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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ST NEW ZEALAND & AUSTRALIA 
 

新西兰 

新西兰儿童座椅法稍有变动 

请注意：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新西兰儿童座椅法稍

有变动。  

截至今年 11 月 1 日，新西兰法律规定所有 5 岁以下儿

童必须使用儿童座椅。现在，此项法律稍有变动，使用

儿童座椅的儿童年龄上升至 7 岁。也就是说，在新西兰，

按照法律规定，所有 7 岁以下儿童必须使用儿童座椅。 

请注意：雇主有责任在所租车辆中安排婴儿座椅和加高

安全座椅以确保儿童的安全。 

 

高尔夫奖项“将推动新西兰高尔夫的形象发展” 

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高尔夫旅游市场展（International 

Golf Travel Market, IGTM）中，新西兰绑匪角球场（Cape 

Kidnappers）被评为“年度世界高尔夫球场之最”。这场

为期三天的展览吸引了 600 多家高尔夫旅游供应商、350

多位买家以及 100 多位国际媒体代表。 

新西兰电信公司（TNZ）市场总监安德鲁·弗雷泽表示：

“该奖项将有力推动新西兰作为‘高尔夫目的地’的形

象发展。”新西兰电信公司计划在三年内投资 200 万美

元，用于向国际市场推广新西兰独具特色的的高尔夫服

务项目。 

 

奥克兰水上飞机新航线：直接从奥克兰中央商务区起飞 

我们提供时长 15 分钟至 25 分钟的风景游览航班，以及

长达 1 小时 10 分钟的游览航班以供您参观两侧海岸。

同时，我们提供航班带您到怀赫科岛（Waiheke）品尝

午餐或红酒，或者去往大堡礁岛（Great Barrier Island）、

卡瓦岛（Kawau）、拉奇诺岛（Rakino）、罗托鲁阿岛

（Rotoroa)或科罗曼德半岛（Coromandel peninsula），

在精致的度假屋中观赏海岛盛景。 

“德·海薇兰德号”海狸水上飞机（De Havillland Beaver 

Floatplane）可容纳 7 位乘客（6 人乘坐更加舒适）。飞

机从奥克兰市区的港口中心直接起飞，可使我们迅速抵

达目的地。同时，飞行途中，您还可俯瞰奥克兰城市的

多姿多彩以及豪拉基湾（Hauroki Gulf）的迷人海景。 

我们同时提供包机服务，例如，只需 1 小时 10 分钟您

便可抵达岛屿湾（the Bay of Islands）。风景游览航班起

步价为 190 美元。 

详情请咨询网址：www.aucklandseaplanes.com  

 

基督城有轨电车重新投入使用！ 

基督城有轨电车重新投入使用。2011 年 2 月基督城地震

之后，有轨电车一直保存在费利米德（Ferrymead）。本

月初，长达 2.6 千米的环城电车轨道以及高架轨道线路

和电缆已修缮完毕。 

 

七大城市举办 U20 世界杯足球赛 

旺阿雷、奥克兰、汉密尔顿、新普利茅斯、惠灵顿、基

督城和但尼丁将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举行

U20 世界杯足球赛（FIFA U20 World Cup games）。这

将是新西兰有史以来举办的最盛大的足球赛事。开幕式

将在奥克兰的北部港口体育馆（North Harbour St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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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届时，赛事将通过广播传至 100 多个国家，全球

听众将达 1.7 亿人。据估计，约有 1 万多位海外球迷前

往新西兰支持心爱球队。新西兰将接待 24 个国家队，

举行 52 场赛事。 

 

“探索新西兰”帆船旅游公司推出新品牌 

“探索新西兰”帆船旅游公司推出一款新品牌“探索”

（Explore Group）。该品牌业务遍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和

汉密尔顿岛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和岛屿湾。新品牌的名

称、商标和标语均让人耳目一新——在神奇之地体验独

特经历。“探索”系列共包括 6 个品牌：探索航海、探

索海洋野生生物、探索神奇之地、探索潜水、探索巡航

以及探索活动，取代了之前的企业探索。新品牌将于 12

月 1 日正式投入使用。届时，所有船只焕然一新，所有

员工统一身着新制服，新赛季宣传册也会向公众发放。

同时，功能更新的网站将会在同一天开放，在网络上向

公众展示新品牌的面貌和改变。 

 

贝壳杉悬崖度假村屡获赞誉 

WWW.KAURICLIFFS.COM 

贝壳杉悬崖度假村（The Lodge at Kauri Cliffs）有幸被全

球著名媒体集团康泰纳仕集团（Conde Nast）评为 “全

球最佳度假村”。一年一度的读者调查显示，贝壳杉度

假村获得几近完美的 99.2 分。此外，寻找温泉读者选择

国家奖（SpaFinder Reader’s Choice Country Award）将贝

壳杉悬崖度假村评为“新西兰温泉之最”。Saveur 杂志

（Saveur Magazine）的烹饪旅游奖将贝壳杉悬崖度假村

评为 100 家餐厅（Under 100 Rooms）中“最好的酒店餐

厅”。 

 

 

 

 

新西兰乔治酒店新举措 

乔治酒店（The George）高兴宣布酒店内所有住宿及参

加会议的宾客均可免费使用无限网络。此前，乔治酒店

曾采取降低网络费用以及设置免费网络上限的措施。  

由于新西兰的网络成本仍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

我们认为，此项举措将会受到前来休闲或参加公司会议

的宾客的好评。 

除此之外，乔治酒店允许免费停车并且不收取信用卡附

加费。这些举措表明，除了房间费用之外，酒店不收取

其他费用，这大大提高了酒店收费的透明度。 

 

新西兰航空公司张贴电影《霍比特人》中史矛革龙的图

片 

新西兰国家航空公司（New Zealand's national air line）日

前在旗下一架飞机上张贴了一张史矛革龙（dragon 

Smaug）的图片，以庆祝《霍比特人三部曲》（Hobbit 

trilogy）中第二部电影的首映。新西兰航空发言人安德

鲁·艾提肯表示，图片将至少在飞机上张贴一年，直至

《霍比特人》第三部电影开机。此前，航空公司同样张

贴了一张图片以庆祝《霍比特人》第一部电影开机。 

 

新西兰航空公司发布新款移动应用程序 

新西兰航空公司在之前推出的移动应用程序mPass的基

础上，重新发布了一款新型移动应用程序。乘客可利用

此程序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互联网上办理登机手

续。 

 

澳洲航空公司可能被迫削减飞往北部地区及新西兰的

航班次数 

四面楚歌的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可能被迫削减飞往

北部地区以及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的航班次数，以达

到其节约 20 亿美元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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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目前处境不容乐观。在 12 月初宣布即将削减

1000 个岗位之后，由于半年亏损 3 亿美元，航空公司再

次陷入困境。一个星期之后，情况更加糟糕，航空公司

的投资信用等级被世界巨擘金融解析机构“准绳普尔”

（Standard & Poor's）下调为“垃圾”状态。这表明，航

空公司即将面临年度利息账单急剧上升、租赁费用提高

及投资者流失等一系列困难。 

 

奥克兰最新旅游项目：水上飞机  

奥克兰最新的旅游体验让您在探索豪拉基湾（Hauraki 

Gulf）时充分体会浪漫、探险及历史融为一体的快感。 

奥克兰水上飞机（1961 年制造的德·海薇兰德号海狸水

上飞机 De Havilland Beaver）将在登山港口（Waitemata 

Harbour）起飞着陆。 

我们提供风景游览航班，带您飞越火山及豪拉基湾美丽

的海岸，并带您到当地葡萄园品尝怀赫科岛（Waiheke 

Island）的特色美食及精美红酒。 

 

新西兰航空公司首次从基督城直飞珀斯 

2013 年 12 月，新西兰航空公司首次从基督城直飞珀斯

（Perth，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首府），加强了新西兰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地区以及西澳大利亚市场的联系。此

次航班由新西兰航空公司与跨塔斯曼（trans-Tasman）地

区的维珍澳洲航空公司（Virgin Australia）共同合作，是

20 年来第一次直接往返于基督城和珀斯之间的航班。自

今日起至 2014 年 4 月下旬，该航班每周两次，以满足

高峰期航班需求。同时，乘客在基督城和珀斯均能便捷

地从网上查到航班信息。 

 

新加坡航空公司飞往基督城的航班日常服务升级 

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高兴宣布，自 2014

年 2 月 9 日起，从基督城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为一架改装

后的 777-20ER。作为 9440 万纽币投资的一部分，升级

后的座椅和机舱扩大了乘客的活动空间，提高了舱内的

舒适度，保持了新加波航空公司一贯的优质服务。 

 

从天而降，无缝体验 

2014 年初即将投入使用的公司商务机（corporate jet）航

站楼将使来往于皇后镇机场（Queenstown Airport）的商

务机乘客享受到由天空迅速降落地面的无缝体验。 

奥克兰公司商务机运营商“惠灵顿首席航空中心兼首都

飞机服务中心”（Air Center One and Capital Jet Services 

of Wellington）已与皇后镇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Queenstown Airport Corporation Ltd, QAC）签订协议，

租赁航站楼旁边的空地，用于面向公司商务机乘客发展

普通航空机场业务（FBO）。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澳洲航空公司联营航班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与澳洲航

空公司达成协议，决定联营航班，并向其他有合作潜力

的方面投资。 

协议内容包括：增加南航乘客前往悉尼、墨尔本及布里

斯班转机进而乘坐澳洲国内航线飞往包括凯恩斯、阿德

莱德和堪培拉在内的七大澳洲目的地。澳洲乘客可以乘

坐南航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及珀斯飞往重要枢纽

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转机飞往四大中国目的地厦门、昆

明、福州和乌鲁木齐。 

预计新的联营航班自 2014 年初起可以预定。 

 

 

 



澳大利亚 

奢华盛会地点变更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 球奢 华体 验旅游 盛会

LUXPERIENCE 将在悉尼沃尔什湾区（Walsh Bay 

precinct）历史悠久的 2/3 码头（Pier 2/3）举行。 去年

和今年，该盛会均在海外客运码头（Overseas Passenger 

Terminal）召开。 

 

2014 年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在凯恩斯举办 

2014 年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 Australian Tourism 

Exchange 2014, ATE14）将在凯恩斯举行。此次盛会是

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举办 35 年来首次在凯恩斯召开。 

凯恩斯坐落在昆士兰闻名遐迩的世界遗产“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边缘，是澳大利亚首批区域旅游

景点之一。自由的国际市场以及 2014 年澳大利亚旅游

交易会的举办使得凯恩斯成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休闲

旅游地之一。 

 

澳大利亚凯恩斯钻石观光缆车 

凯恩斯热带雨林空中观光缆车协会（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日前高兴宣布其新产品“钻石视界”（Diamond 

View）将正式投入使用。11 个观光缆车内将会安装特

殊的加固玻璃地板，游客在缆车内可直接观赏脚下世界

遗产巴伦峡谷国家公园（Barron Gorge National Park）的

壮丽景色。每个观光缆车内可乘坐 5 名乘客。 

 

努沙内陆五星级庄园 

近期在努沙（Noosa）内陆开业的“跳跃庄园”（Capriole 

Estate）是一家别具特色的农家乐庄园，园内电影放映

机屏幕、无线网、旅游观光池、水晶吊灯和自由装饰品

等设施一应俱全。庄园共分四部分，分别为阁楼（The 

Loft）、谷仓（Country Barn）、牧场（Main Homestead）

和邓普顿农场（Templeton Farmhouse）。园内任何地方

均可眺望厄瓦尔谷湖（Eerwah Vale Lake）和厄瓦尔山

（Mount Eerwah）的迷人风光，是公司员工假日休闲的

绝佳去处。 

庄园到尤姆迪镇（Eumundi）仅需 5 分钟，到努沙岬

（Noosa Heads）也只需 20 分钟。 

 

 



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制定旅游目标 

去年，约 150 万游客前往南太平洋旅游。其中去往斐济

的游客达 60 万，为南太平洋地区的旅游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南太平洋旅游组织（South Pacific Tourism 

Organisation, SPTO）首席执行官利桑尼·韦德瑞克提表

示，他们现在会优先考虑在新兴市场如巴西、亚洲等地

进行市场投资，以期使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好的回报。 

 

第三架 A330 飞机斐济加入斐济航空舰队 

斐济航空公司（Fiji Airways）今日热烈欢迎第三架崭新

的 A330 飞机加入自己的舰队，这是斐济国家航空公司

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新的 A330 飞机依据纳迪

（Nadi）西北部风景秀丽的群岛“亚萨瓦岛”（Island of 

Yasawa-i-rara）命名，机身贴有斐济航空公司的标志及

斐济著名的马西艺术装饰 Makereta Matemosi。 

 

斐济“蓝色泻湖邮轮”新增旅游项目 

蓝色泻湖邮轮（Blue Lagoon Cruises）重新起航，新增

的三夜游、四夜游和七夜游项目让人期待万分。此外，

其精品邮轮“斐济公主”（Fiji Princess）上也增加了许

多新开发的项目。 

新增的旅游项目旨在增加游客的日常活动、增强游客对

斐济文化的体验、加强游客与当地岛民的交流、以及丰

富游客的晚间娱乐活动。 

蓝色泻湖邮轮执行总裁克里斯·雅各布斯表示，这些只

是蓝色泻湖邮轮 60 年来巨大改革的一部分。 

“邮轮的亮点在于行程的浪漫以及亚萨瓦群岛的秀丽

景色。亚萨瓦群岛地处斐济北部，原始自然，一派田园

风光。”“我们的邮轮同样别具斐济风情——所有船员

均为斐济本地人，全程游览均为斐济岛屿，我们以此为

荣。” 

蓝色泻湖邮轮现在从蒂尼劳海滨码头（Port Denerau 

Marina）离港。码头上店铺餐厅林立，是邮轮离港的不

二选择。 

游 客 也 可 选 择 在 亚萨 瓦 群 岛 或 玛玛 努 卡 群 岛

（Mamanuca Islands）上逗留，或绕岛巡航，或探索孤

岛，或在岛上度假村休闲放松。 

“‘斐济公主’最多能够容纳 68 位乘客。因此，无论我们

去往何处，不管是海滩或者小岛，都不会太过拥挤。很

多时候，我们的乘客往往是海滩上唯一的一队游客。” 

 

布拉斐济旅游交流会取消 

布拉旅游信托公司（Bula Tourism Trust）主席大卫·沃

斯日前宣布取消原定于 2014 年 5 月举行的布拉斐济旅

游交流会 （Bula Fiji Tourism Exchange, BFTE）。沃斯表

示，斐济旅游局已决定举行斐济旅游博览会（Fiji 

Tourism Expo），因此没必要举办两场类似的会展，故而

取消布拉斐济旅游交流会。信托公司预祝斐济旅游博览

会圆满举行。 

 

太平洋太阳航空公司更名为斐济联合公司 

斐济国内地区性航空公司太平洋太阳公司（Pacific Sun）

从明年起将更名为斐济联合公司（Fiji Link）。 

斐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斯蒂芬·皮彻乐表示，

“作为斐济航空公司的扩展公司，斐济联合公司将负责

斐济国内及太平洋航线的运行”。 

 

库克群岛增收增值税 

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

修改意见将于 2013 年 12 月纳入法律条文，并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产生法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