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MICE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京畿MICE简介

Why

金浦

Gyeonggi?

展览/住宿/会议

广州
城南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陆路270号街73阿拉海洋中心

www.aramarina.net

京畿道，应有尽有。

西
北
部

一山

www.kintex.com

高阳MVL酒店

坡州出版城纸之香酒店

毗邻国际机场和首都首尔

加平

环绕首都(首尔)圈的便利交通网

清心和平世界中心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弥沙里路258清心和平世界中心

031-589-5200

距离仁川国际机场、金浦国际机场20分钟-40分钟车程

早安研修院

龙仁

031-584-3945

从体验世界上唯一分裂国家氛围的DMZ，到国际型企业考察，都能在此地进行

1522-2777

利川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抱川路14号街24 阿多尼斯酒店

www.adonishotel.co.kr

果川

为成功申办，举办，宣传MICE活动提供大力支持

富川

为成功申办/举办国际活动而提供持续的管理和指导

www.bearstown.com

水原

根据京畿道地区特点，提供定制型MICE咨询服务
通过共同参与海外营销，积极提供营销推广的支持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光教路105京畿道中小企业支援中心

金浦

www.gsbc.or.kr

水原宜必思酒店

水原华美达广场酒店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150水原华美达广场酒店  

成功的MICE*活动

031-230-0001

www.ramadaplazasuwon.com

城堡酒店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203城堡酒店

031-211-6666

京畿MICE BUREAU与您同行。

一山

ibis.ambatel.com/suwon/main.amb

www.hcastle.co.kr

西
北
部

坡州

京畿
MICE
BUREAU
是

致力于国际会议的发掘和申办活动提供支
持，为国际会议主办团体提供支持，开发与
MICE相关的旅游项目，提供国际会议一站式
服务，以及构建京畿MICE联盟。

031-202-3773

安山

www.landmarkhotel1.com

广场酒店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东山路81

031-490-2000

hotelsquare.co.kr

骊州

东
南
部

河南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中央大路869

华城

一山

京畿道华城市正南面世子路286

031-352-7150

起伏丘陵酒店

京畿道华城市南阳邑市厅路290 现代汽车(株)起伏丘陵酒店

031-268-1000

www.rollinghills.co.kr

普鲁米尔酒店

京畿道华城市孝行路482

031-8020-0000

www.hotelprumir.com

东滩新罗舒泰酒店

京畿道华城市露雀路161

* MICE BUREAU是

设于京畿旅游发展局内的京畿道MICE专职机构，成立于2011年8月。2015年3月，为了向展会、推广活动等为了广范

围的支援MICE产业提供更多支持，机构从“京畿会展BUREAU”更名为“京畿MICE BUREAU”。

031-8036-9000

shillastay.com

格里夫斯营 DMZ体验馆

JS精品酒店: 京畿道华城市石隅洞34-3

www.jsboutiquehotel.com

031-481-3810

广州
安城
杨平

031-952-4066

京畿道坡州市长湍面都罗山里

031-954-0303

dmz.gg.go.kr

京畿道安城市孔道邑大新斗街28

www.nhasfarmland.com

野花树木园

京畿道杨平郡杨平邑树木园路16

www.nemunimo.co.kr

洗美苑

京畿道旅游咨询电话
京畿道31个市·郡旅游咨询
市·郡名

东
南
部

031-775-1834

龙仁

www.semiwon.or.kr

韩国民俗村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韩国民俗村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爱宝乐园度假村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 199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龙仁大长今影视城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涌泉路330 MBC影视城

031-337-3241

利川

djgpark.imbc.com

Termeden

京畿道利川市慕加面砂实路984

031-645-2000

http://www.termeden.com

炸鸡大学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木里1-12号(株)GENESIS BBQ

031-635-8461

www.ckuniversity.com

电话号码

Country calling code: South Korea (+82)

市·郡名

电话号码

京 畿 道

+82-31-120

安 城 市

+82-31-677-1330

加 平 郡

+82-31-580-2066~7

安 养 市

+82-31-8045-2062

高 阳 市

+82-31-8075-3381

杨 州 市

+82-31-8082-5663

果 川 市

+82-2-3677-2476

杨 平 郡

+82-31-770-1001~2

光 明 市

+82-2-2680-2193

骊 州 市

+82-31-887-2140

广 州 市

+82-31-760-2723

涟 川 郡

+82-31-839-2061

九 里 市

+82-31-550-8355

乌 山 市

+82-31-8036-7604

军 浦 市

+82-31-390-0747

龙 仁 市

+82-31-324-2068

金 浦 市

+82-31-980-2743

义 王 市

+82-31-345-2533

南杨州市

+82-31-590-2474

议政府市

+82-31-828-2693

东豆川市

+82-31-860-2066

利 川 市

+82-31-634-6770

富 川 市

+82-32-625-2971

坡 州 市

+82-31-940-4361~4

城 南 市

+82-31-729-2911~3

平 泽 市

+82-31-8024-3232

水 原 市

+82-31-228-4672

抱 川 市

+82-31-538-2084

始 兴 市

+82-31-310-6743

河 南 市

+82-31-790-6063

安 山 市

+82-31-481-3059

华 城 市

+82-31-369-6014

旅游必备的咨询电话
部门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路93

www.seowoosuk.com

dmz.gg.go.kr

www.kocef.org

安城农场

031-772-1800

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上白云街441-25

京畿道坡州市津西面鱼龙里

http://wetland.iansan.net

京畿道广州市昆池岩邑京忠大路727

031-8053-7979

www.dmzcamp131.or.kr

板门店

www.glassisland.co.kr

昆池岩陶瓷公园
031-799-1500

山葡萄农园

031-958-4558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富兴路254 玻璃岛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海岸路 820-116 环境生态馆

京畿道坡州市郡内面红十字路 137

031-953-6984

www.samsunginnovationmuseum.com

一山芦苇湿地公园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www.aquaplanet.co.kr

www.swcf.or.kr

玻璃岛

032-888-6264

ONEMOUNT

都罗展望台

JS酒店

031-8015-0009

西
北
部

坡州

安山

旅游

031-960-8500

www.ramada-dongtan.com

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炼武洞190

031-200-3113

www.starfield.co.kr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282 Aqua Planet一山店

京畿道华城市露雀路199东滩商务酒店  

水原华城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三星路129三星电子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 Star Field河南店

www.onemount.co.kr

www.komacon.kr/museum

三星创新博物馆

www.lotteshopping.com

韩华Aqua Planet一山店

东滩华美达酒店
070-7123-7000

032-310-3090

www.premiumoutlets.co.kr

1566-2232

www.laviedor.com

www.robopark.org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 1

031-290-3600

Star Field 河南店

www.laviedor.com

www.aiinsworld.com

韩国漫画博物馆
水原

京畿道利川市户法面名牌折扣店路177-74

京畿道华城市正南面普通里

031-350-4800

070-7094-5479

乐天精品奥特莱斯 利川店

SINTEX

www.playdoci.com

京畿道富川市平川路655富川科技园4区

京畿道骊州市名品路360 骊州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www.royalheritage.co.kr

京畿道富川市枣廊台路2 富川体育文化中心

富川机器人乐园

西
南
部

www.lotteshopping.com

031-777-2500

中国语

熊津娱乐城

032-320-6000

骊州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1833-9001

La Vie D'or度假村

重点培养高附加值新成长动力MICE产业，
为京畿道MICE产业的发展发挥中枢作用。

利川

cavern.gm.go.kr

G_MICE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 1

www.premiumoutlets.co.kr

1644-4001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Gyeonggi

小人国世界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 200坡州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031-960-2500

www.seoulland.co.kr

光明洞窟

1577-5773

京畿道坡州市汇东街390 乐天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坡州店

皇家遗产酒店
031-413-2222

富川

乐天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坡州店

novotel.ambatel.com/suwo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峰灵路1591酒店广场

www.lafesta-ilsan.com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首尔乐园

1688-3399

现代名牌奥特莱斯金浦店
1644-4001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德灵大路902

西
南
部

光明

www.amazingpark.co.kr

首尔乐园

02-509-6000

031-931-5114

www.valuehighend.com

地标酒店

果川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鼎钵山路24 Western Dome 1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去孝园路299

031-547-6600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无穷花路32-34 Lafesta C栋1F

Western Dome

水原大使诺富特酒店

设于京畿旅游发展局内的京畿道MICE专职机
构，成立于2011年8月。2015年3月，为了
向展会、进行推广活动等为了广范围的支援
MICE产业，机构从“京畿会展BUREAU”更
名为“京畿MICE BUREAU”
。

031-532-1881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陆路152号街100

031-920-9600

水原全球高端价值酒店
031-230-6000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塔新路860

现代名牌奥特莱斯金浦店

Lafesta

www.sansawon.co.kr

惊奇公园

www.mirandahotel.com

www.hyundaioutlets.com

www.pocheonartvalley.or.kr

031-531-9300

www.jisanresort.co.kr

031-812-2233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劝光路132

www.herbisland.co.kr

京畿道抱川市花岘面花岘里 512号

购物

京畿中小企业综合支援中心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号街35

山寺院

京畿道利川市中里川路115号街45

www.hotelkoryo.net

香草岛乐园

031-538-3483

www.dwleadersacademy.co.kr

031-639-5118

www.sandulsori.co.kr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艺术谷路234

京畿道利川市长湖院邑御石路48号街199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66高丽酒店

031-230-5000

031-574-3252

东元丽得姿学院

高丽酒店

031-259-6000

京畿道南杨州市佛岩山路59号街48-31 山坪声音树木园

抱川艺术谷

米兰达酒店

park.kra.co.kr/seoul_main.do

www.organicmuseum.or.kr

山坪声音树木园

www.hotelthesoom.com

031-644-1200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66高丽酒店

032-329-0001

031-560-1471

031-535-6494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芝山路267

首尔赛马公园
1566-3333

京畿道南杨州市鸟安面北汉江路 881

抱川

芝山森林度假村

京畿道抱川市内村面金刚路2536号街27

http://www.ewhawon.com

南杨州有机主题公园

东
北
部

www.mstay-gggh.com

031-643-3600

熊城度假村

系统的支援

031-581-0228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城山路633

阿多尼斯

031-540-5000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甲鱼岛路 64

索恩森林酒店

www.kensingtonresort.co.kr

chi_ong.blog.me

二和园蝴蝶的故事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书川路117号街7器兴M-STAY酒店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清郡路430

在西海的游艇设施，或是东海的江河上可体验美丽自然和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

031-585-8649

www.hanwharesort.co.kr

031-337-8888

Seoul

Bucheon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300祝灵山醉翁艺术馆

器兴M-Stay酒店

www.hsville.co.kr

031-530-9300

www.pineresort.com

031-332-1122

肯辛顿度假村
抱川

可容纳10万人的韩国最大规模会展设施KINTEX（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www.gmhrd.com

031-584-9380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阳智面南坪路 112阳智松树度假村  

www.pfcamp.com

醉翁艺术馆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南四面凤舞路153号街79韩华度假村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三会里490-9号

1599-0853

031-584-8200

龙仁贝桑松韩华度假村

HS Ville

东
北
部

阳智松树度假村
031-338-2001

京畿道加平郡朝宗面明智山路137-49 草坪公园研修院

京畿道主要城市距离首尔20分钟-40分钟车程

丰富的MICE资源，京畿道应有尽有

www.cspwc.co.kr

东
南
部

www.hanwharesort.co.kr

www.morningcalm.co.kr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高城里616

www.daemyungresort.com

031-772-3811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

小法兰西

www.bloomvista.co.kr

京畿道杨平郡玉泉面新村街188

dmz.gg.go.kr

晨静树木园
1544-6703

京畿道杨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杨平韩华度假村

京畿道坡州市汇东街145 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

www.jijihotel.com

加平

京畿道杨平郡介军面贡首尔街49
010-3707-1909
www.아델라한옥.com

www.ilsanmillennium.com

031-955-5100

031-953-4744

韩屋ADELA综合文化空间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注化路190

dmz.gg.go.kr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马井里 618-13

Bloomvista

1588-4888

京畿道坡州市长湍面都罗山里

临津阁观光地/和平世界

京畿道杨平郡介军面新内街7号街55

www.mvlhotel.com/kintex

第3洞窟

031-954-0303

杨平大明度假村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太极路20 MVL酒店KINTEX

坡州

坡州

www.sucti.com

031-770-8888

千禧酒店

便利的交通

All in One

杨平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KINTEX路217-60 KINTEX

031-922-5211

www.courtyardpangyo.com

031-780-7800

KINTEX（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031-927-7700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板桥站路192号街12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新村路257

lartgimpo.com

031-810-8114

首尔板桥万怡酒店

西
北
部

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长车路5号街5-9

韩国的缩小版，

www.konjiamresort.co.kr

031-8060-2000

艺术酒店

031-982-1322

京畿道广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278

02-1661-8787

金浦Aramarina
1577-8764

昆池岩度假村

MICE
Guide Map

电话号码

部门

电话号码

文化体育观光部

+82-44-203-2000

韩国旅游发展局

+82-1330

京畿道厅

+82-31-120

京畿旅游发展局

+82-31-259-6900

韩国旅游发展局
旅游不便投诉电话

+82-2-735-0101

警察厅

+82-1566-0112

警察厅物品遗失联系电话 +82-1821

报警&遗失物查找

+82-112

京畿地方警察厅

+82-1566-0112

气象服务中心天气咨询

+82-131

报警中心

+82-119

仁川国际机场

+82-1577-2600

金浦国际机场

+82-1661-2626

保健福利咨询中心

+82-129

国际电话

+82-001/002/008

京畿 G_MICE 咨询电话 : +82-31-259-4786

西北部MICE基础设施 <坡州、高阳、金浦、富川一带>
#世界唯一的DMZ#国内最大规模的KINTEX（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西海Marina设施

● ● ● 京畿道西北部的高阳市拥有韩国最大规模的展览设施 KINTEX（韩国国际会
展中心），北部坐落着以世界唯一的分裂区DMZ（非军事区）和生态旅游区著称的坡
州，西部有河海交汇的金浦等城市，京畿道拥有许多特色的 MICE 基础设施。

[主要设施]
● KINTEX（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东北部MICE基础设施

京畿

#美丽的自然环境#影视剧拍摄地 #韩国最大规模的竞技场

G_MICE

京畿道

韩国

郁陵岛

首尔

大田

GUIDE MAP

大邱
蔚山

釜山

光州

涟川郡

KINTEX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会展设施，作为拥有国际水平的会

济州

展中心，可以举办 大规模展览。在举办大规模国际活动和
专业活动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同时，距离仁川国际机场40分

板门店

● 坡州格里夫斯营（Camp GREAVES）

都罗山站

“格里夫斯营 DMZ 体验馆”位于DMZ南部边界仅 2km 的地
方，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的50多年来，美军 2师团506步
兵大队驻扎的地方，1997年美军撤离后，于2007年8月将其
返还给韩国政府。2014年后，为了保留美军建筑的历史和象
征性而进行改建，运营能体验和平安保的住宿设施，可容纳

格里夫斯营

240余人。

Heyri艺术村

背景，具备了举办特色活动的条件。AraMarina会展中心可容
纳 700 人，距离金浦国际机场15 分钟，交通十分便利，且近
邻最新豪华酒店和购物设施，为参会者提供诸多便利。

游艇体验

양주시
MVL酒店

Lafesta

西南部MICE基础设施 <水原、果川、安养、义王>

议政府市

川

国

际

机

川

大

高丽酒店

河南市

小人国世界

洗美苑

安养市

首尔乐园

首尔板桥万怡酒店

高
速
公

爱的交响乐酒店

路

地标酒店

华城市

陆

水，以及韩国最大的龙雕像和LED灯光空间等，充满了丰富多
彩的景点。这里邻近仁川国际机场、金浦国际机场，且位于首
尔近郊，便利的交通可谓是光明洞窟的另一大优势。

三星创新博物馆

安城市
安城农场

平泽市

龙仁大长今影视城

骊州新世界西蒙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 杨平Bloomvista
杨平Bloomvista 与杨平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等美丽的自然融
为一体，是可以消除都市生活疲劳的地方，总面积为51,000
㎡，拥有旅游和宴会、研修等设施，是南汉江畔规模最大的
高端疗养、研修设施，共有40个不同规模的教室和宴会厅，
包括可举行大规模课程和宴会，可容纳 400人的大宴会厅，
以及小会议室等，并配备最新的音响和视频会议设施。

● 韩国民俗村

国道

水原宜必思酒店

● 光明洞窟

乌山市

水原会展中心
预计于2019年3月开幕

利川市

高速

全球高端价值酒店

水原本昵客雅酒店

内

龙仁市

京釜

城堡酒店

BBQ炸鸡大学

阳智松树度假村

国道

水原大使诺富特酒店
서울랜드

部

道

锦湖韩亚人才开发院

三星物产建设技术院

芝山森林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KBS水原中心

中

国

道

索恩森林酒店
速

高速

수원화성

骊州市

● ● ● 自古以来，京畿道东南部是幅员辽阔而生产优质大米而著名。精致的生活文
化十分发达，经常举办陶瓷节和大米文化节等文化活动，很好地传承着韩国传统文化
的命脉。人们常利用的会议设施有广州昆池岩度假村、杨平的 Bloomvista 等，都是
极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此外，还有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团队活动的农村生活体验村。

[主要设施]

国

高

龙仁韩华度假村
水原华美达广场酒店

ADELA 韩屋

速

东

韩国民俗村

为水原发展为会展产业中心城市奠定了良好基础。

水原传统礼节文化馆

东南部MICE 基础设施 <城南、杨平、骊州、龙仁、利川一带>
#在自然中疗愈#中小规模MICE #独特的活动场地

高

爱宝乐园

岭

华城市

部

水原市

-始兴

物、娱乐设施将于2020年完工。距离良才20分钟，距离江南
30分钟，交通便利，且近郊还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都

昆池岩陶瓷公园

昆池岩度假村

平泽

前谷港

秀美村

Chereville Paradise培训院

骊州冒险公园

广 州 市

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

城南市

义王市

安山市
京畿中小企业综合支援中心

设施将于2019年完工，酒店、百货店、水族馆等住宿、购

光明洞窟曾经是挖掘黄金的洞窟，如今华丽变为为将文化和艺
术融合的洞窟主题公园，这里有酒窖、洞窟水族世界、黄金瀑
布、黄金路、黄金宫殿、恐怖体验馆、洞窟地下世界和地下湖

Ocher度假村

杨平大明度假村

中

广场酒店

水原市

Bloomvista

杨平郡

野花树木园

首尔赛马公园

光明洞窟

始兴市

水原会展中心的展览设施、会展厅、中小会议室、市民便利

物园一年四季都有着香草的芳香，2,000坪的室内生活着340
多种香草，因此漫步其中，可以得到身心的放松，此外，还
有可利用香草制作香皂、化妆品、香烛等物品的体验场和香
氛SPA设施。

速国道

桥

● 水原会展中心（预计于2019年初开幕）

依然是城市内道路网的主干道，200年前古城的“框架”依
然留存至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春川高

位于抱川的香草岛乐园，是以香草原产地地中海和生活中的
香草为主题的香草主题乐园，规模为韩国之最。香草室内植

清心和平世界中心

杨平韩华度假村

Star Field

韩国漫画博物馆

[主要设施]

朝鲜第22任君王正祖大王为了表示对父亲思悼世子的孝心和
改革的梦想而建成的，于1997年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
产，连接八达门和长安门，花城行宫和苍龙门的道路网如今

HS Ville(After You)
首尔-

金浦Aramarina

现代名牌奥特莱斯金浦店

熊津娱乐城

仁

小法兰西

南杨州有机主题公园

金浦机场

国道

● 香草岛乐园

南杨州综合摄影所

三星等众多IT企业的所在地而闻名, 从“ SINTEX”等中小规模会展中心到以独特、神
秘感而广受瞩目的“光明洞窟”
, 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设施, 尤其是 2019年“水原会展
中心”将隆重开幕, 成为京畿南部 MICE 产业的据点。

● 水原华城和华城行宫

晨静树木园

南杨州市

高阳市

韩国的小法国文化村“小法兰西”是一个可体验法国等欧洲
国家文化，欣赏演出的地方，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法国
街道，是韩国唯一的法国主题公园，可欣赏和体验关于法
国的一切，同时还是著名的韩流电视剧拍摄地。

加平郡

肯辛顿度假村清平店

莱肯斯城

富川机器人乐园

仁川国际机场

一山湖水公园

艺术酒店

速
场高

● 清心和平世界中心

醉翁艺术馆

山坪声音树木园

仁

#历史文化 #尖端技术产业考察 #南部会展中心地

抱川熊城

阿蓝世界

Western Dome

Aqua Planet

[主要设施]

● 小法兰西
早安研修院

金浦舰上公园
大明港

● ● ● 京畿道西南部具有悠久历史, 和尖端技术等特色, 以联合国文化遗产观光地和

KINTEX
韩国贸易展览馆

乐天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金浦市

山寺院

ONEMOUNT
现代百货KINTEX店

坡州出版城纸之乡酒店

AraMarina会展中心的所有城墙都用玻璃设计，可将汉江的秀
丽景色尽收眼底。它以游艇遊曳的京仁运河美丽水岸景观为

惊奇公园

临津阁观光地/和平世界

Yonaluky度假村

坡州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抱川艺术谷

坡州市

城市，可欣赏到青山绿水，感受京畿道秀丽的自然环境。除了自然美景外，这里还有
丰富多样的休闲疗养设施。不仅有高空飞索、水上休闲运动等丰富的设施，还有国内
可容纳人数最多的“清心和平世界中心”
，可举办大规模MICE活动。

阿多尼斯酒店

香草岛乐园

东豆川市

都罗山瞭望台

● ● ● 京畿道东北部有坐落于汉江之畔的加平和清平，拥有清净自然环境的抱川等

台与视听系统，可举办国内外MICE活动和MEGA Concert、
Multi-purpose室内赛事活动功能，是为了创造、文化和艺术
而打造的综合文化空间。由于拥有难得一见的设施，因此
也是深受欢迎的音乐录影带、电视剧、广告拍摄地。

杨州市
坡州山葡萄农园

独岛

清心和平世界中心可容纳25,000人，为韩国之最，也是韩国
首家采用收纳式观众席的竞技场，拥有最尖端的活动式舞

钟，距离金浦国际机场大约20分钟，便利的交通也是这里适
合举办国际活动的一大优势。

● 金浦AraMarina

<加平、南杨州、抱川>

韩国民俗村从建立初期起就十分重视教育和旅游价值，旨
在打造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最佳综合旅游地，在这里，人
们可以了解和体验韩国悠久文化中的生活风俗，因此，自

1984年建立以来，韩国民族村作为美丽自然中的传统文化
景点一直深受人们喜爱，是为体验韩国文化而打造的代表
性旅游胜地。

SINTEX

● 炸鸡大学
炸鸡大学是一个餐饮业培训地，除了原来的教学/研修外，这
里还研发出多种体验项目，让活动参加者可以亲自制作和品
尝多种口味的炸鸡，为人们带来许多欢乐。受韩流热潮的影
响，许多海外游客也渴望品尝电视剧中登场的炸鸡，因此这
里也成为深受欢迎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使用培训和住宿
设施，举办团体活动和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