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ENT BOOKING 

2021 奥地利冬季体育高峰论坛|奥地利滑雪比赛 

2021 年 12 月 10-12 日 

请填写以下信息并在 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前回传至 peking@advantageaustria.org (或传真至 +86 

10 8527 5049)。 只有填写信息完整的表格才视为有效。 

若您对赛事活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奥地利驻华使馆商务处（010 8527 5050）。 

1. 活动报名

姓名 (主要联系人) 

公司 

手机 

E-MAIL

如果您要为多人报名，请向我们提供所有宾客的全名。 

宾客姓名 

如果您的团体多于 4 人，请使用多张报名表。请注意本赛事不提供儿童看护服务。 

2. 房间预定

重要提示：请注意，只有入住通化万峰北辰五洲皇冠酒店才能参加奥地利冬季运动会，该酒店提供特价

房费。 预订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2 晚预定套餐:  

房间类型 人数/房 总房价* 所需预定房间数 

大或双床房 
1 人 人民币 1,388 

在线预订链接 
2 人 人民币 1,776 

* 包括:

- 2 晚住店 (12 月 10 日入住,12 月 12 日离店)

- 全餐费：12 月 11 日至 12 日的早餐，12 月 11 日及 12 日的自助午餐，12 月 10 日及 11 日的晚餐（欢迎晚宴和奥

地利之夜晚宴）

- 12 月 11 日的 1 或 2 张雪漂

- 12 月 10-11 日温泉券

- 12 月 10 日下午论坛参会费

- 通化机场或长春机场与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之间的往返班车

- 12 月 10-12 日以外的日期每晚加收人民币 500 元（含早餐）

mailto:peking@advantageaustria.org
https://www.wenjuan.com/s/ZVBVRnf/


 EVENT REGISTRATION 

 

2/3 

3. 交通 

我们的预订套餐中包括通化机场或长春机场与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之间的往返班车。根据交通情况，预

计单程时间约为 30 分钟（通化机场）或 3 小时（长春机场）。如果您需要班车，则须在下方表格中预

订座位。请单独预订您的机票。 

 我 12 月 9 日星期四需要搭乘以下时间段的班车： 

航班信息 预定座位数 

 CA 1629 （下午 14：40 点离开北京  下午 16：40 点到长春） 

下午 18：30 点从机场出发 

 

 CZ 6144 （下午 16：20 点离开北京  下午 18：30 点到长春） 

下午 20：00 点从机场出发 

 

 我 12 月 10 日星期五需要搭乘以下时间段的班车： 

航班信息 预定座位数 

 CA 1637 （上午 6：30 点离开北京  上午 8：15 点到通化）  

 我 12 月 12 日星期日需要搭乘以下时间段的班车： 

航班信息 预定座位数 

 CA 1638 （上午 9：20 点离开通化  上午 11：20 点到北京） 

上午 7 点从酒店出发 

 

 CZ 8660 （下午 13 点离开长春  下午 15 点到北京） 

上午 8 点从酒店出发 

 

 CZ 1630 （下午 17：30 点离开长春  下午 19：30 分到北京） 

下午 12：15 点从酒店出发 

 

 

如果您想乘坐其他航班或日期旅行，请自行安排交通。 

4. 滑雪赛报名 

你想报名参加 12 月 11 日星期六的滑雪赛吗? 

 是，我/我们 接受挑战并参加滑雪比赛！ 我将使用单独的比赛注册表进行注册。 

 不，我将在终点线欢呼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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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滑雪用品租借 

滑雪用品(滑雪板，滑雪杖，头盔，滑雪靴等) 可自行在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租借。 

 

条款和条件 

我接受以下条款和条件 

只有完整填写的并签名的预订表格才被接受，奥地利驻华使馆商务处保留拒绝报名注册的权利，我们将

通过邮件与主要联系人确认报名结果。 

我以了解，参加奥地利论坛及滑雪赛活动指定入住通化万峰北辰五洲皇冠酒店。 

付款在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现场完成。 预订是有约束力的，需通过信用卡担保。 2021年11月29日下午5

点以后取消预订的，酒店将视情况收取相应费用。 

我和我注册的其他客人将自行承担风险，参加此活动。 奥地利使馆商务处对个人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

责任。 

 

 

 

       

日期 签名 

 

请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填写完整的预订表格， 

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eking@advantageaustria.org 或传真至 +86 10 85 27 50 49。 

 

 


	fill_1: 
	fill_2: 
	fill_3: 
	EMAIL: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fill_1_2: 
	toggle_3: Off
	fill_2_2: 
	toggle_4: Off
	toggle_5: Off
	fill_3_2: 
	toggle_6: Off
	toggle_7: Off
	fill_4: 
	toggle_8: Off
	fill_5_2: 
	toggle_9: Off
	fill_6_2: 
	toggle_10: Off
	toggle_11: Off
	fill_1_3: 
	fill_2_3: 
	Text1: 
	Text2: 
	Text3: 
	Text4: 
	Text5: 
	Text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