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赴德国 AERO 航展 

           （第 22 届国际通用航空专业展览会） 

     商务考察及旅行活动邀请函 
     （AERO Friedrichshafen The Global Show For General Aviation） 

     4 月 9 日-12 日  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菲德烈斯哈芬市 

 

【航展背景】 德国有 21000 架在册飞机，其中用于固定航线运输的仅 700架，有 96.8%的飞机用

于通用航空，通用航空飞行量约占总飞行量的 75%。德国 AERO航展始于 1977年，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通

航展会。航展以室内静态展与产品展销为主，展馆内空调餐厅齐备，环境优雅舒适。上一届 AERO 航展

中，包括中国企业和组织在内的来自 34 个国家的 630 家厂商和组织参展，展区面积约 80000 平方米，

分为室内展区和室外飞机展区，为期 3天的展会吸引了 33000余名观众，其中 70%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

（详细情况介绍见 www.aero-expo.com） 

 

【活动组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全程时间：5-6 天（往返路程 2 天；航展考察 2 天；周边观光 1-2 天；） 

行程路线：北京——瑞士苏黎世——德国菲德烈斯哈芬市（往） 

          德国菲德烈斯哈芬市——瑞士苏黎世——北京（返） 

团队规模： 14 人成团，满 20 人即停止报名。 

活动说明： 1.本次活动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负责赴德 AERO 航展考察

期间团队活动的组织与安排，考察期间由通航产业专家随团专业讲解；2.考察活动结束后，大家可

自行安排德国观光或其他专业考察活动；3.本次活动由北京德曼斯展览展示咨询有限公司（德国菲

德烈斯哈芬展览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协助支持。 

Tel：010-82339252     E-mail：rkt2010@sina.com   资料下载：http://ga.buaa.edu.cn  

 

【费用标准】  30000 元人民币/人 

上述费用包括：往返机票费用、海外意外保险费用、德国及所到申根国家签证费用、

酒店住宿费用、地面交通费用、团体餐费、航展门票费用、翻译及工作服务费用。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的组织为非盈利性质，属友情参访团，所有款项全部用于活动组

织与工作服务人员报酬。 

 

【 附 件 】 

附件一：活动日程计划 

附件二：活动事项说明 

附件三：声明书 

附件四：报名表 

mailto:rkt2010@sina.com


附件一 

2014年赴德国 AERO航展考察及旅行活动日程计划 

日期/时间 事务 备注 

12月 —— 填报报名表；交纳订金；准备所需资料； —— 

1月 —— 填报报名表；交纳订金；准备所需资料； —— 

2月 15日 截止报名，确认名单；交齐费用，提交资料； 
14人成团，满 20人

即停止报名 

3月 15日前 完成全部人员签证；完成全部人员机票、住宿预定； —— 

4月 

9
日 

0645 
航班：瑞航LX197北京首都机场06:45-瑞士苏黎世机场11:20； 
午餐：苏黎世机场 

飞行11小时； 
时差/北京-7

小时； 

 北 京 

 

苏黎世 

 

菲 市 
 

1500 陆路：抵达菲德烈斯哈芬市/酒店； 航展巴士 

1800 
晚餐：酒店团体用餐； 
布置：次日 AERO航展考察活动安排； 

—— 
小型会议 

10
日 

0800 早餐：酒店自助用餐； —— 

菲 市 

0900 陆路：抵达 AERO航展展馆； 航展巴士 

0900 
至 
1600 

AERO航展现场参观；项目考察；商务交流；互动体验； 
午餐：展馆内自助用餐； 
陆路：返回酒店 

展馆内空调
餐厅齐备，环

境优雅 

1800 晚餐：酒店团体用餐 —— 

11
日 

0800 早餐：酒店自助用餐； —— 

菲 市 

0900 陆路：抵达 AERO航展展馆； 航展巴士 

0900 
至 
1600 

AERO航展现场参观；项目考察；商务交流；互动体验； 
午餐：展馆内自助用餐； 
陆路：返回酒店 

—— 

1800 晚餐：酒店团体用餐 —— 

12
日 

0800 早餐：酒店自助用餐； 办理退房 

林道市 

0900 水路：抵达风情小镇——林道市（跨德奥瑞 3国）；  

0900 
至 
1400 

德奥瑞 3 国交汇——林道市游览观光 
午餐：林道市团体用餐 

风光摄影、娱
乐体验 

1700 陆路：抵达苏黎世/酒店 —— 

苏黎世 

1800 
1900 

晚餐：酒店团体用餐 
餐后市内游览活动 

城市夜景、游
览购物 

13
日 

0800 早餐：酒店自助用餐； 办理退房 

0900 
至
1600 

欧洲之巅——少女峰游览观光 
陆路：火车往返 
午餐：团体餐 

风光摄影、娱
乐体验 

1800 晚餐：苏黎世机场团体餐  

2230 
 
 

航班：俄航 SU2393 苏黎世机场 22:30-莫斯科机场 03:50 
      中转停留 9.5小时 

     俄航 SU200莫斯科机场 13:25-北京首都机场 01:00 

飞行 4小时 
 

飞行 7小时 

苏黎世 

莫斯科 

北京 

注：1.所有标注时间为当地时间；2.以上行程安排为初定计划，实际行程中部分调整以现场为准。 



附件二 

2014年赴德国 AERO航展考察及旅行活动事项说明 

 

【护照/签证/保险】 

1.申请办理德国签证，按籍贯所在地可就近去以下 5 个国内城市的德国使领馆办理，包括：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签证申请由中智德签中心受理，请按照商务签证要求提交资料。 

2.海外意外保险，为申请德国签证的必要手续。 

3.德方邀请函，由德国菲德烈斯哈芬展览有限公司提供。 

4.活动组织方可协助报名者在北京申请办理签证，包括京籍人员、非京籍在京从业人员。 

重要提示：申请办理签证所必要的资料包括护照、海外意外保险、德方邀请函、机票预定证

明、酒店预定证明，以及其他常规资料。 

 

【机票事务】 

本次活动预计乘坐航班的机票信息： 

去程：9日  瑞士航空 LX197    北京首都机场 06:45-瑞士苏黎世机场 11:20 

回程：13日 俄罗斯航空 SU2393 苏黎世机场 22:30-莫斯科谢列蔑契娃机场 03:50 

                                                       中转停留 9.5 小时 

           俄罗斯航空 SU200  莫斯科谢列蔑契娃机场 13:25-北京首都机场 01:00 

      

【交通工具】 

除往返航班外，赴德期间在当地所乘坐的巴士、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由北京德曼斯展览

展示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安排。 

 

【酒店住宿】 

本次活动赴德期间的酒店住宿事务，由北京德曼斯展览展示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安排。 

 

【翻译服务】 

本次活动翻译服务由北京德曼斯展览展示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安排，但不提供单个团队成员与

外方人士的商务洽谈翻译服务。 

   

【费用说明】 

1.本次活动统一收取费用标准：30000 元人民币/人。包括： 

 往返机票费用 

 海外意外保险费用 

 德国及所到申根国家签证费用 

 酒店预定费用 

 地面交通费用 

 团体餐费 

 航展门票费用 

 翻译及工作服务费用 

2.赴德前的事务办理，可自行解决并付费，但须要在组织方提出的时限内完成。可不计入统

一收费标准的费用包括： 

 往返机票费用 



 海外意外保险费用 

 德国及所到申根国家签证费用 

3. 汇款指定账户： 

不需要开具国内发票，请将相应款项（人民币）汇至以下账户： 

户名：  **** 

账号：  **** 

开户行：**** 

需要开具国内发票，请将相应款项，另加***.***%发票税金（人民币），汇至以下账户： 

公司名称：****** 

公司账号：****** 

开户银行：****** 

 

  

  



 

附件三 

组织方声明书 

 

为了使参加者的权利、义务、责任得到明确和保证，请仔细阅读本协议内容，自愿选择是否

参加。凡参加者均视为认同并自愿遵守本协议内容。  

一、本次活动定名为“2014 年赴德国 AERO 航展考察及旅行活动”； 

二、本次活动的组织为非盈利性质，属友情参访团，所有款项全部用于活动组织与工作服务

人员报酬。 

三、本次活动由组织方负责安排活动期间的酒店住宿及餐饮、交通、航展考察及部分游览活

动。 

四、本次活动中的航展考察结束后，即截至于 4月 11日 16 时，参加者可自行安排其他游览

活动，但组织方不再承担此后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本次活动遵循“守法、自助、互助、环保”的原则，参加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及安全负

责。如在活动过程中出现意外（如人身、财产意外等），组织方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协助救援，

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六、本次活动全体成员都应该遵守中国及所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一切因参加者直接或

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独立承担；  

七、本次活动参加者事先对本声明的条款含义及相关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自报

名之日起约定生效（以组织方收到参加者报名表为准），到活动结束（条款四除外）自动失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2013 年 12月 

  



 

附件四 

2014年赴德国 AERO航展考察及旅行活动报名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单位电话  传 真  E-mail  

参加者姓名 性别 职 务 电子邮件 联络电话 

     

需协办签证 □是   □否 是否全程参加 □是   □否 

需代订机票 □是   □否 仅参加航展后去往：  

本人特别要求

说明 
 

参加者姓名 性别 职 务 电子邮件 联络电话 

     

需协办签证 □是   □否 是否全程参加 □是   □否 

需代订机票 □是   □否 仅参加航展后去往：  

本人特别要求

说明 
 

 

说明：1.请将以上报名表填好后随即邮寄、传真或发至电子邮箱给我们，本次活动报名 14

人成团、满 20人后截止。 

2.请在 2014 年 2月 15日前，将全部费用汇至指定账户。 

3.请选择：  □ 不需要开具国内发票  □需要开具国内发票 

              户名：  ****                户名：  **** 

账号：  ****                账号：  **** 

开户行：****                开户行：**** 

 

联系人:任凯涛    电话/传真:010-82339252     电子邮箱:rkt2010@sina.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唯实大厦 508室   10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