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佳企业(年会)会议之地

曼谷 BANKKOK
专业策画泰国会议项目

(国之贵宾规格+媒体专访宣传)

直销企业年会发布会或各产业论坛

保险业精英表扬会



本专案是适用于 200人以上
直销保险单位其它协会社团
专业策划规格超乎您想象
1. 泰国国家级会议接见国宾场地
2. 国之贵宾待遇接待
3.泰方政商各界领袖群与会交流
4 .泰方各界记者宣传会
5.与泰国政府官方拜会(领导)
6.协会合作产业中泰(东盟)论坛



万人赴泰会议





泰国各大华文媒体资源
环球旅游频道随团拍摄
企业宣传总裁理念专访
国内各大电视媒体冠名
配合宣传播出事半功倍

国内 120 家分公司服务点
+逾五千旅游专业人员

途牛旅游网(www.tuniu.com)创建于 2006年 10月，总部设在南京，经
过九年发展，目前已拥有员工逾五千人，下辖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 120家分公司。

九年来，基于互联网+旅行社+呼叫中心的运营模式和注重客户体验
的服务模式，途牛旅游网一直以“为旅游者提供经济可靠的旅游产品”
的形象示人，深受客户信赖。在众多客户的支持下，途牛业务量高速
发展，现居国内在线旅游网站前 3，提供跟团游、自助游、门票预订、
酒店预订、公司旅游等全方位旅游服务，累计服务客户出游逾 900
万人次。

凭借快速的业务发展和强大的行业资源整合能力，途牛于 2014年 5
月 9日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代码：TOUR），成功上市！





案例一中泰儒商大会
由泰国国际贸易商会，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儒商总商会等共同主办；本
会等协办的「东盟加六国—中华儒商商务文化交流大会」，于 2014年 8月 7日上午 9
时，在泰京叻差拉披硕路绿宝石大酒店三楼隆重举行，大会荣誉主席、泰国前总理阿
披实•域差栖哇阁下发来热情洋溢贺词；大会名誉主席、泰国国务院副总理沙难•卡宗
巴萨少将大力支持指导。大会主席、泰国国际贸易商会主席王创合上将与东盟加六国
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吴毛海先生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就东盟加六国经贸投资
课题，作重要指示，谓在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下，中国与东
南亚地区正日益彰显巨大的经济商务发展潜力，东盟各国应该抓住机遇，抢占国际市
场，把商务和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大会常务主席、本会主席苏锦选致词，全文如下：尊敬的大会主席王创合上将阁下：
尊敬的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吴毛海阁下：尊敬的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主席罗
宗正博士：尊敬的泰国商业部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蒙地•蓬攀阁下：尊敬的素博•巴莫
亲王：尊敬的中国－东盟各国政要、嘉宾、企业家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为了促进中国—东盟经贸文化交流，由泰国国际贸易商会、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华儒商联合会、中华儒商总商会共同主办，泰国中国商会协办的“东盟加六国—
中华儒商商务文化交流大会”，于今天上午在这里隆重举行，本次大会以“经济复苏、
创新共赢”为主题。来自中国东盟各国长官、贵宾、代表们欢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

中华儒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结晶体，是社会和谐进步和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生力
军。它将为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发挥巨大的作用。我谨代表泰国
中国商会，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的敬意！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正式建成启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文化交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这大好形
势下，举办这次大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现实的作用。泰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
经贸文化往来日益紧密。我们泰国中国商会已成功启动将中国七千种产品引至泰国，
乃至推向整个东盟的庞大计划，赢得了泰中各界的广泛瞩目。此次大会的层次高，规
模大，内容丰富，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盛会，必将为泰中及东盟各国
经贸文化往来、双向投资等诸多方面，创造更便利、更广泛的机会，其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光明，希望大家把握商机，共创双赢，共同发展。最后，祝本次大会隆重热烈，
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大会执行主席、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主席罗宗正博士在会上
作「投资与泰中文化」专题演讲；大会首席顾问、泰王国皇族素博•巴莫亲王致贺词；
泰国投促会（ＢＯＩ）代表介绍泰国投资环境情况；泰国商务部经发委主任蒙地•蓬攀
阁下致贺词；中华儒商总商会常务会长杜德利及陈德松，胡国赞，高敏等领导先后致
词等，场面热烈。下午，继续由盘银副总裁蔡伟才先生，嘉宾应天行，锺保加，赖文
鑫，段洁，陈卓良等先后演讲；3时由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铁君先生致闭幕词，大
会圆满成功。中华儒商总会常务会长杜德利呈送荣誉会长请任书给苏锦选主席。

出席是次盛会长官、领导、嘉宾、代表数百人，其中还有副主席傅文通，高荣全，赵 振
鹏，塔功，吴政宏，卢路，韦淑雅，陆莲，周丽云，威腊中将，高玉家，古志华，高
哲友，孙广勇；本会名誉主席陈戊庆，韩锡荣；副主席庄汉生，庄稼，冯梅，黄乙全；
助理主席时磊，李城；副秘书长徐位江及常执委等。





进入东盟市场步骤 : 以泰国曼谷
为跳板或转运站辐射东盟十国
泰国政府政策后盾开发世界第三市场
也是潜力最大市场东盟之锁为您而开
立抢占先机成人生赢家
今日不做来日悔之



一带一路将会推动东盟市场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不会在 2016 年对电子商务产生显着的影响。因为各国政
府的政策 过于分散，再加上保持国内市场中的增长机会的考虑，
集中在东盟内部的跨界合作没有意 义。但是跨境电子商务在 2016
年将会快速增长，这个动力将主要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
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将会
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东南亚，这奠定了一带一路的基础，中国试图通
过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和霸权。东南亚有望最终
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电子商务市场。京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京东
最近开设印度尼西亚站点，东南亚地区将有望利用其超过 40 亿
SKU的产品种类及中国—东南亚供应链。而阿里巴巴投资近 5亿
美元给新加坡邮政，这扫清了天猫和淘宝的产品顺利进入东南亚的
道路。



2015 年
中泰电商
曼谷全球
高峰论坛
2015 年 6 月
29 日，由深圳
发起，中国电
商社群组织、
中国触电会、
中国大熊会、
中国匡扶会、
中国钛铂新媒
体公司、微产
业联盟等举办
的 “中泰电商
全 球 高 峰 论
坛”在泰国曼

谷陆军司令俱乐部盛大召开。此次论坛以信任协作、共建和平、稳定高效合作为主题，
就如何扩大中泰两国在贸易、旅游、电子商务等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今年也是中泰两
国建交 40周年，本次论坛也承载着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期待、搭建起中泰跨境电商
历史性桥梁的重任论坛上汇聚了中泰两国的百余位电商精英。中国华为、中国中兴、
中国云水依等龙头企业为本次论坛提供了大力赞助与支持。

泰国前工业部长 CHANCHAI CHAIRUNGRUEONG博士、泰国资讯部监察官 MALEE
WONGSAROJ博士、
中国大使馆经济参
赞刘建国、东盟加六
国贸易促进会主席
罗宗正博士、NIDA
中国事务部负责人 I
RENLIANG 博士、泰
国法政大学中国研
究部专家 NIYOM博
士、泰皇族亲王素
博·巴莫亲王、中国
触电会创始人龚文
祥、中国钛铂新媒体
CEO龚铂洋、中国大
熊会创始人宗宁、邦
邦购联合创始人何
旭斌、微产业联盟秘
书长谢穗嘉、以及本
次会议发起人中国星雅假日 CEO丁志勇等出席了本次论坛。

左起:华为东南亚消费者业务CMO许临峰、华为泰国消费者业务总裁景蓬勃、
娇源集团总裁陈勇、伊对一微商学院院长伊酱、中兴通讯副总裁以及中兴微品
会总裁周洪峰



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龚
文祥发言说，2015年中
泰两国双边贸易额预计
扩大至 1000 亿美元，中
国已经成为泰国 旅游的
最大客源国，同时中国也
是全球电商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据相关资料表
明，今年的泰国电子商务
有望增长 20-30%。在中
泰两国电子商务都飞速
发展的今天，“中泰电商
论坛”的召开可谓是意义
重大。龚文祥还以中国微
电商的现状以及中国政
府对于此新兴行业的扶
持态度”等做了主题演
讲，希望泰国可借鉴中国
的方式方法共同发展。本
次电商峰会代表团成员
得到了曼谷市市长素坤
攀亲王的接待。中泰双方
达成电商产业战略合作
共识并互赠礼物。

上: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
会主席罗宗正博士主席、
泰国科技部讯息监察官
MALEEWONGSAROJ 博士、
中国驻泰大使馆经济参
赞部一等秘书刘建国、泰
皇族素博·巴莫亲王、泰
国前工业部长 CHANCHAI
CHAIRUNGRUEON博士、中
国触电会创始人龚文祥、
中国钛铂新媒体 CEO 龚
铂洋、中国大熊会创始人
宗宁

中图为泰方代表泰皇族
素博·巴莫亲王与华为东
南亚消费者业务首席市
场官许临峰做赠荣耀手
机仪式

下图为星雅假日 CEO丁
志勇在与泰国大亚旅行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签
订合作协议



给您一个与众不同泰国会议游



DAY1 · 中国—曼谷 China-BANKKOK
餐饮：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机餐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前往泰国首都曼谷 China-BANKKOK，飞机上抵达到曼谷后送往酒店休息。
行程内容：提前 2小时到达国际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会务翻译顾问，豪华商务专
车已机场敬候您到访。
备注：全国各大城市均可出发，我们的专车将全程为您配备、饮用水，在接下来的
几天会议拜会行程里，会务顾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调整行程，我门将细心竭
力为您打造一次专门考察泰国同业交流及东盟是场实地考察有帮助东盟市场开发为
来奋斗的旅行。



DAY2 · 曼谷 BANKKOK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机餐 晚餐—机餐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上午长尾船游湄南河－大皇宫＋玉佛寺
早餐后，往码头乘【长尾船】游览有东方威尼斯之美称的【湄南河】，续后参观【大
皇宫】位于曼谷拍那空县，从 18世纪到 20世纪中叶，曾是暹罗王国的皇宫。也是
泰国王室公定的居住地点，在所有的泰国王宫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建于拉玛一世统
治期间的 1782年，然而，在 1946年泰王拉玛八世驾崩后，拉玛九世将王室搬到吉
拉达宫（Chitralada Palace），而象征王朝的宫殿依然存在，因此，现在的泰国王室
并不住在这里。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 术的精粹，【玉佛寺】是泰
国境内的佛教圣地，位于首都曼谷市内，属于国家大皇宫的范围。玉佛寺是全泰国
唯一没有僧侣住持的佛寺，但供奉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国宝—玉佛，该玉佛是由整块
翡翠雕成的。

下午泰国海军会议中心或陆军聚乐部会议(国家会议单位)
餐后，往【泰国海军会议中心】会议【下午请着正装】，并与邀请泰方政商界贵宾
交流后续后

晚上与邀请泰国政商贵宾交流晚宴
今日的晚餐在会议中心包括多种可选择的菜肴，包括从泰国风格菜式和国际美食，
从开胃菜到主菜，以中式的方式任你挑选。在你享用晚餐的时候，台上态势文化演
奏家和歌唱家为你送上舒缓柔和的泰乐和文化表演。



长尾船游湄南河

大皇宫＋玉佛寺



泰国国宾
会议场地
海军司令
会议中心
位于
大皇宫玉佛寺
湄南河旁
专有码头
得天独厚
地理位置
海军司令
会议中心

最大的会议厅为：

可容纳人数分别为：

1安排重视桌餐或自助餐模式：最多可容纳 1100人。
2鸡尾酒模式： 最多可 2000人。
3剧院模式 ： 最多可 2000人。



泰国国宾
会议场地
陆军俱乐部

当年英拉执政时
红杉军与黄衫军
调合会议之地

陆军俱乐部最大的会议厅 尺寸为：长 48X 宽 23X高 7.5
可容纳人数分别为：
1自助餐模式：可容纳最少要 600人，最多可 900人。
2鸡尾酒模式： 可容纳最少要 700人，最多可 2000人。
3剧院模式： 可容纳最少要 700人，最多可 1600人。
4课桌型模式：可容纳最少要 500人，最多可 700人。



DAY3· 曼谷 BANKKOK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昌自助餐 晚餐—粤湘海鲜酒楼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上午长尾船游湄南河－阿南达沙玛空皇家御会馆
早餐后，往码头乘【长尾船】游览有东方威尼斯之美称的
【湄南河】，续后参观阿南达沙玛空皇家御会馆是位于泰国律实县的重要建筑，这里是
泰皇与皇后的阿南达沙玛空皇宫，接受祝贺登基 60周年来自 25个国家的国王及王
室成员祝福的地方。阿南达沙玛空皇家御会馆中珍藏了很多精工细琢，独具匠心，金
光璀灿，宝石镶嵌的手工艺珍品和供品。是一座白色为主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
室内全以彩色大理石装饰，有泰国历史演进的壁画。阿南达沙玛空皇家御会馆是泰国
最有作为的五世皇从意大利游历归来后修缮的皇宫，也是五世皇议政院，在拉玛王朝
历史上占据重要一页。七世皇的时候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这里改为国会。后来盖了新
的国会大楼，这里改为博物馆。

晚上人妖歌舞表演
晚餐后观看著名【人妖表演】。人妖”是泰国的特点游览之有“没有看过人妖演出即是没
到泰国”之说。演出园地极尽奢华，节目场场出色，观众几近每天爆满。 别的泰国的
人妖，重要会合在曼谷和芭堤雅，而尤以芭堤雅为多。芭堤雅是泰国的花城，是闻名
游览胜地，该城有两个人妖歌舞艺术团。除可以旅游其精美的自然风景外，更紧张的
节目是旁观具备最高水准的人妖艺术演出。剧院是一个能包容 6、7百人的修建，平常
都是济济一堂。旁观者多数是列国游览者。这儿常常是宾朋盈门。



领导限 30名拜会
商业部外贸厅 http://www.dft.moc.go.th

泰国商务部长差猜·沙里卡，
作为友好邻邦，泰国和中国
的经贸合作４０年来迅速发
展，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潜力
巨大，他对泰中贸易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今年是中泰建
交４０周年。统计数据显示，
泰中双边贸易额从１９７５
年的２５００万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４年的７２６亿美
元。两国正在为２０１５年
双
边贸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
美元而努力。中国目前是泰
国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
和最
大游客来源地。泰中双方

通过诸多平台和渠道推进经双边贸合作发展，也推动区域经
贸合作发展。
沙里卡耶说，泰中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等领域，中国从泰国购买稻谷、橡胶和
木薯等农产品，双方合作“惠及两国百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泰及
区域合作注入了新动力。沙
里卡耶表达了与中方共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诚意和信心。他说，中国
“一带一路”构想符合泰国
的发展需求，泰国是区域合
作构想中连接“陆上东盟”
与“海上东盟”的重要交汇
点。泰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内
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其
枢纽地位。他说，泰中货运
物流领域的合作前景令人
充满信心。泰国是东盟和东
亚地区产品的生产和分流
基地，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中有着独特的区位和资源
优势。

沙里卡耶说，泰中两国投
资额也在不断增长。近年来，双方每年双向投资额超过１０亿美元。作为中国“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广西、云南在加强与泰国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泰
国也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积极参与者。差猜·沙里卡耶说，广西、云南是中国对接
东盟的重要门户，中国—东盟博览会大大促进了泰中经贸发展。“泰国将视中国为永
久的贸易伙伴，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泰国将发挥积极作用。”沙里卡
耶说，泰国将加强与中国优势互补，为两国互利合作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泰中经
贸合作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

http://www.dft.moc.go.th


长尾船游湄南河

皇家御会馆



DAY4·曼谷-芭提雅 BANKKOK-PATTAY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芭提雅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珠宝中心－皮革中心－绿山国家动物园-自费泰式按摩
早餐后，参观【珠宝展示中心】在此有各式各样的红宝石《代表爱情及幸福，象
征着热情、仁爱、威严》、蓝宝石《代表贵族，象征着慈爱、诚实、德望》以及黄
宝石《代表招财，象征着健康、长寿》，可以在这里选择到适合自己及喜爱的宝石，
另外展示中心的 2楼还设有乳胶枕及床垫和泰国设计工艺品等，1楼还设有燕窝专
柜，您可品尝一杯冰糖燕窝外，也可购买回国馈赠亲友。续参观【皮件展示中心】
珍珠鱼，学名魟鱼，又名魔鬼鱼。体形扁圆，有如荷叶，主要盛产于南亚以及东
南亚海域。在以往，珍珠鱼的名称是以其形状而取名的，其背部从头至尾长满如
细石般的珠砂，坚硬如石。珠砂经磨光后呈白色，有如一串珍珠般煽然闪烁。珍
珠鱼皮革制品，除其特有的坚固、耐磨、耐水、耐火、可防锐物破坏的特性外，
更使每一件制品都有如镶满珍珠，光泽耀眼，身价不凡，是当今世界上风行畅销，
最具特色的皮件饰品。餐后途经参观【绿山国家动物园】位于春武里府，是受国
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园。这里的动物绝大多数采取放养的饲养方式，有300多种8000
多只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动物亲密接触，园内依山傍湖，风景美丽。到绿山国
家动物园游玩，如同其它风景名胜古迹，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景色各有魅力，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欣赏到山水如画的美。最后，和亲友结伴出行照相机必不可少，
用照片记录下绿山国家动物园 旅途中愉悦的心情。接着安排自费【泰式古法按
摩】，消除您一身的疲劳，达到松弛渡假的愉悦。

绿山国家动物园



DAY5· 芭提雅 PATTAY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芭提雅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金沙岛-珊瑚岛-日游-丛林骑象-东芭乐园–热带水果园品尝当季水果 -东方公主号

早餐后，先前往【珊瑚岛】后前往【金沙岛】，一年四季均可享受风浪板、浮潜滑水
等水上活动，还拥有芭堤雅所没有的宁静闲适。到时候返回巴提雅。后安排趣味【丛
林骑大象】，以骑象代步，可是人生一项难得又绝妙的回忆，森林田野，象步悠悠，
享受泰国独特情调。随后前往【东芭乐园】是一个私人林园，创办人是一位泰籍华人
王金亮先生，是泰国十大首富之一。此处种类繁簇的美丽兰花景致、充满逗趣的大象
踢足球、猴子摘椰子以及独具一格的泰国传统文化舞蹈表演是您不容错过的旅游景
点。在东芭乐园游览主要有三项：观看民俗表演、观看大象表演、参观热带植物园。
我们首先走入可容纳 1000多人的剧场，观看泰国民俗表演。民族歌舞表演的节目，
多半是表现泰国的民俗风情的舞蹈，还有泰拳表演,重现泰缅大战表演,以及少数民族
风情表演，表演时间大约为半个小时。续参观【热带百果园】种植了全泰国知名的上
百种热带水果。举凡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等应有尽有，您看到各种热带水果，您想
到的这里都有，您想不到的这里也有。晚餐在【东方公主号】与人妖近距离接触。





DAY6· 芭提雅-曼谷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飞机上

神殿寺－毒蛇研究中心－KING POWER

早餐后，前往【神殿寺】请佛保佑平安。驱车返回曼谷，随后前往参观亚洲最大的
【毒蛇研究中心】，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毒蛇血清等科研问题的机构，收集有各类数以
千 计的活毒蛇，供研究和观赏，在全世界的毒蛇研究所中规模仅次于巴西，排在世
界第二位。游客能观赏到毒蛇和饲养员交锋，以及饲养员从蛇的毒牙上提取毒液等
精彩表演。前往曼谷市区最大最新的【KING POWER国际免税中心】，您可在此处闲逛
并购买最经济实惠的烟酒、名牌服饰、手表、香水、家电等等。晚上前往机场

DAY7·-曼谷-中国 BANKKOK-China抵达中国
餐饮：早餐—机上用餐酒店：飞机上
提前 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际航班返回中国。
来即是客，别时不舍，期待与您的下一次合作！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

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