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与奖励旅游

为您量身定制尊享体验
享乐无限，尽在于此

金沙空中花园无边际泳池

在哪里还可以不分昼夜尽情欢畅？

与您的团队在滨海湾金沙共享
无与伦比的体验！

图片提供：新加坡旅游局

发现
新加坡
通往亚洲之门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区域，每周拥有超过6,600趟航班，可
通往全球逾270个城市，是全世界交通最便利的国家之一。从拥有顶
尖的会展场地到世界最高的城市安全标 准，新加坡已被视为亚洲商
务活动枢纽的首选城市之一。

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巧妙融合了华族、马来族、印度 族和欧
亚裔的文化精髓。
美食：新加坡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是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您是想到获
奖名厨餐馆尽享精致珍馐，还是到美食中心品尝道地美食，皆能一一
满足您的口欲。
购 物：您不止能找到东南亚数一数二的购物中心及高级 时尚品牌，
还可在本地特有的小型精品店选购各式各样的特色及潮流商品。
探索：大自然与户外活动、夜生活与娱乐、历史与建筑— 在新加坡，
即使是旅游老手也会感到惊喜处处。

我们可让您尊享：

1

裕廊飞禽公园（20分钟）

A 国际商业园（20分钟）

AYE

亚逸拉惹高速公路

万礼胡姬花园（30分钟）

B

BKE

武吉知马高速公路

3

新加坡动物园（30分钟）

C 纬壹科技城（15分钟）

PIE

泛岛高速公路

4

夜间野生动物园（30分钟）

D 中央商业区（5分钟）

ECP

东海岸公园大道

2

超过2,500间可欣赏景致优美
的客房及套房
10家获奖名厨餐厅及逾60
个餐饮选择
超过270家顶级零售商户

商务枢纽

旅游胜地

尊属可定制团队体验
空间宽广及多功能的
会议场地
多个特色场地

新加坡科学园（10分钟）

5

新加坡植物园（15分钟）

E

滨海湾金融中心（3分钟）

6

乌节路（10分钟）

F

樟宜商业园（25分钟）

7

小印度（10分钟）

8

克拉码头（5分钟）

9

牛车水（5分钟）

11

鱼尾狮（5分钟）

12

新加坡摩天观景轮（10分钟）

13

圣淘沙（15分钟）

前往马来西亚

以下的地点仅需从滨海湾金沙
开车数分钟即可到达。
长堤

环保会议选项
2

全天24小时顶尖娱乐

地图未按比例绘制

10 驳船码头（5分钟）

勿兰关卡

新加坡最热门的必游景点

MCE 滨海高速公路

一站式的技术解决方案

3

前往马来西亚

4

BKE

长

丰富的奖励计划

樟宜机场
（20分钟）

堤

大士关卡
AYE

A

F

PIE

5

1

C
B

新加坡游轮中心
（10分钟）

6

ECP

7

8
9

10

D

E

丹那美拉渡轮码头
MCE

滨海湾花园
滨海湾游轮中心

13

奢华享受
尽在滨海湾金
得天独厚的地点
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商务、休闲及娱乐胜地，滨海湾金沙拥有多个具
有特色及 活力的场地，必能为您与您的团队 打造 顶尖的至尊体 验。
从布置精美的客房及套房、丰盛餐饮、精彩娱乐到应有尽有的购物选
择，一切皆近在咫尺。

11 12

位于中央商业区中心的滨海湾金沙，距离樟宜机场仅20分钟的车程，
往牛车水、小印度和乌节路 等文化 与休闲热门景点也只需数 分钟。
滨海湾金沙交通便利，在这个综合度假胜地内就有一个地铁站，通往
各个热门景点，方便您与您的团队体验新加坡。

悦榕庄水疗中心
尊贵客房

享受悠闲时光
在2,561间布置精美的客房及套房之一享受悠闲时光，从房内的落地玻
璃窗眺望美丽的海景或市景。
在第55层的Club55^，宾客可尽享免费早餐，以及其他设施及服务，感
受私属俱乐部般的款待。

^

Club55只招待俱乐部客房或顶级俱乐部客房，以及所有套房的住客。

放松心情
焕发身心
悦榕庄水疗中心提供各式各样的按摩疗法，让您的团队在55层楼高
的优美风景中养神舒压，松懈身心。通过悦榕庄健身俱乐部的运动课
程及个人健身班，您可一边活动筋骨，一边欣赏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湾
及城市美景。

郭文秀

大卫•迈尔斯

大卫•汤普森

和久田哲也

戈登•拉姆齐

沃尔夫冈•普克

精彩的美食之旅
让您的团队 踏上愉快的舌尖美味之 旅，享受在同一地点发掘多个极
致餐饮概念的非凡体验。
参加为您量身打造的名厨餐厅美食巡游活动 Celebrity Chef Restaurants
Dine-Around Program，到各个屡获殊荣的名厨餐厅—Adrift、Bread Street
Kitchen、CUT、db Bistro & Oyster Bar、Long Chim、Osteria & Pizzeria
Mozza、Sky on 57®、Spago及Waku Ghin浅尝各类精致珍馐。
我们的会展与奖励旅游专员将在各家名厨餐厅，依据您的需求定制及
协调您的团队私人活动。
不止如此，这里还有超过60家酒吧及餐饮店任您的团队尽情选择！
不论是 新加坡 道地美食或是正宗意大利佳 馔，您的团队都能在同一
屋檐下尝到他们钟爱的世界美食。

可为大团安排座席，但须包含至少一回合的“美食巡游”
（Dine Around）。
需在30至60天前订位。

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

丹尼尔•布吕德

马利欧•巴塔利

探索
享受
高级时尚购物
超过270家时尚精品专卖店、顶尖高级品牌及全新概念店，将让您目不
暇给，感受完美的购物体验。穿梭于世界著名设计师在滨海湾金沙购物
商城所呈献的最新系列，这里是名牌爱好者的购物天堂。

雨中曲
水晶宇宙

探索

欣赏

激发灵感的展览

世界顶尖表演

滨海湾金沙的艺术科学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个探索艺术、科学、科技
与文化交集的博物馆。这个以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的标志性建筑，是
各大国际巡回展出和世界 著名收藏品展览如达芬奇：启迪 未 来的旷
世奇才及积木梦工场的首选展览场所。

慰劳工作出色的团队，让他们在万事达卡剧院中欣赏精彩的世界级热
门表演或获奖百老汇音乐剧。演出后，与您的团队好好享受一场餐饮
招待会。

博物馆内的常设展Future World，将让您有机会沉浸在占地1,500平
方米的数位宇宙，并 惊叹于可感应您一 举 一动的精彩互动影像 及 数
位艺术设置。

或 是 抓 紧 机 会，在 此 观 赏一 场 独 一 无 二 的 巨 星 现 场 演 唱 会系 列 —
Sands LIVE。

让我们的讲解员带领您的团队 走一趟发现之旅，激 发大家的灵感及
创意思维。
工作坊和展览视观赏日期而改变。请向我们的销售代理询问演出时间表。

剧院演出视观赏日期而改变。请向我们的销售代理询问演出时间表。

DB贵宾餐饮

: 演员见面会

定制
完美的活动行程
挑选以下一系列精彩活动，让您的宾客尽情享受。向我们的会议与奖
励旅 游专员了解如何定制适合您与团队 的行 程，独一无二的购物、
餐饮至娱乐体验，只在滨海湾金沙！

购物

美食

娱乐

• 滨
 海湾金沙餐厅美食巡游—Sky on 57鸡尾酒招待会、Adrift晚餐及
饮酒、Club55甜品及芝士自助餐
• 名
 厨餐厅美食巡游—于Adrift、Bread Street Kitchen、CUT、db Bistro &
Oyster Bar、Long Chim、Osteria & Pizzeria Mozza、Sky on 57、Spago及
Waku Ghin浅尝各类精致珍馐
• 名
 厨 餐 厅 贵 宾 餐 饮 —可 在多个享 有盛 誉 的 名厨 餐厅 举 办 私 人 派
对与公司活 动，包括db Bistro & Oyster Bar、CUT、Osteria & Pizzeria
Mozza、Sky on 57、Long Chim及其他餐厅

• 在
 拥有超 过 270家零售商店的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为您的团队 承
办尊属购物活动，包括个人造型设计、迎宾香槟酒会、时装工作坊
及更多活动
• 于万事达卡剧院欣赏获奖无数的音乐剧及参与演员独家见面会
• 于艺术科学博物馆举办团队尊属导览活动，并欣赏世界著名展览
• 在
 多功能的活动广场,组织团队 欣赏一场东南亚最大型的光影水幕
表演-以喷泉为幕，通过灯光及镭射效果演绎一场极富传奇的生命
之旅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我们的会议及奖励旅游专员。

空中花园观景台
金沙会议展览中心

金沙会议展览中心
获奖展览及会议场地
金 沙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拥 有占 地 超 过 13 0万 平方 英 尺 的灵 活 性 会 议 空
间，是新加坡规模最庞大、功能最齐全的会展场馆，内有250间会议
室、6个展览厅、东南亚最大型宴会厅、并可容纳2,000个展位。会展
中心内提供免费普通Wi-Fi服务，让与会代表及访客随时随地上网。
不论是大型晚宴、研讨会或展览，我们专业的活动策划团队对每个细
节都安排周到，以确保活动能成功举行。

多个特色场地
庆祝胜利的绝佳场所
我们提供多个特色场地，让您所承办的活动留下美好回忆：
• 金 沙空中花园及观景台—于57层楼顶，欣赏360度新加坡美丽全景
• 活 动广场—大型户外活动场地，可全方位观赏城市美景
• 艺 术科学博物馆—拥有高科技多功能活动室，可眺望海滨全景
• 花
 园散步道—绿树环绕的浪漫花园，可饱览美丽的天际线及
新加坡河
• 万
 事达卡剧院—如果想为您的团队举办演员独家见面会，这里是
最好的特色场地

绿色会议，易如反掌
作为东南亚首个获得ISO 20121可持续性活动管理系统认证及无数可
持续性奖项得主的会 议与奖 励旅 游场地，滨海湾金沙可为会 议策划
人 员及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可持续会 议 服务和多种环保会 议 选项，以
减少会议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会议设置、酒店住宿、餐饮、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到娱乐选项，我们将 确保您的活动全程顺利达到可持续
性目标。
会议礼宾手机应用程序
滨海湾金沙会议礼宾应用程序是一款可针对您会议的活动内容而制
定的手机应用程序。拥有了这款手机程序，您可实时更换活动内容及
行程，减低纸质材料的费用，以达到环保会议的目标。

2015年FOVER LIVING全球年会设置

金沙生态360°
环保会议计划

一站式技术解决方案  
满足您所有的活动需求
拥有举办多个主要国际及区域会展的辉煌纪录和非常专业的会展管
理和物流团队，滨海湾金沙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一站式的技术解决方
案以达到最佳会展体验。
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最大的行业领先灯光、视讯、音响和物流器材拥有
者，我们的服务将全力配合活动策划人员所需，以呈上拥有最佳视听
效果的世界级表演。

近期奖项和荣誉
会展与奖励旅游
Singapore Experience Awards 2015 –
Business Event Venue of the Year for
Curating Singapore’s Best Events

金沙尊赏会议计划
尽享更多尊尚优惠
加入我们的金沙尊赏会议计 划，并在滨海湾金沙 举办未来会议时享
受无数 奖赏及优惠！其次，您也可在超过175家金沙尊赏商户兑换或
赚 取 更多的 奖 赏。每个 会 议都 有奖 励，让 您 又多了一 个再 次 惠 顾 的
理由！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Top 10 Luxury Hotels – 1st place
Interpark Tour, Korea via Joong Ang Ilbo
AsiaOne People’s Choice Award 2015 –
Best Full-Service Hotel
AsiaOne

Sustainable Businesses Awards

餐饮

Venue Winner of UF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ward 2015

Forbes Travel Guide 2015 Four-Star Restaurants – Osteria Mozza

IMEX – GMIC Green Supplier Award 2015
IMEX-GMIC Green Awards 2015
CEI Industry Excellence in Business Events
2015 – Best Resort Hotel (1st place),
Best City Hotel (2nd place) & Best Venue
Team (3rd place)
CEI Asia

酒店
Travel Channel Awards 2015 –
Most Beautiful 5-Star Hotel (Overseas)
Travel Channel
Travellers’ Choice Awards for Hotels 2016
TripAdvisor
Green Mark Platinum Award 2015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Singapore Experience Awards 2015 –
Best Shopping Experience for Designing
Singapore’s Best Experiences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Shopping Centre of the Year

Singapore Sustainability Awards 2015

UFI,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

Asia Retail and Shopping Centre Congress
and Awards 2016

Forbes Travel Guide

景点与娱乐

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2015 The Diners Club®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 Tetsuya Wakuda

2015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 ArtScience
Museum at Marina Bay Sands

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Wine & Dine Singapore’s Top Restaurants
2015 - Wine List Award Gold Winner –
db Bistro & Oyster Bar
Wine and Dine Magazine
Singapore Tatler –
Singapore’s Best Restaurants
• Adrift
• db Bistro & Oyster Bar
• CUT
• Osteria Mozza
• Sky on 57
• Spago
• Waku Ghin

TripAdvisor
2015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 Wonder Full
Light and Water Show
TripAdvisor
Best of Singapore – Best Views of Singapore
(2012, 2013, 2014) – Sands SkyPark
Singapore Tatler

照片提供: 新加坡旅游局

新加坡的节庆活动
安排好到访新加坡的最佳时节，沉
浸于姿彩缤纷的节庆及丰富精彩的
活动。

基本旅游资讯
1月及2月

前往新加坡

货币事宜

(严禁) 吸烟

作为全世界最繁忙及最主要的空中
枢纽之一，新加坡樟宜机场共有超
过100家国际航空公司飞往300个
城市。屡获殊荣的机场拥有多姿多
彩的活动及设施，是世界瞩目的热门
景点。

新加坡使用的货币是新元（S$）。
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和新加坡樟宜
机场设有货币兑换服务，新加坡的大
多数购物中心和酒店也有此服务。
您还可以使用遍布新加坡各地的自
动提款机（ATM），该设备可接受
VISA、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等绝大
多数信用卡。

除了购物中心、餐厅、娱乐场所和电
影院等安装空调系统的场所不准吸
烟外，在地铁、公共巴士、德士和电梯
内也不准吸烟。公共餐饮店和多数
楼宇入口处五米半径范围内亦会张
贴禁烟标志，只有使用明黄色油漆清
楚标明的才是指定的抽烟区。首次违
法的吸烟者将会被处以最高1,000
新元的罚款。

交通
乘搭地铁是环游岛国最快捷的方式，
完善的巴士系统服务亦同样便利与
经济。另外，您可选择舒服地乘坐德
士（计程车）抵达目的地。

天气
一年四季享受着热带气候。平均日间
气温为31ºC（88ºF），晚间稍凉，约
为24ºC（75ºF）。

手机使用
新加坡的国际区号是+（65）。身处
新加坡时，如果您的手机开通了国际
漫游服务，您无需拨打+（65），因为
您的手机将自动连接到当地的区号。

网络连接

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是
新加坡的四大官方语言。英语在
新加坡广泛使用，是商业及商务领
域的主要语言。

您在任何Wireless@SG上网地点，
使用您的护照号码登记免费的公共
Wi-Fi户口后，就会收到登录详情的
手机简讯。此服务可附带国外通讯
收费。或者，您可购买M1、Singtel、
StarHub的本地网络预付卡以使用
Wireless@SG。

时区

签证、海关、法律条例

新加坡标准时间为GMT +8小时。

前来新加坡的大部分外籍游客可免
签证入境，并可于抵达新加坡时获得
最多30天的观光证。然而，我们建议
您咨询您在当地的领事馆，以获得有
关到访新加坡事宜的最新资讯。

语言

退税计划
前来新加坡的游客可以从购物中获
得7%的商品及服务税（GST消费税）
退款。在带有“退税”标志的零售店
消费100新元或以上，便有资格获得
退税。游客可以直接从指定的零售店
获得退税，或者在樟宜机场或实理达
机场携带商品出境时获得退税。退税
服务的手续费可能从消费税的金额
中扣除。
请注意，退税计划只适用于乘坐飞机
离境的游客。
紧急号码
报警：999（当地免费号码）
救护车／消防：995（当地免费号码）

资料来源：新加坡旅游局

春到河畔迎新年
以佳节装饰、十二生肖巨型雕像、财
神、传统表演及烟花汇演庆祝农历
新年，这项年度活动一般在滨海湾浮
动舞台举行。

妆艺大游行

新加坡热卖会

9月及10月

5月底至6月举行，这是让购物爱好者
雀跃万分的好时节。

中秋节

卫塞节
这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和圆寂的节
日，主要庙宇仪式包括诵念经文及放
生笼鸟。

7月及8月
开斋节

农历八月十五的前两周起，您就能在
各大购物商场品尝各式各样的精致
月饼。

新加坡大奖赛
全情投入顶尖车赛实况，体验夜间车
赛的紧张刺激！滨海湾金沙是感受
巅峰氛围的绝佳地点。

11月及12月

这项呈献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的传
统活动已举行超过40年，是亚洲最
大型的街头表演及花车游行。

在斋戒结束的那一周，亚笼士乃将充
满节庆欢愉的气氛，夜间市集也会热
闹起来。从美食、服装、配饰、家具
装饰到宗教饰品，应有尽有。

大宝森节

新加坡美食节

这是必能让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游行，
百针穿身的兴都教徒会携带木制或
金属笼框的卡瓦第行走在街道上。

这是兴都教徒的重要节日，小印度将
张灯结彩并挂满香花花环。别错过别
开生面地走火炭仪式。

在这段期间，美食爱好者可于众多地
点及餐厅享受优惠餐点。

圣诞节

国庆日

5月及6月
端午节
端午节庆祝活动多姿多彩，除了能观
赏龙舟赛，享用可口的粽子之外，还
可欣赏舞狮、华乐及戏曲表演。

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日。每年的这一
天有盛大的歌舞庆典及绚丽多彩的
烟花汇演。

屠妖节

虽然新加坡没有白雪皑皑的冬季，
但是圣诞节欢乐气氛不减。从缤纷
灯饰、美味佳馔、愉悦购物及狂欢派
对，亚洲的特别庆祝方式热闹不已。

请向我们的销售团队或任何区域销售部查询
或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电话：+65 6688 3000
传真：+65 6688 3014
电邮：Sales@MarinaBaySands.com
请浏览MarinaBaySands.com/MICE/Media-Centre
观看更多视频及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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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018956
MarinaBaySands.com/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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