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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中

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上周末，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旅

游发展局合办的《团圆·香港》主

题展览，在北京东方新天地盛大

展出。

据悉，《团圆·香港》 主题展

览为期三天， 带来香港春节期间

的各种习俗和美食。 如“大年三十

吃团年饭”、“大年初一黄大仙抢

头香”等，跟着香港人的脚步，体

会再亲切不过的传统习俗。

展览期间， 参观者只要在手

机支付宝钱包 APP 内添加 “香

港·优惠”服务窗，并向工作人员

出示手机画面， 即可获得财神卡

一张， 每天有免费香港航空由北

京出发往返香港机票、 歌诗达游

轮香港出发 5 天 4 夜游轮假期、

香港和北京的酒店住宿及美食抵

用券、 艺龙旅行网及北京春秋国

际旅行社香港旅游产品抵用券等

大奖送给京城参观者。

市民可关注“香港旅游发展

局” 新浪微博和微信官方账号，可

了解最新推广活动详情。

另外，下载“香港·优惠”APP

或于支付宝钱包手机 APP内添加

“香港·优惠”服务窗，可免费领取

各种精选优惠， 省钱之余更可充

分享受香港的旅游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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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思思

音乐剧史上的最伟大巅峰之

作《猫》，将于今年 3 月登陆澳门

威尼斯人酒店。

《猫》可谓一部匠心巨著。 时

至今日，全球超过七千万观众已

欣赏过《猫》。这部音乐剧于伦敦

西区连续公演了 21 年， 是有史

以来在西区演出时间最长的一

部音乐剧，亦风靡美国百老汇连

续 18年。

自首演以来，《猫》 的足迹

遍布全球 26 个国家、 超过 300

个城市，至今已被翻译成 14 种

语言。

据悉，该部音乐剧将于 2015

年 3月 6日至 15日期间（3月 9

日休演），星期一至五晚上 8时及

星期六至日下午 2时、晚上 8时，

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演出， 门票

于即日起通过各大金光票务售票

处公开发售。

据悉，音乐会票价从 280 元

（港币）至 680元（港币）不等。观

众可另加 108 元（港币）购买包

括金光飞航往返港澳双程船票

的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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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思思

近日，慕尼黑机场 CEO 到访

北京， 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CEO

会面， 就 2011 年 9 月 11 日慕尼

黑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签署

的“姐妹机场”合作协议，讨论今后

的战略合作。

“希望能在经验交流、 员工培

训、项目合作、市场销售等领域展

开更多的合作， 开展丰富多样的、

专业的、 社会文化交流活动。 ”慕

尼黑机场首席执行官 Michael�

Kerkloh表示，希望在未来能够同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相关领域展

开更多的合作。

据悉，慕尼黑机场作为欧洲客

流量第七的机场，是欧洲最独一无

二的枢纽中心，在全球航业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连续七年荣膺

“欧洲最佳机场”， 在全球排名第

三———获得四个单项第二名的殊

荣，分别是“机场餐饮”、“舒适度与

便利性”、“机场贵宾服务”以及“机

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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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思思

根据璞富腾酒店集团日前发

布的新旅游趋势报告， 多代全家

游正在成为快速持续的旅游增长

项目。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祖父母

们丰厚的荷包， 儿孙辈对旅行的

热爱，以及社交媒体的助力。

“虽然多代同堂出游的增长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令人瞩目的

亮点，但经济的变化、新科技的应

用，甚至当代家庭教育方式都深

深地影响了这一旅游方式的组

成、策划、成行和支付，”璞富腾

酒店集团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Lindsey�Ueberroth 说道，“今时

今日，儿孙辈是旅行的主要决策

者，而祖父母则逐渐承担起资助

人的角色。 高达 91%接受调查的

千禧一代表示，多代同游是他们

每年都想进行的活动。 ”

璞富腾酒店集团的调查围绕

多个可变因素进行了研究考量，

包括多代出游者的态度、 行为、

偏好、社会价值、生活方式和媒

体习惯，结果证实了“度假时增

进与家人的相处” 是持续存在的

旅行诉求。

调查显示， 过快的当代生活

节奏使得很多父母没有足够时间

与子女相处， 由此产生的负罪感

更加放大了家庭游的原始动机。

在其遍布全球的独立奢华酒

店中， 璞富腾酒店集团拥有 283

间获得 Preferred�Family 认证的

酒店或度假村，包括海边度假村、

临近主题公园的酒店，以及欧洲、

亚洲、非洲的经典酒店。 这些酒店

在设施、环境、游览计划、娱乐选

择和服务方面都有特别针对多代

同游家庭的准备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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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仇姣宁

祖父母支付费用 子女策划旅行 孙辈影响选择———

多代同游 孩子做主

近日， 印度尼西亚鹰航正式

开通北京至巴厘岛常规直飞航

班。 北京至巴厘岛直飞航线每周

三班，每周二、四、六执飞，仅需约

7 小时即可领略巴厘岛的迷人风

土人情。 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部长

Arief�Yahya 先生来京参加了印

尼鹰航北京直飞巴厘岛首航仪

式， 并借此机会推动促进中国游

客赴印尼旅游。

据悉，2014年，中国游客赴印

尼旅游人数近九十万， 印尼旅游

部计划在 2015 年实现中国游客

（包括港澳台地区）到访数量翻番

至二百万人次的目标。

经过多年发展， 巴厘岛已成

为最受国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众信旅游将携手印尼鹰航， 在今

年 2-3 月推出从哈尔滨、西安、郑

州、长沙、厦门出发直飞巴厘岛包

机， 充分满足当地游客春节旺季

期间的出游需求。

此外， 印尼旅游局中国区办

公室携手新加坡航空公司组织国

内旅游业者考察了美娜多、泗水、

日惹， 进一步深度挖掘印尼旅游

资源，希望在 2015 年除巴厘岛之

外有更多的印度尼西亚旅游目的

地产品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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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仇姣宁

装饰一新的威基基希尔顿尊

盛酒店日前揭幕， 耗资 600 万美

金的翻新工程将当地传统印染布

艺———卡帕融入了全套房的设计，

缤纷的色彩和别样的夏威夷风情

彰显无遗。

酒店的单、双卧套房均拥有非常

宽敞的室内空间，必要时客人还可使

用“门栏”将卧室和客厅进行隔离。 套

房中配备的沙发床和迷你厨房，让客

人们享受家一般舒适的入住环境。

除了充满夏威夷卡帕风情的客

房， 威基基希尔顿尊盛酒店拥有绝

佳的地理位置———位于集购物、娱

乐为一体的威基基海滩步道中心地

带， 并为客人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和

设施，且不收取任何度假村费。

下榻威酒店的客人， 每天都可

享用免费的全套现点现做早餐，傍

晚时分体验池畔派对， 同时还有免

费热带饮品、小食，和现场娱乐表演

供应。更让人惊喜的是，全天候开放

的健身中心每周都会提供三堂免费

室外瑜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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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仇姣宁

慕尼黑机场

携手首都国际机场

“姐妹”展开合作

印尼鹰航

北京至巴厘岛

新航线每周飞三班

香港旅游发展局

“团圆·香港”主题展

来京晒节庆习俗

威基基希尔顿尊盛酒店

全套房设计 彰显夏威夷风情

澳门威尼斯人

音乐名剧《猫》

3月来袭威尼斯人

璞富腾酒店集团总裁及首

席执行官

Lindsey Ueberroth

酒店新装修的客房，充满缤纷的色彩和别样的夏威夷风情

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民忠先生与香港旅游发展

局副总干事叶贞德女士手持全盒，共同为主题展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