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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地点和日期 
 
根据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第 116 届会议通过的 CE/DEC/15（CXVI）号决定，执行委员会将在

多米尼加共和国蓬塔卡纳举行第 118 届会议。 
 
该届执行委员会会议将于 5 月 17 日在皇家天堂棕榈高尔夫及水疗度假酒店（Paradisus Palma Real 
Golf & Spa Resort）举行，而专题会议将于 5 月 18 日在加勒比海滩美利亚度假酒店（Meliá Caribe 
Beach Resort）举行。 
 
2. 组委会联系信息  
  

世界旅游组织协调员 东道国协调员 
 
Yolanda Sansegundo女士 
会议事务  
电话：+34 91 567 8188 
电子邮件： 
ysansegundo@unwto.org 
council@unwto.org 
 
 

 
Carlos Peguero先生 
国际合作副部长 
电话：+1 (809) 390-5142 
电子邮件： 
 carlos.peguero@mitur.gob.do 
 

 
 
3. 专题会议“旅游新叙事” 
 
5 月 18 日星期四，“旅游新叙事”专题会议将在执行委员会的框架内举行。该会议将作为一个交

流经验和观点的平台，讨论如何通过整合新工具和概念来传播更具创新性、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

的旅游业的信息。 
 
“旅游新叙事”旨在提供有用的工具，协助旅游当局和专业人士制定传播策略，解决重新设计目

的地的形象、信息和沟通渠道的关键问题，并使其适应在科技上日益熟练、更苛求和更执着的受

众的需求。 
 
在专题会议期间，来自传播领域的领先专家们将向与会者介绍重新设计品牌和调整形象的关键，

以确保其在数字传播世界中的关联性，这反过来会影响所有与消费者认知、私营部门和国际治理

相关的一切。 
 
任何有关专题会议的垂询，请联系 Marina Tejerina 女士： mtejerina@unwto.org 
 
 
4. 注册 
 
执委会会议的注册将在网上进行，截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注册表载于世旅组织网站：
https://www.unwto.org/events/118-executive-council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paradisus-palma-real-golf-and-spa-resort?esl-k=sem-google%7Cng%7Cc649055607973%7Cmp%7Ckparadisus%20palma%20real%20golf%20%26%20spa%20resort%7Cp%7Ct%7Cdc%7Ca134023289172%7Cg14893933349&gclid=EAIaIQobChMIi8q158DM_QIVtggGAB3I_AQUEAAYASAAEgIbbPD_BwE&gclsrc=aw.ds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paradisus-palma-real-golf-and-spa-resort?esl-k=sem-google%7Cng%7Cc649055607973%7Cmp%7Ckparadisus%20palma%20real%20golf%20%26%20spa%20resort%7Cp%7Ct%7Cdc%7Ca134023289172%7Cg14893933349&gclid=EAIaIQobChMIi8q158DM_QIVtggGAB3I_AQUEAAYASAAEgIbbPD_BwE&gclsrc=aw.ds
https://www.melia.com/en/hotels/dominican-republic/punta-cana/melia-caribe-beach-resort?utm_medium=organic&utm_source=uberall&utm_content=dynamic
https://www.melia.com/en/hotels/dominican-republic/punta-cana/melia-caribe-beach-resort?utm_medium=organic&utm_source=uberall&utm_content=dynamic
mailto:ysansegundo@unwto.org
mailto:council@unwto.org
https://www.unwto.org/events/118-executive-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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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线上注册平台填写关于参加会议、机场接机、签证信息和技术参观的所有必要信息。 

核证胸牌是发给特定个人的，不能转让。在蓬塔卡纳逗留期间，与会者应始终随身携带其胸牌和

身份证。胸牌是确认与会者的执行委员会与会者身份并可进入不同活动场地的唯一证件。 

登记处将于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以下地点开放： 

皇家天堂棕榈高尔夫及水疗度假酒店（Paradisus Palma Real Golf & Spa Resort）: 

• 5 月 16 日，星期二：12:00 - 18:00 
• 5 月 17 日，星期三：08:30 - 11:00 
 

加勒比海滩美利亚度假酒店（Meliá Caribe Beach Resort）： 

• 5 月 18 日，星期四：08:30 - 10:00 
 

5. 接送 
 
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和离开时，将有机场和主要酒店及会场之间的交通服务。欲利用此项服务，必

须在填写在线注册表时提供抵达和离开信息。  

为了使主管部门妥善组织欢迎和接送服务，与会者必须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之前填写并提交在线

注册表，说明其抵达和离开的航班信息以及住宿详情。 
 
 
6. 住宿 
 
下列酒店为与会者提供全包式的优惠价格。 
 
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为与会者预留主要酒店的特价房间。该日期之后，不保证有空房。 
 
可通过以下链接预订房间：www.unwto.org/events/118-executive-council  
 
有关预订的任何垂询，应以书面形式发往以下电子邮件地址：PUJClusterReservaciones@melia.com，

或拨打以下电话： +1 (809) 688-5000, 分机 8425，8424 
 

酒 店 房间类型 

 
费率/晚 
(全包式) 

 

与会场距离 

皇家天堂棕榈高尔夫及 
水疗度假酒店 

Paradisus Palma Real Golf & Spa Resort 
5* 
 

双人房 USD $375 执委会会场 

单人房 USD $299 

美利亚加勒比海滩度假酒店 
Meliá Caribe Beach Resort 

5* 

双人房  USD $209  
750米 

单人房 USD $189  

美利亚蓬塔卡纳海滩度假酒店 
Meliá Punta Cana Beach 

5* 
 

双人房 
 

USD $250  250米 

单人房  USD $225  

美利亚花园套房 
Garden Suites by Meliá 

5* 

双人房 USD $263  600米 

单人房 
 

USD $210  

美利亚猎鹰度假酒店 
-蓬塔卡纳全套房酒店 

Falcon’s Resort by Meliá - All Suites Punta Cana 
5* 

双人房 USD $350  400米 

单人房 
 

USD $280  

http://www.unwto.org/events/118-executive-council
mailto:PUJClusterReservaciones@melia.com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paradisus-palma-real-golf-and-spa-resort?esl-k=sem-google%7Cng%7Cc649055607973%7Cmp%7Ckparadisus%20palma%20real%20golf%20%26%20spa%20resort%7Cp%7Ct%7Cdc%7Ca134023289172%7Cg14893933349&gclid=EAIaIQobChMIi8q158DM_QIVtggGAB3I_AQUEAAYASAAEgIbbPD_BwE&gclsrc=aw.ds
https://www.melia.com/en/hotels/dominican-republic/punta-cana/melia-caribe-beach-resort?utm_medium=organic&utm_source=uberall&utm_content=dynamic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melia-punta-cana-beach-resort?esl-k=sem-google%7Cng%7Cc622781960795%7Cmp%7Ckmeli%C3%A1%20punta%20cana%20beach%7Cp%7Ct%7Cdc%7Ca134023288732%7Cg14893933349&gclid=EAIaIQobChMImu_t77_M_QIV0uJRCh1B0gYCEAAYASAAEgLaEfD_BwE&gclsrc=aw.ds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garden-suites-by-melia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republica-dominicana/punta-cana/falcons-resort-by-melia-punta-cana?esl-k=sem-google%7Cng%7Cc649055607976%7Cme%7Ckfalcons%20resort%20punta%20cana%7Cp%7Ct%7Cdc%7Ca134023289412%7Cg14893933349&gclid=EAIaIQobChMIq8fyzMDM_QIVQZDVCh1wtwOaEAAYASAAEgLfyvD_BwE&gclsrc=a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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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上述所有酒店同属于美利亚酒店综合体，而且彼此相通。 
 

 
 
7. 提交全权证书和身份证明文件  
 
为确保核查工作顺利进行，谨请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在会议开幕至少十天之前以电子方式向秘书处

提交其全权证书。  
 
全 权 证 书 的 扫 描 件 应 发 送 给 世 旅 组 织 礼 宾 科 Ilenia García-Riano 女 士 ， 地 址 是 ：

igarcia@unwto.org。原件必须至少在执委会会议开幕前一天提交给秘书长。 
 
只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各自国家负责旅游事务的部长或其同等人员签发的全权证

书才会被视为有效的证书。只有带有主管当局签名的正式信函或传真才被视为有效。请参阅执行

委员会网页上的全权证书信函和委托书范本。 
 
只有经正式授权的代表才有权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行使投票权和发言权。 
 
8. 与会者的地位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应作出必要安排，为本组织邀请的所有与会者的入境、居留和离境提供便

利。根据《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与会者在逗留期间享受赋予在多米尼加共

和国参加世旅组织活动的代表的特权和豁免权。 
 
 
9. 入境手续 
 
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外国人入境和居留的法律规定，任何希望访问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国人必须

持有护照或公民所属国家签发的、被多米尼加共和国承认可作为旅行证件的任何其他有效文件。 
 
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签证的更多信息和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名单，以及其国民需要

签证或免于签证的国家，请参考外交部下列网页链接： 
 
https://mirex.gob.do/condiciones-para-extranjeros-ingresar/ (入境要求) 

mailto:igarcia@unwto.org
mailto:igarcia@un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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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irex.gob.do/directorio/ (外交部的基本信息) 
 
不需要签证的与会者 
 
来自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家的与会者，必须出示有效护照和世界旅游组织的

邀请函。 
 
需要签证的与会者 
 
对于需要签证才能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与会者，政府将免费提供有效期为 30 天的通行证，必须

连同其有效护照和世界旅游组织邀请函一起出示。 
 
请需要该通行证的国家的代表将申请书寄给世界旅游组织礼宾科（ngogiberidze@unwto.org），并

抄送至 cose@unwto.org，并注明以下信息。 
 

- 姓名 
- 护照复印件 
- 旅行路线(日期、时间和航班号)。 

 
 
为了让当局能够及时处理通行证，请与会者在航班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月前将所需信息发送

给以下联系人。 
 
此外，所有进入或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国旅客必须填写以下免费的电子表格，链接为：

https://eticket.migracion.gob.do。为填写该表格，请进入页面并填写相关栏目，如果你已经有一份

申请，请登录并输入你的申请号。 
 
保存所生成的代码，以便能够随时访问该表格并正确填写所需数据。表格填写完毕后，将生成一

张带有二维码的票据，或者如果愿意，也可以下载 PDF 格式的票据。 
 
关于签证的任何具体垂询，请联系： 

多米尼加共和国 
Cándido Omar Mercedes 先生，领事服务处处长，电话: +1 (829) 546-2665, 电邮：

comercedes@mirex.gob.do 
 
世界旅游组织  
Nino Gogiberidze 女士，秘书长办公室，电子邮件：ngogiberidze@unwto.org   

 
 
10. 工作语言 
  
执委会会议的文件将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提供。执委会的讨论将提供阿拉

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同声传译。 
 
 
11. 工作文件 
 
根据联合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世旅组织正通过实施无纸化活动和会议来加强其在环境可持

续性方面的努力。  
 
请代表们注意，活动现场不会分发纸质的工作文件。鼓励与会者携带自己的电子设备，在会议期

间查阅工作文件。 
 
所有文件都将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网站上公布。代表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文件发布的通知。 
 

https://eticket.migracion.gob.do/
mailto:comercedes@mirex.gob.do
mailto:ngogiberidze@unwto.org
https://www.unwto.org/events/118-executive-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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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会者名单 
 
与会者的临时名单，将提前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网站上公布，以供查询。  
 
与会者的最终名单将根据注册表中输入的数据编制，并将在执委会会议结束后不久在世旅组织网

站上公布。  
 
 
13. 一般信息 
 
官方语言：西班牙语 
 
当地时间：多米尼加共和国使用的时区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4。 
 
天气: 多米尼加共和国属于湿润的热带气候，全年气温温暖。平均温度在摄氏 21 度和 28 度之间。

5 月和 11 月之间是雨季。 
 
当地货币和汇率： 当地货币单位是多米尼加比索(RD$)。汇率随日期和兑换点的位置而波动。 
 
美元和欧元可以在全国各地的银行或授权兑换所轻松兑换。一些兑换所还接受以下货币：加元、

瑞士法郎、丹麦克朗、英镑、日元、苏格兰镑、瑞典克朗和挪威克朗。 
 
可直接从全国各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中提款。均可安全使用，并可提取当地货币。他们也将提供最

好的汇率。在机场、超市、主要旅游中心和购物中心也可找到自动取款机。 
 
电力：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电压运行功率为 110 伏特。 
 
购物和小费： 
 
大多数商业部门在工作日从上午 8:30-9:00 点到下午 5:00-6:00 点营业，周六营业至下午 1:00 点，

周日全天不营业。在城市中，大型商场和超市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们在工作日营业至 21:00 点，

周日照常营业。 
 
餐馆一般从周日至周四，营业并提供食物至 22:00-24:00 点，周五和周六营业至凌晨 2:00 点。节假

日营业时间特殊。 
 
餐馆账单包括 10%的服务费，此外还有 18%的销售税，将以 ITBIS 显示。按照惯例，留下额外的

10%以确保服务员收到小费是很好的做法，但这是基于顾客满意度的自愿行为。 
 
紧急求救电话：911 
 
世旅组织安全和安保协调员  
姓名：Antonio Garcia 先生 
手机：+34 699976040 
 
 
14. 旅游观光 
 
旅游部将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下午提供以下旅游景点的参观活动。 
 
鼓励代表们参加这些观光，这是了解本地区旅游多样性的一个机会。为此，应在登记表中注明自

己的首选方案。 
 
选项 1 - 蓬塔卡纳度假村和俱乐部、托尔图加湾精品酒店、蓬塔卡纳集团基金会和原住民之眼生

态公园和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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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从参观蓬塔卡纳度假村和俱乐部（Punta 
Cana Resort & Club）酒店开始，这是由蓬塔

卡纳旅游开发的先驱弗兰克·雷尼里于 1969 年

建立的独家度假村和住宅社区，然后继续参观

托尔图加湾精品酒店（Tortuga Bay Boutique 
Hotel），该酒店由奥斯卡·德拉伦塔设计，是

多米尼加共和国唯一获得 AAA 五钻评级的酒

店。 
 
行程还包括参观蓬塔卡纳集团基金会（Grupo 
Puntacana Foundation），这是一个非营利组

织，塔卡纳集团通过该组织创造机会，改善蓬

塔卡纳地区居民的福利，并促进保护该地区生

态系统的创新解决方案。 
 
随后继续参观“原住民之眼生态公园和保护区”，然后在其中一个美丽的泻湖中畅游。该保护区

占地 1500 英亩，致力于保护环境，具有教育、科学和娱乐目的。保护区内有 500 多种植物，其中

36%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有物种。 
 
最后，参加者将在蓝色购物中心/蓬塔卡纳村（Blue Mall / Puntacana Village）有一些购物时间。 
 
 
选项 2 - 参观卡纳角：卡莱通和胡安尼洛海滩，蓬塔埃斯帕达高尔夫球场，卡纳角码头和景观公

园 

 
 
此行程包括参观卡纳角（Cap Cana）地区，这是一个目的地城市，也是一块被公认为加勒比地区

独有的最好的飞地之一。参观过程中会经过卡莱通（Caletón）和胡安尼洛（Juanillo）海滩，由

美国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设计的蓬塔埃斯帕达（Punta Espada）高尔夫球场，以及罗斯法

拉龙斯（Los Farallones）。 
 
参加者还将有机会参观卡纳角码头，并欣赏 Hoyo 
Azul 岩洞，这是一个位于景观（Scape）公园旁边的

天然泉，该公园是促进和保护地方性和濒危物种的一

个区域。  
 
最后，参加者将在蓝色购物中心/蓬塔卡纳村（Blue 
Mall / Puntacana Village）有一些购物时间。 
 
 
 
 
15. 旅游信息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网站：  
 
旅游部 
www.mitur.gob.do/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尽享所有 
https://www.godominicanrepublic.com/  

http://www.mitur.gob.do/
https://www.godominicanrepub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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