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满生机、值得永远回忆的地方，
欢迎各位来韩国旅游！ 2012 Korea Conventi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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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亚洲中心国家的韩国拥有众多现代高档国际会议、奖励旅游、大会、展会(MICE)设

施。过去十年间，像韩国一样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如此巨大发展的国家，在全世界都属罕见。

如今，韩国已享有亚洲大型活动举办国的美誉，由于拥有便利的地理位置、特有的建筑风格和

以尖端技术见长的大型精准综合设施，韩国已成为一流的会展举办地。

* “Korea”的字体设计灵感是用韩文声母字母来表现英文单词的Korea。

* 传统“菜点模板”形象：自古以来，用茶点模板制作的茶点是逢红白喜事时，和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起分享的食品。



Korea Inspiring Meetings

2012年韩国
会议年

充满生机且
让人印象深
刻的韩国

韩国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充满生机。
能给人留下欢乐又难以忘怀的回忆、
充满生机且气质独特的魅力之
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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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首都 : 首尔

标准时区 : GMT+9 

货币单位 : 韩元

电压 :  全国统一220v, 60hz（电源插头为德标，与法国、德国、奥地利、希腊、土耳其国家相同）

平均气候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气温[℃] -2.5 -0.3 5.2 12.1 17.4 21.9 24.9 25.4 20.8 14.4 6.9 0.2
降水量[mm] 21.6 23.6 45.8 77 102.2 133.3 327.9 348 137.6 49.3 53 24.9



韩国在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同时，还具备了现代都市海纳百川的开放的国际意识。
欢迎您来到这个越看就越想了解的国家。

欢迎大家来观韩国、
闻韩国、感受韩国。

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
即便是之前就非常了解韩国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的人，如果亲身来到这里，看到在巨变的岁
月中保存完好的自然环境和美丽深奥的历史文化遗产，想必都会感到很惊讶。韩国拥有7处
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6处世界纪录遗产及3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与文化遗迹
韩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以拥有丰富多彩且独特的文化而自豪。全国到处都有众
多宫殿、要塞、城门、博物馆及纪念碑等历史文化景观，因此您可以随时随地切身感受到这
个国家的历史气息。世界第六大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景福宫也是这些令人感兴趣的
旅游名胜之一，景福宫修建于朝鲜王朝建立初期的1394年，有“幸福灿烂之城”的喻意。

现代城市
摩天大楼和高新技术园区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形成了表现韩国人特有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独
特环境。拥有世界一流机场和连接全国各地的KTX高铁，创造“韩流”这一世界性大众文化的
韩国，正在快速发展，每个城市都在掀起时尚浪潮，创造出别有情趣且让人难以忘怀的空间。

雄伟的山脉
韩国拥有雄伟的山脉和清澈的大海，拥有丰富多彩而优美的大自
然。湿地、树林、洞窟、散步路，这些幽静美丽的自然景色，会
让您心如月光、平静柔和。您定会为韩国保存完好的优美自然景
色所惊叹，心醉神驰。

原生态海岸线
韩国有很多可以享受日光浴、欣赏晚霞或体验富含矿物质的
泥巴浴的海岸。大部分海岸都拥有清澈的海水和汹涌澎湃的浪
潮，可尽享极限体育运动的乐趣。在围绕着韩半岛的4,200个
岛屿中，有很多惊险刺激的冒险活动正在等待各位的到来；沿
着海岸线修建的41个灯塔，更展现出一幅充满天然之美的海
边秀丽景色。

生态旅游
我们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型生态旅游路线。欢迎您来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评为韩国代表性旅游区的顺天湾
滩涂和芦苇荡，亲眼观看令人惊讶的各种动植物。

Korea Inspiring Meetings 06 07



Korea Inspiring Meetings

一流旅游区
在韩国每年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庆典活动。过去和现在共存、拥有丰富多彩文化的国家正在等待大家！

韩国美味佳肴 ：不仅味道好，
            还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营养美食。
韩国美味佳肴：不仅味道好，还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营养美食。韩国美食具有
独特的色香味。营养均衡的食物以各种蔬菜为主组成，因此脂肪含量非常低。
主要使用葱、姜、蒜、辣椒、酱油、豆酱、香油等调味料。
韩国食品中，外国人最熟悉的食品是泡菜和烤肉。泡菜是韩国人餐桌上不可或
缺的食品，它是一种发酵蔬菜食品；而烤肉是将腌制柔软的肉进行烤制的食
品。其他受欢迎的韩国食品还有将米饭和蔬菜、鸡蛋及辣椒酱混合在一起的拌
饭等。

美味美食与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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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发达的便捷交通
目前，从全世界60个国家、170座城市（中国和日本的60座城市），有70多
家航空公司所运营的航班飞往韩国；同时还拥有准时准点运行的民航国内航线
和高铁及铁路等便捷的交通网。KTX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时速穿过韩半
岛中心、在2个小时内即可到达全国所有主要城市，令韩国铁路网变得更加快
捷。

方便低廉的住宿设施
韩国拥有620多家酒店、67,000间客房，从干净低廉的旅馆到丽思卡尔顿、洲
际酒店、希尔顿、君悦、万豪等世界级连锁高档酒店，各种级别的住宿设施方便
您的使用。新罗、乐天等国内连锁酒店也为您提供一流设施和服务。
如果想体验韩国传统文化，可花费低廉的价格进行一次别有情趣的韩屋住宿体
验。韩屋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前修建的韩国传统房屋，立足于风水地理之说，兼
具实用性和美观性。在用石头、土、木材等自然材料修建的建筑环境中，感受
一下韩国特有的大自然的气息吧。

世界级水平的基础设施

购物天堂
韩国有商场（arcades）、百货店、免税店、购物特区、自由市场等各种购物场
所。游客可以在各种购物中心购物到夜晚，体验最新流行的商品。最近，同时
具备购物、休闲及餐饮等多重服务的综合购物中心呈现增加趋势，游客可在一
地享受到更多更丰富的购物和休闲乐趣。

・ 自由市场：南大门市场、东大门市场
・ 首尔人气购物区：明洞、仁寺洞、梨泰院

丰富多彩的演出
以哑剧(non-verbal)形式进行的韩国现代及传统演出，在世界各地均受到了赞誉
和喜爱。世界水平的霹雳舞演员、东西方武术演员、韩国传统舞蹈家、杂技演
员等为您奉献丰富多彩的精彩节目。

・ 现代演出：霹雳街舞表演（Baby）、Drawing how、Jump、乱打、
  Sa.Choom

・ 传统演出：金德诛食物游戏、表演“A”、韩国之家音乐表演
（Korea House Folk Performance）、贞洞剧场“MISO”、
  华克山庄喜来登酒店“花之传说”

快乐的购物和娱乐

通过寺庙住宿恢复元气
1,700年来韩国的佛教寺庙为韩国人提供了心灵的栖所，并保存了韩国文化遗
产，对普通人也敞开大门开放。全国有100多个寺庙开展寺庙住宿活动，游客
可以在这里体验韩国的佛教文化，在安静的自然环境下消除紧张情绪，审视自
己的内心世界、恢复元气。

感受跆拳道的力量、热情及忍耐克己
韩国传统武术跆拳道是一种利用手脚保护自身的防御技术。跆拳道的终极目标是
通过身心的修炼，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优秀的人格。全国各地都定期举行跆拳
道示范表演，在表演中不仅有跆拳道练习者的精彩表演，还有韩国独特的传统音
乐、舞蹈和戏剧演出，适合男女老少一同欣赏。练习者每当结束一个修炼过程，
都会获得结业证和奖状。

非军事区（DMZ）意味深长的历史和无污染的大自然
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战场——非军事区（DMZ）也颇受世间关注。非
军事区旅游区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紧张与和平共存的这一独特地区的好奇心而设立
的。虽然非军事区及其周边是韩国战争时期发生激烈战斗的地区，但历经了半个
世纪后的今天，因战争变成废墟的这片土地已变成幽静而葱郁的绿色地带，栖息
着各种生物。在几乎没有人迹的非军事区周围，游客可以亲眼见证各种生态环
境，如珍稀鸟类和茂密的森林等。

有趣的活动前/后旅游



巴西利亚：24小时

圣胡安：17小时

纽约：13小时

多伦多：12.5小时

开普敦城：18小时 

洛杉矶：10.5小时

温哥华：9小时

东京：1.5小时
首尔

伯尔尼：12小时

柏林：12小时

伦敦：11.5小时 莫斯科：9小时

海参崴：2小时

迪拜：9.5小时

新德里：9小时

巴黎：11.5小时

新加坡：6小时
吉隆坡：6小时

香港：4小时

上海：1.5小时

北京：1.5小时

韩国利用亚洲中心区位优势和连接世界各地的快捷交通网，
为各种规模的国际商务会议提供一流环境。

不断进行信息交流，引领崭新流行潮流的国家；
在韩国将举办新的国际会议。

MICE

2012年韩国会议年

为国际会议、大型会议、奖励旅游提供颇具魅力的优惠和奖励。
为了将韩国打造成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会议举办地之一，韩国政府将2012年定为韩国会议年。为了向MICE参加单位和主办单

位提供各种服务和优惠政策，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以及会议举办地的7个MICE联盟携手合作，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

2012年韩国会议年期间，为了成功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大型会议和奖励旅游项目，将为在韩国举行的各种活动提供特别的优

惠和奖励。会议中心和酒店将提供最多优惠10%的会场租赁费用、最多优惠40%的房费，并为指定顾客免费提供客房更新和

欢迎礼物。对符合条件的团体安排事先考察旅游来进行实地考察，对国际会议及大型会议主办单位提供特别的优惠，参加人

员可利用韩国代表性的两大航空公司——大韩航空和亚航的航班。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活动，还提供传统演出门票、纪念品、

旅游商品等奖励。

要获得迎接韩国会议年所提供的优惠，大型会议应满足国际协会联合(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UIA)的会议标

准；而参加奖励旅游或企业会议的外国人数量应超过100人；从2012年到2015年之间举行的活动应在2012年内将举办地定

为韩国；亚洲地区参加人数超过500人，或者外国参加人数超过1千人的活动，可以获得机票优惠。

一般政策
针对举办国际性会议，展会，奖励旅游的主办方，协会及企业领导，PCO，主管企业奖励旅游的团体，如果符合以下条件，

可以获得特别优惠。

国际机构承办或协办的国际会议和展会
• 最少参加人数：300人
• 最少外国人人数：100人
• 最少参加国家数量：5个国家
• 最短举办时间：3天

未加入国际机构的单位承办的国际会议及展会
• 最少外国人人数：150人

• 最短举办时间：2天

企业会议及奖励旅游
• 最少外国人人数：100人

• 最短举办时间：2天

详情参见本局网站(www.koreaconvention.org)，或向mice@knto.or.kr发邮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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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地都便于接近的位置

韩国有位于韩国近郊的仁川机场(ICN)和金浦机场(GMP)、釜山金海机场(PUS)、济州机场(CJU)、大邱机场(TAE)、务安机场(MWX)及襄阳机场(YNY)等8座便捷

的国际机场。进入韩国的主要关口为距首尔约1小时车程的仁川国际机场。该机场完备各种功能，入驻64家航空公司，管理每天进出港的450个以上国际和国内航

班。仁川机场被评为技术最先进的机场之一，游客可以利用每天24小时从仁川机场前往其他机场的各种交通工具。

有关机场豪华大巴、坐席公交、机场大巴、地铁、出租车及售票的详情，请访问仁川机场网站(www.airport.kr/eng)。

∷各国主要城市至韩国的飞行时间

- 7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拥有飞往60个国家、170座城市的航班

悉尼：9.5小时

台北：2小时

eeting



ncentive
tours

MICE 12 13

∷团队建设(Teambuilding)活动

团队建设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参加者在带着热情、快乐及自信心完成指定任务的过程中，团队意识和沟

通能力将得到加强、为团队的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我们备有各种符合具体情况的团队建设活动，如生存游戏、漂流、跆拳道

教学、射箭及滑雪等。

韩国拥有世界水平的会议中心和酒店、购物中心等。另外，还拥
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韩国旅游
发展局和地方自治政府将努力帮助MICE参加人员顺利入境，并全
力支持奖励旅游活动。

饶有兴趣的各种庆典活动正在等待大家！

∷高档主题宴会

从传统方式的宴会厅到最新流行的游艇俱乐部，在韩国有很多选择机会，可以找到符合自己兴趣和要求的活动场地。在韩国美丽的传统建筑举办晚宴招待VIP顾

客，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通过高档游艇和水疗及泳池派对等，边欣赏爵士乐，边品尝鸡尾酒，度过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吧。

突出韩国传统文化的文艺演出，如武术及传统音乐等，抓住了国内乃至全世界观众的心。韩国旅游发展局向符合条件的团体提供世界闻名的非语言或语言类演出门

票，如乱打、BIBAB、Drawing: Show《HERO》及Drum Cat等。

* 还提供纪念品、观看演出、旅游区门票优惠、欢迎仪式、事先实地考察、团体现场活动等其他优惠。详 情请致电各地韩国

  旅游发展局办事处。

* 有时地方观光厅还可能提供附加优惠。请参见最后一页的信息，并联系有关CVB获得详细信息。

一般政策
• 为所有10人以上团体提供韩国旅游地图。
• 可根据不同的申办阶段、海外宣传、举办地，为奖励旅游和企业会议提供各种优惠。
• 对于CEO、政府高层官员等VIP人士参加的奖励旅游、商务会议，可以扩大优惠范围。

一般支援基準
•  参加人数10~49人：提供纪念品
•   参加人数50~99人：每人最多提供价值1万韩元的优惠(纪念品、旅游活动、入境欢迎活动)
•   参加人数100~999人：每人最多提供价值1.5万韩元的优惠(纪念品、旅游活动、入境欢迎活动、演出)
•   参加人数超过1000人：每人最多提供价值1.5万韩元的优惠(纪念品、旅游活动、入境欢迎活动、演出、欢迎词)

* 获得经费支援所需最低条件：人数10人以上、停留时间2晚以上

* 人数超过1千人时，可通过协商获得额外的优惠。

* 由韩国观光公社或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致欢迎词。

欧洲/美洲/大洋洲优惠标准
•  参加人数10~19人：提供纪念品
•  参加人数20~999人：每人最多提供价值2万韩元的优惠(纪念品、旅游活动、入境欢迎活动)
•  参加人数超过1000人：每人最多提供价值2万韩元的优惠(纪念品、旅游活动、入境欢迎活动、演出、欢迎词)

* 需要了解详情或有额外要求时，请致电韩国旅游发展局。

旅游活动
我们备有按各种主题和兴趣畅游韩国各个城市的旅游活动计划。下面的例子是首尔一日观光行程。

为企业会议、正式会议、奖励旅游提供的服务

上午 08:00    从酒店出发

08:30    北岳Skyway、八角亭

09:10    景福宫/国立民俗博物馆

11:00    三清洞和北村

12:20    午餐（韩餐）

下午 14:00    仁寺洞街区

15:20    明洞和南大门市场

16:20    N首尔塔观光

18:00    晚餐（韩餐）

19:40    返回酒店



onvention
韩国曾举办过2010年G20峰会、2011年第22届世界皮肤科
大会和HERBAlIFE SPECTACUlAR等，是以经常举办大型
国际会议和大会而著称的国家。

韩国将会议产业推向一个新阶段，并且正在开创新一代会议产
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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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办国际会议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支持申办国际会议的团体
• 介绍在韩国申办国际会议的过程并进行协商。
• 协助填写在韩国申办国际会议的建议书，发送协助选择举办地的信函。
• 准备实现实地考察。
• 提供宣传片、参观宣传册、地图、指南。
• 通过旅游发展局办事处的海外办事处网络，支持在韩国申办活动。

对已决定在韩国举行的国际会议，协助海外宣传活动。
• 支援提供补助金(宣传片及纪念品制作)；
• 提供宣传片、参观宣传册、地图、指南

对在特定年份举办的国际会议，提供必要的支持。
• 提供设施及联络信息；
• 支援提供补助金(观众指南印刷、计划旅游活动及纪念品制作)；
• 提供宣传片、参观宣传册、地图、指南；
• 协助旅游活动和文艺演出。

一般政策
旅游发展局办事处将根据外国人参加人数制定协助范围和类型。

只有符合有关培育国际会议产业的法律规定的国际会议，才能获得支持。
• 作为国际机构或加入国际机构的团体主办的会议，5个国家、300人以上（外国人100人以上）参加，举行3日以上的会议；
• 未加入国际机构的团体主办的会议，150人以上外国人参加，举行2日以上的会议。

将举办的大会：
2012年 国际狮子会第95届国际大会

2013年 世界能源大会

2014年 世界内科医学会议

2015年 第25届PIARC世界道路大会

2016年 国际扶轮社国际大会

2017年 国际财政学会年会

详情请访问本局网站(www.koreaconvention.org)，或者向mice@knto.or.kr发邮件咨询。

我们为来访韩国的游客提供各种体验韩国传统文化的机会。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提供学习韩国独特佛教文化机会的寺庙住宿。您在幽静的山寺里，被青翠山

谷、绿荫及凉爽的山风环绕其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烦嚣尽涤，舒畅平和。另外，还有体验茶道和韩国儒教，或者访问民俗村的活动，见证数百年前韩国人所留

下的历史足迹。

∷学习文化 ∷韩国的城市

韩国的首都首尔是一座人口超过一千万人的大都市。600多年来，首尔一直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迅速应对国际

发展，持续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如今，首尔将引领最新流行趋势的现代文化与尖端技术以及悠久历史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座拥有独特文化的都市。为了建设

发展更多充满生机和令人难忘的城市，仁川、京畿道、大邱、大田、昌原、光州、济州岛等地方城市也正在快速变化。



& events
xhibitions

以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底蕴的创造力、使韩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想象力
和惊人的能力，韩国将帮您成功举办各种展会及活动。

便捷、高科技、良好的信誉，
我们确保在韩国举行的展会和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会场及展场

名称
规模 (㎡)
总面积

会场 展厅

Coex 7,049 36,027
BEXCO 5,148 26,528
EXCO 9,882 18,844

ICC Jeju 9,588 7,940
KINTEX 14,505 108,049

KimDaeJung Center 2,208 9,072
CECO 2,624 10,627
DCC 5,841 2,520

Songdo ConvensiA 4,020 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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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观光厅及会展中心

1. 釜山
_ BEXCO (Busa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电话  +82.51.740.7348
邮箱地址  bexco@bexco.co.kr
网站  www.bexco.co.kr

4. 大田
_ DCC (Daejeon Convention Center)

电话  +82.42.821.0140~7
邮箱地址  hnjeong@daejeoncvb.co.kr
网站  www.dcckorea.or.kr

2. 昌原
_ CECO (Changwon Exhibition Convention Center)

电话  +82.55.212.1009
邮箱地址  taku82@coex.co.kr
网站  www.ceco.co.kr

8. 济州道
_ ICC JEJU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JEJU)

电话  +82.2.775.1094 
邮箱地址  leedh@iccjeju.co.kr
网站  www.iccjeju.co.kr

6. 京畿道
_ KINTEX (Kore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电话  +82.31.810.8074,8077
邮箱地址  internationalsales@kintex.com
网站  www.kintex.com

9.首尔
_ Coex
电话  +82.2.6000.1121
邮箱地址  marketing@coex.co.kr
网站  www.coex.co.kr

5. 光州
_ Kimdaejung Convention Center
电话  +82.61.611.2226
邮箱地址  hncho@kdjcenter.or.kr
网站  www.kdjcenter.or.kr

3. 大邱
_ EXCO (Daegu Exhibition Convention Center)

电话  +82.53.601.5038
邮箱地址  pw332@excodaegu.co.kr
网站  www.excodaegu.co.kr

7. 仁川
_ Songdo ConvensiA
电话  +82.32.210.1037
邮箱地址  jidori84@idtc.co.kr
网站  www.songdoconvensia.com

10. 庆州
_ Gyeongju Convention Center
建筑面积：30,100㎡
预计竣工时间：2014年

新建

我们为举办符合业界及客户要求的国际活动和展会而努力工作。

展会及活动
韩国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是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开始的。以此次经验为基础，获得信心的韩国接连举办了2002年世杯、2005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2010年第三届韩中日峰会和G20峰会，最近还成功举办了2011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大会。如今，拥有这些记录和经验的韩国，正在持续建设超过国际标准的会展场地、开发配套活动及服务，已做

好申办大型国际活动的一切准备。

• 2012丽水世界博览会
2012丽水世界博览会是韩国继1993大田世博会后，第二次举办世博会。此次博览会的主题是“天然的海洋及海岸：资源多样

性与可持续发展”，会期历时三个月，预计会有100个国家的800万观众参观、将举行3,200场以上的文艺活动。
活动时间：2012年5月12日～8月12日
官方网站：http://eng.expo2012.kr/

•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ormula 1 World Championship)
F1韩国大奖赛每年10月在位于韩半岛西南端的灵岩韩国国际赛道(Korean International Circuit)举行。由亨曼 • 提尔克(Her-

man Tilke)设计的F1赛场能容纳12万名观众，赛道总长达5.615公里，以亚洲最长的赛道而著称。
活动时间：2012年10月12日～14日
官方网站：http://www.formula1.com

• 2018平昌冬奥会
2011年7月6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国际奥委会（IOC）第123次全会上，韩国取得了第23届冬奥会的主办权。平昌被誉为韩国

的阿尔卑斯，深受冬季体育爱好者的欢迎。
活动时间：2018年2月9日～25日
官方网站：http://www.pyeongchang2018.org/

• 韩国MICE产业展
12年来，韩国旅游发展局一直在全国各地举办韩国MICE产业展，以鼓励韩国MICE产业的发展。此次聚集3千多名观众、500

个展位及300名国内外客商的展会，是为MICE专家举行的重要活动。计划2012年也将举办各种令人瞩目的论坛和模拟活动。
活动时间：2012年 7月 3日～5日
官方网站：http://www.micekorea.kr

韩国的所有城市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适合举办各行业的各种活动。在韩国，一年到头都接连举办各种展会，如在首尔COEX举

行的WIS(World IT Show)、在京畿道KINTEX举行的韩国产业大展、在釜山BEXCO举行的釜山国际造船海洋器材博览会等。

详情请访问本局网站(www.koreaconvention.org)，或者向mice@knto.or.kr发邮件咨询。



首尔 / Coex

大邱 / EXCO

釜山 / BEXCO
昌原 / CECO

光州 / Kimdaejung Convention Center

仁川 / Songdo ConvensiA

济州道 / ICC JEJU

京畿道 / KINTEX

大田 / DCC

地方观光厅

Korea MICE Bureau
Tel: +82.2.729.9552~9
Email: mice@knto.or.kr
Website: www.koreaconvention.org

Seoul Seoul Convention Bureau
Tel: +82.2.3788.0821~4
Email: mice@seoulwelcome.com
Website: www.miceseoul.com 

Gyeonggi-Do Gyeonggi Convention Bureau 
Tel: +82.31.888.5157
Email: francisco81@gto.or.kr
Website: www.gto.or.kr

Incheon Incheon Development & Tourism 
Corporation(Incheon Convention Bureau)
Tel: +82.32.260.5312 
Email: syh@idtc.co.kr
Website: www.idtc.co.kr/eng.do 

Daegu Daegu Convention Bureau
Tel: +82.53.601.5323
Email: dcvb@daegucvb.com
Website: www.daegucvb.com

Daejeon Daejeon Marketing Corporation
Tel: +82.42.869.5300~8
Email: jay@dmcgw.co.kr
Website: www.daejeon-marketing.co.kr

Changwon CECO 
Tel: +82.55.212.1009
Email: taku82@coex.co.kr
Website: www.ceco.co.kr

Busan Busan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Tel: +82.51.740.3600
Email: busancvb@busancvb.org
Website: www.busancvb.org

Gwangju Gwangju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Tel: +82.62.611.3621
Email: convention@gwangjucvb.or.kr
Website: www.gwangjucvb.or.kr

Jeju Jeju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Tel: +82.64.739.2206~8
Email: streamway@jejucvb.or.kr 
Website: www.jejumice.or.kr

仁川国际机场 ▶DCC
驾车需 2.5小时 / 205km
首尔站 ▶DCC
KTX 1.5小时 / 149km

仁川国际机场 ▶CECO
驾车需 4.5小时 / 400km

仁川国际机场 ▶BEXCO
驾车需 5.3小时 / 443km
首尔站 ▶BEXCO
KTX 2.9小时 / 334km

仁川国际机场 ▶EXCO
驾车需 3.8小时 / 323km

仁川国际机场
▶Kimdaejung Convention Center
驾车需 3.8小时 / 342km

仁川国际机场 ▶Songdo ConvensiA
驾车需 30分钟 / 30km

仁川国际机场 ▶KINTEX
驾车需 1小时 / 53km 

仁川国际机场 ▶Coex
驾车需 1小时 / 70km

仁川国际机场 ▶ICC JEJU 
乘飞机需 50分钟

仁川国际机场

推荐词 
作为MICE地点，会议举办人员对韩国的评价

Korea Inspiring Meetings

2011年8月4日至7日，国际金融保险业界大型活动——2011 国际龙奖IDA年

会在首尔召开。代表17个国家、100家保险公司的5,492名保险专家、72名特

邀演讲嘉宾，以及62名特邀讲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韩国观光公社MICE会展局在准备此次活动的一年内，提供了很多支持。衷心

感谢协助我们成功举办2011年IDA会议的观光公社，希望继续支持在韩国举行

的所有活动。

吴伯扬
2011 IDA执行委员会主席

亚洲电影政策论坛是亚洲各国有关人士聚在一起商讨电影产业的各种议题的会

议，因此非常值得关注和有意义。

釜山对于全世界电影制作人聚在一起交换意见的场所具有重要的意义，提供最

好的环境。

Liz•沙克尔顿 (Liz Shackleton),
 《国际银幕》亚洲编辑

从整体上来看，我认为釜山是一个不错的会议举办地，尤其适合举办有关海洋

的会议。因为这里举行很多活动，且规模不大不小，是一个大小适当的城市。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旅游区和令人感兴趣的区域，如优美的海岸线和文化遗迹

等。备有各种大小会议室的几个会场也很不错。会场干净整洁，交通也非常便

捷。会场内外有很多不错的餐馆。酒店也很近，所以很方便。住在可以步行去

会场的近处酒店，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Paul Holthus,
世界海洋委员会执行董事

可能和大部分人一样，在大邱提交参加第11届世界消防竞技大赛申请书之前，我也没听说过大邱这个城市。所以，我担心大邱是否

有能力制定详细计划和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但是，大会一开始我之前的所有怀疑全都消失了。从开幕式开始，所有议程都进行得很圆

满，大赛期间还进行了75次体育活动。我每当说起大邱，就会想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颇具魅力的都市，热情好客的市民热烈欢迎

所有游客，使我们度过快乐时光的美好回忆。大赛主办者决定让大邱举办2010年世界消防竞技大赛是很正确的。大赛取得了圆满成

功，参加大赛的46个国家的人们确实知道了大邱的存在和位置。

特雷弗•佩特曼 (Trevor Pateman),
世界消防竞技大赛理事会成员

海外分公司

日本
东京
+81.3.3597.1717
tokyo@visitkorea.or.kr

大阪
+81.6.6266.0847
osaka@visitkorea.or.kr

福冈
+81.92.471.7174/5
fukuoka@visitkorea.or.kr

名古屋
+81.52.223.3211
nagoya@visitkorea.or.kr

中国
北京
+86.10.6585.8213/4
beijing@visitkorea.or.kr

上海
+86.21.5169.7933(+508)
songhua0318@gmail.com

广州
+86.20.3893.1639
kntogz@126.com

沈阳
+86.24.2281.4155/4255
misshuang11@hotmail.com

香港
+852.2523.8065
general@knto.com.hk

台北
+886.2.2720.8281
kntotp@ms5.hinet.net

亚洲及大洋洲
新加坡
+65.6533.0441/2
singapore@knto.or.kr

曼谷
+66.2-354.2080/2
koreainfo@kto.or.th

吉隆坡
+60.3.2143.9000
info@knto.com.my

河内
+84.4.3831.5180/~2
hanoi@knto.or.kr 

雅加达
+62.21.5785.3030
ktojakarta@knto.or.kr

悉尼
+61.2.9252.4147/8
visitkorea@knto.org.au

迪拜
+971.4.331.2288
shafiq@knto.ae

新德里
+91.124.492.1200
india@knto.or.kr 

美洲
洛杉矶
+1.323.634.0280
la@kntoamerica.com

纽约
+1.201.585.0909
ny@kntoamerica.com

多伦多
+1.416.348.9056/7
toronto@knto.ca

欧洲
法兰克福
+49.69.233226
ktoff@euko.de

巴黎
+33.1.4538.7123
ontcparis@gmail.com

伦敦
+44.20.7321.2535
london@gokorea.co.uk

莫斯科
+7.495.735.4240 
marketkto@gmail.com

海参葳
+7.4232.49.1154
knto_vl@mail.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