餐，返回酒店休息；

7 2016 汉堡 巴士 早餐后，驱车前往汉堡附近的新明斯特名品奥特莱斯，购物时间（10:00-14:00） 早餐

08.31 北京 / 上海 飞机 下午，驱车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经转机返回国内； 午餐

周三 晚餐

返回北京参考航班： AF1511  WE31AUG  HAMCDG   1820  1955   
AF382    WE31AUG  CDGPEK     2325  1520+1

返回上海参考航班： AF1511  WE31AUG  HAMCDG   1820 1955  
AF116    WE31AUG  CDGPVG    2325 1635+1

* 航班以实际出发的为准。

!   

参团观众应于提交预订表后向我公司指定的旅游接待公司交纳预订金（报价的50％）。参团观众在交纳预订金后取消参团的，旅游

接待公司将扣除实际发生的费用，其余款项返还。接待公司将扣除实际发生的费用，其余款项返还。

以上报价不包括申根签证费用且最少参团人数为10人，如参团人数不够10人，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将保留对价格、

行程安排以及酒店作出必要调整的权利。最终出行价格按实际成团人数收取。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88 号 |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1号楼307室

邮编：201203

周瑾小姐

电话： +86-(0)21-6169 8324 电邮：mona.zhou@mds.cn

表格递交期限

申根商务签证 2016.07.14

如有多人需要此服务，请复印此表分别填写。

（仅供非参加MDC 观众旅游团使用）

申根商务签证  （1,500.00元/人）

中文名： 英文名（请和护照上名字填写一致）：

中文名： 英文名（请和护照上名字填写一致）：

中文名： 英文名（请和护照上名字填写一致）：

客人姓名

客人姓名

客人姓名

注： 申根商务签证服务包含填写签证申请表格、签证费、签证中心服务费、保险费和往返快递费。

申根签证服务费不含展会门票费和签证邀请函费用。

 公司名  联系人

+
 地址  电话

+
 邮编，城市  传真

 国家  电子邮件

 公司盖章，日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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