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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美容展诚邀您的参与！ 
 

您好! 

 

首先，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美容展（COSMOPROF WORLDWIDE BOLOGNA）的关注和支持！ 

 

2018 年，第 51 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美容展（COSMOPROF WORLDWIDE BOLOGNA）将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18 日（COSMOPACK）、2018 年 3 月 16 日-19 日（COSMOPROF）拉开帷幕。 

 

我们热忱期待，与您共享这一世界美容产业届的盛会！ 

 

为中国参展商搭建便捷的参展平台，结合过去几年为您服务而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诚意向您推荐我司全新的参展

方案。除了常规的协助办理签证、最优食宿、机票行程等一系列专属服务，我们还将提供两种服务套餐供您选择： 

 

一、 豪华商务团 

1. 豪华旅游大巴接送机以及每天高密度班车（展馆-酒店）服务，并可以根据参展商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专属

服务。 

2．提供展期工作餐，或根据参展商的特殊要求，提供特色餐饮（素餐、清真）以及餐厅订位服务。 

   晚餐有中餐、西餐、自助餐供您选择，并特别安排当地特色美食体验餐，带您品尝正宗的意大利美食。 

3. 全程入住 4 星酒店，酒店位于博洛尼亚市中心，毗邻商业街，闹中取静，距离展馆 10 分钟左右车程，是您

参展、休憩的不二选择。 

4. 参展资料（如参展证）一对一服务，待您到达博洛尼亚，我公司的服务人员第一时间将有关参展资料送到您

的手上，让您可以在长途飞行之后无需奔波。  

5. 为您配备专属客户服务专员，为您在参展期间提供后勤保障。  

6. 获得最新展会资讯。 

二、经济团 

1. 接送机以及每天高密度班车（展馆-酒店）服务，并可以根据参展商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专属服务。 

2. 提供展期工作餐，或根据参展商的特殊要求，提供特色餐饮（素餐、清真）以及餐厅订位服务。 

3. 全程入住 3 星酒店，距离展馆 40 分钟左右车程。 

4. 参展资料（如参展证）一对一服务，待您到达博洛尼亚，我公司的服务人员第一时间将相关参展资料送到您

的手上，让您可以在长途飞行之后无需奔波。  

5. 为您配备专属客户服务专员，为您在参展期间提供有理的后勤保障。  

6. 获得最新展会资讯。  

具体服务内容及报价，参见组团合同条款。任何专属服务（素餐、清真餐之类）另行收费。 

 

我们诚挚的期待为您提供服务！ 

 

博罗那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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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美容展参展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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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行程安排（豪华商务团） 
 

 
一、行程日期：展期行程共 7天 

二、展会地点：意大利博洛尼亚展览中心 

三、展会内容：COSMOPACK 2018/03/15-18    COSMOPROF 2018/03/16-19 

四、行程价格(豪华商务团)：￥24500_元/人  单房差：￥7000 元/人 
                           （该价格 2017年 10月 13日前有效） 
五、特色优点：1. 时间安排紧凑，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专属行程。 

              2. 安排入住 4星级酒店，豪华舒适，设备齐全，服务周到。距展馆仅 10分钟左右车程。 

酒店位置非常好，在博洛尼亚的市中心，毗邻繁华的商业街，方便您休闲购物、体验最正宗的

意式风情，酒店闹中取静，距展馆 10分钟左右车程，是您参展、休憩的最佳选择。 

3. 豪华旅游大巴宽敞舒适，外籍司机和专职中文导游服务，接送您往返酒店、会场及其他地区。 

六、展期行程安排如下： 

 

 
 

 

日期 
行程 交通 用餐 酒店 

COSMOPACK COSMOPROF 

03-13 3-14 
中国—博洛尼亚 

机场集合，乘飞机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亚。 

航班：按照实际航班号 

飞机 晚 ☆☆☆☆ 

03-14 3-15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布展，专人配送午餐盒饭，

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豪华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5 3-16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豪华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6 3-17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豪华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7 3-18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豪华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8 3-19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参展，专人配送午餐盒饭，

下午撤展，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豪华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9 3-20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返回中国。 

豪华旅游巴士 

飞机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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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价说明 

 

 

 

 

 

 

 

 

 

 

 

 

 

报价包含 

 全程豪华旅游大巴，外籍司机+中文专职导游服务。 

 各地进城费及停车费。 

 展期六晚豪华四星级酒店。 

 全程提供中式午餐。展会期间的午餐是专人配送到展馆的美味盒饭。 

 豪华晚餐，有中餐和西餐、自助餐，选择丰富，美味可口，满足您各种口味要求，并赠送水果，点心和茶。 

特别安排当地特色餐，让您体验最地道的意大利美食。 
 每人每天 1 瓶矿泉水。 

 巴士司机接机前一晚在博洛尼亚住宿费用。  

 导游上下团交通费。 

 司机导游小费。 

 中国至意大利往返国际机票费用。 

报价不含 

 签证费用人民币 1500 元/人。 
 相关公务/考察活动及专业翻译费用。 

 因客观原因需要更换上述酒店所产生的房费差价。 

 司导超时工作费用。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

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行程列明以外的景点或活动所引起的任何费用。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特别说明 

 欧洲法律规定，巴士司机及导游每天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超时另计。 

 由于出团时间为明年 3 月份，期间还会有很多不确定因数，故报价可能会有调整。 

 如有人数变动，日期变动，报价或作相应的调整。 

 行程所到城市如遇展会或有大型活动，酒店位置将做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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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行程安排（经济团） 
 

 
一、行程日期：展期行程共 7天 

二、展会地点：意大利博洛尼亚展览中心 

三、展会内容：COSMOPACK 2018/03/15-18    COSMOPROF 2018/03/16-19 

四、行程价格(经济团)：￥19500 元/人  单房差：￥4000 元/人 
                       （该价格 2017年 10月 13日前有效） 
五、特色优点：1. 时间安排合理。  

2. 入住 3星级酒店，距展馆 40分钟左右车程。 

六、展期行程安排如下： 

 

 

 

 

 

日期 
行程 交通 用餐 酒店 

COSMOPACK COSMOPROF 

03-13 3-14 
中国---博洛尼亚 

机场集合，乘飞机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亚。 

航班：按照实际航班号。 

飞机 晚 ☆☆☆ 

03-14 3-15 
到达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布展，专人配送午餐盒饭，

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5 3-16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6 3-17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7 3-18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8 3-19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展馆，全天参展，专人配送午

餐盒饭，下午撤展，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旅游巴士 

早 

中 

晚 

☆☆☆ 

03-19 3-20 博洛尼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返回中国。 

旅游巴士 

飞机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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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包含 

 全程旅游大巴，外籍司机+中文专职导游服务。 

 各地进城费及停车费。 

 展期六晚三星级酒店。 

 全程提供中式午餐，展会期间午餐为专人配送至展馆的盒饭。 

 晚餐为经济团餐。 

 每人每天 1 瓶矿泉水。 

 巴士司机接机前一晚在博洛尼亚住宿费用。  

 导游上下团交通费。 

 司机导游小费。 

 中国至意大利往返国际机票费用。 

报价不含 

 签证费用人民币 1500 元/人。 
 相关公务/考察活动及专业翻译费用。 

 因客观原因需要更换上述酒店所产生的房费差价。 

 司导超时工作费用。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

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行程列明以外的景点或活动所引起的任何费用。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特别说明 

 欧洲法律规定，巴士司机及导游每天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超时另计。 

 由于出团时间为明年 3 月份，期间还会有很多不确定因数，故报价可能会有调整。 

 如有人数变动，日期变动，报价或作相应的调整。 

 行程所到城市如遇展会或有大型活动，酒店位置将做相应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