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巴黎媒体通稿

巴黎 2019
感受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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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巴黎吸引和激发人们造访！这座21世纪的都市始终更加热情好客、更加创新、更
加环保、更具活力，它光芒四射而且日新月异。巴黎的文化活动安排是它的最大优势，这
里有大型展览、享有盛誉或者非同寻常的新开放场所，等等。巴黎拥有一众博物馆和新潮
酒吧、艺术廊和设计酒店、标志性的古迹和深受欢迎的餐厅，它具有多重面貌，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并且希望为巴黎市民及游客带来惊喜。
精彩的大型活动安排。巴黎每天举办近300场活动。不容错过的活动包括：夏至音乐日、
博物馆之夜、遗产日、7月14日的烟花燃放、巴黎沙滩、不眠之夜，不要忘记还有香榭丽
舍大街的圣诞节灯饰以及12月31日的新年前夜活动。
2019年，巴黎将迎来一批引人入胜的展览，它们既丰富多样又具有代表性，例如：卢森堡
美术馆(musée du Luxembourg)的《纳比派与装饰》(« Les Nabis et le décor »)展览将吸引
观众前来欣赏博纳尔(Bonnard)、 维亚尔(Vuillard)、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的画作；
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将推出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特展；路易.威
登基金会(Fondation Vuitton)的《考陶尔德收藏展》(« La Collection Courtauld »)将吸引艺
术爱好者；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将为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和德加(Degas)
举办展览；拉维莱特大厅(Grande Halle de la Villette)的《图坦卡蒙》(Toutankhamon)展
览将令人沉浸在历史当中；而名为《电子音乐——从发电厂乐队到蠢朋克乐队》(« Électro
- De Kraftwerk à Daft Punk »)的展览将让观众在巴黎爱乐大厅(Philharmonie)内舞动。
现代和当代艺术爱好者也将欣赏到国际一流艺术家的展览，例如：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为培根(Bacon)和博尔坦斯基(Boltanski)举办的展览，他们还将涌向不容错过
的国际当代艺术展览会(Fiac)以及巴黎艺术展览会(Art Paris Art Fair)。夏季的展览力图吸
引一批新的观众，例如：预计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musée
Picasso-Paris)举办的《毕加
索 – 考尔德》(« Picasso – Calder »)展览，以及在小宫(Petit Palais)举办的《浪漫巴黎》
(« Paris Romantique »)展览。在备受期待的加列拉宫(Palais Galliera)于年底重新开放之
前，时装爱好者在春季将相继前往装饰艺术博物馆(MAD -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欣赏
这里举办的一个关于60年代的展览。热衷设计的人士将欣喜地发现巴黎将再次举办巴黎设
计周(Paris Design Week)、家居&装饰博览会(Maison & Objet)、设计跳蚤市场(Puces du
Design)、设计师之日(Designer’s Days)活动。
PARISINFO.com是巴黎旅游的参考网站，协助游客安排他们在巴黎的行程。
该网站介绍所有不容错过的大型活动，堪称不可或缺的行程安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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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美食的活动有：食感节(Fooding)和杂食节(Omnivore)，“好味法兰西”(« Goût de /
Good France »)，“全民去餐厅”(« Tous au restaurant »)或者“巴黎味道”（Taste of Paris，
品尝招牌菜），这些活动都记录在美食家们的日历上。
巴黎在2019年全年将举办一些令观众们激动不已的大型体育赛事，例如：在罗兰加洛斯
(Roland-Garros)体育场举办的法国国际网球公开赛，环法自行车赛终点赛段的比赛，在焕
然一新的珑镶跑马场(hippodrome de Longchamp)举办的美洲大奖赛(prix d’Amérique)和戴
安娜大奖赛(prix de Diane)，巴黎马拉松赛，巴黎电动方程式汽车大奖赛(Prix de Paris de
Formule E)，等等。巴黎是无法回避的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之都，它在今年将迎来女足世界
杯比赛（6月7日至7月7日），巴黎还将提前体验2023年橄榄球世界杯赛以及2024年夏季
奥运会的节日般的氛围。巴黎竭尽全力在最佳条件下举办体育赛事并且接待体育迷们：继
雅高酒店集团竞技体育馆（AccorHotels Arena，这里同时也举办演出活动和音乐会）之
后，王子公园体育场(Parc des Princes)已经结束翻修工程，南泰尔(Nanterre)的巴黎拉德
芳斯竞技体育馆(Paris La Défense Arena)也在2017年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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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面向专业人士及大众的博览会中，令人激动的有：国际农业博览会（2月），日本
流行文化展览会（7月），巧克力博览会（11月），国际航空和航天博览会（巴黎航展，6
月17日至23日在布尔歇机场举办），以及让巴黎处于创新前沿的Vivatech科技展会（5
月）。
总有创新的吸引力。一批新开放的文化场馆每年都为巴黎的光芒锦上添花。2018年新
开放的场馆有：玛黑街区(Marais)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展望基金会(fondation
Lafayette
Anticipations)，以及将在2019年为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举办一场展览的光之
工坊(Atelier des Lumières)；2018年重新开放的场馆有：经过翻修的动植物驯化园(Jardin
d’Acclimatation)和克吕尼博物馆(musée de Cluny)。最近五年期间，巴黎丰富了它的文化
及娱乐场所，新开放的有：路易.威登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 pour l’art
contemporain)和巴黎爱乐大厅(Philharmonie de Paris)，经过翻修的有：巴黎毕加索博物
馆(musée Picasso-Paris)以及被重新命名为孔蒂11号(11 Conti)的巴黎钱币博物馆(musée
de la Monnaie de Paris)。在等待由安藤忠雄(Tadao Ando)设计翻新的商品交易所(Bourse
de Commerce)重新开放并且在其中欣赏皮诺收藏(Collection Pinault)期间，巴黎在2019年
将举办活动以庆祝巴黎歌剧院(Opéra de Paris)落成350周年、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和红
磨坊夜总会(Moulin Rouge)130周年、卢浮宫金字塔(Pyramide du Louvre)30周年。
第7艺术依然与光明之城巴黎联系密切，在首都巴黎拍摄的影片和电视剧数量之多不胜枚
举，2018年如约上映了在巴黎取景的一些大片，例如：《碟中谍6》(Mission Impossible
6)和《神奇动物在哪里2》(Les Animaux fantastiques 2)。这些影片激发游客前来造访巴黎
及其电影外景地，寻访演员的足迹和著名场景，例如：《天使爱美丽》(Amélie Poulain)和
《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巴黎的吸引力还体现在它优秀而且丰富多样的场馆上，它们深受专业活动组织者的赞赏。
作为世界大会之都，巴黎堪称举办展会和企业活动的优选目的地。巴黎拥有一批重要的全
新基础设施，例如：巴黎会议中心(Paris Convention Centre)，它位于凡尔赛门(Porte de
Versailles)，是欧洲最大的会议中心（72000平米，最多可以接待35000位参会人员）。心
脏病学领域的重要大会——欧洲心脏病学会大会(ESC Congress)的2019年会议将在巴黎举
办。得益于参与改建的多位知名建筑师的工作，凡尔赛门展览中心(Parc des Expositions
de la Porte de Versailles)庞大的现代化翻修工程继续进行，这个配备新一代设施的展览
中心将于2024年开放。同样，一个全新的会议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已经于2018年在
巴黎-萨克莱经济中心(Pôle économique de Paris Saclay)内开放。在大型活动领域，一些
具有创新概念并且可以私家包场的新场所时常能够丰富该领域的场馆资源。为了补充完善
会展服务并且在会展场馆管理公司Viparis的提议下，巴黎创建了一个名为“巴黎活动助推
器”(Paris Event Booster)的初创企业孵化园，专门接待专业会议和大型活动领域的初创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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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旅游及会议局(Bureau des Congrès de l’Office de Tourisme de Paris)每年都撰写
一份调研报告，统计和分析在巴黎大区各场馆举办的大会。巴黎大区在2017年举办了
1110场大会，它的吸引力逐年增加。

与众不同的生活艺术。在酒店领域，巴黎的住宿接待能力和多样性不断增加。造就首都
巴黎声誉的高端酒店竞相比拼创意以便吸引住客。最近完成翻修工程的豪华酒店有：吕
泰西亚酒店(Lutétia)这座位于塞纳河左岸的标志性酒店以及巴里耶尔富凯酒店(Fouquet’s
Barrière)，它们最近才揭开各自的新面貌。巴黎始终拥有更多创新的、令人称奇的、主
题性的酒店，它们提供全新的住宿体验，例如：Armance酒店，Brach Paris酒店，Alfred
Sommier酒店，Maison Astor酒店，25hours酒店，以及Okko Gare de l’Est酒店，它们都为
巴黎的新面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年旅社也不甘落后，它们在设计感和预算方面竞相吸
引新一代的旅行者，例如：将于2019年夏季开业的Meininger酒店。
美食领域，主厨们提供始终更加具有创意的餐厅和菜肴，例如：埃莱娜.达罗兹(Hélène
Darroze)的Jòia餐厅，蒂埃里.马克思(Thierry
Marx)的Marxito餐厅。阿兰.迪卡斯(Alain
Ducasse)继在凡尔赛(Versailles)开设餐厅之后，又选择在水上开业了塞纳河上迪卡斯餐厅
(Ducasse sur Seine)。位于第7区的Beaupassage首次尝试美食广场(food court)的概念，这
里云集了一批新开业的高级餐厅。“小馆美食”（提供美食的小餐馆）潮流的成功有目共睹，
相关的餐厅与日俱增。这些新的餐厅堪称正宗美味与地方食材方面的行家，它们促进了一
些短途游线路的推出。知名烹饪学校的烹饪课以及美食主题游览活动经常满员。人们热衷
位于每个街角经过改良的street food或者标志性的Ground Control美食区（位于里昂火车站
gare de Lyon或者香榭丽舍大街Champs-Élysées），并且沉醉于那些本地食材餐厅，以及
街区的菜市场及其深受欢迎的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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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依然并且始终确立着其作为时尚、奢侈品及购物之都的地位！亮点当然是时装周活
动，尤其还有分别在1月和7月举办的不容错过的冬夏两季大减价活动。巴黎一年四季都有
一批旗舰店和快闪店开业，并且推出其他活动吸引那些追求新事物的时尚迷们。人们甚至
在周日也能购物，因为10个国际旅游区域（奥斯曼大道Haussmann，玛黑Marais街区，
香榭丽舍大街
Champs-Élysées，蒙马特尔Montmartre街区，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SaintGermain-des-Prés，等等）的商铺可以在周日营业。购物领域的新动态有：卢浮宫卡鲁
塞尔商业中心(Carrousel du Louvre)拥有了一个新的环境；市场广场购物中心(Forum des
Halles)焕然一新；河谷购物村(la Vallée Village)开业了新店。大杂货店(Grande Épicerie)
在帕西街区(Passy)加开店面，意大利连锁食品店Eataly也登陆玛黑街区(Marais)。春天
百货公司(Printemps)在主馆的第7和第8层创建了一个美食新天地，并且开业了一家屋顶
露台餐厅。人们还期待埃迪亚尔(Hédiard)高级美食专卖店的重新开业以及老佛爷百货公
司(Galeries
Lafayette)香榭丽舍大街店的开业。老佛爷百货公司奥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旗舰店开设了工作坊以便延长人们在巴黎的体验。玛黑市政厅百货公司(BHV
Marais)通过新的服务和品牌确立它在玛黑街区的门户地位。一批久负盛名的国际品牌在那
些竞相比拼服务并且始终更加具有设计感的区域开店。各个街区和商店打破常规以便提供
多样化服务，从而吸引那些热爱设计师产品及复古(vintage)风尚的人士、法国格调(French
touch)的追随者以及迷恋民族风的人士。
节日般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巴黎风格堪称不同风格和时代的融合，各种愿望都能在巴黎得
到满足。从传统的夜总会（它们是魅力的代名词）到新潮的俱乐部，中间还包括最别具一
格的场所，从不容错过的地址到昙花一现的晚会，夜生活的准则多种多样！深受夜生活爱
好者追捧的场所有：凭借鸡尾酒著称的153酒吧，塞纳河罗莎(Rosa sur Seine)餐厅，Balrock餐厅，Perchoir酒吧，Point Ephémère酒吧，Clairière餐厅，Bellevilloise音乐厅，凭
借疯狂的晚会活动而闻名的Divan du Monde演出大厅和le Bridge酒吧，普莱耶尔交响乐大
厅(salle Pleyel)及其新的演出安排，塞纳河码头(Docks en Seine)，另外还有巴黎的一些
著名的爵士乐演出厅。一些始终更加新颖独特的场所（Wanderlust夜总会，Yoyo文化艺术
厅，Badaboum酒吧，等等）举行欢乐派对，而一批团体（WATO事务所，Surprize事务
所，等等）则加倍创新以便组织令人称奇的晚会活动。不要忘记还有音乐领域的大型盛会
以及知名艺术节（Rock en Seine摇滚音乐节，We Love Green电子及流行音乐节，Technoparade高科技舞曲音乐巡游活动，Solidays音乐节，Lollapalooza音乐节，等等）。请
留意： Quinzaine des fiertés活动（2019年举办的是第4届）将在更加愉快的氛围中诠释为
LGBTIQ人群谋求权利的各个协会的举措。巴黎有许多同性恋友好场所，它们提供丰富多
样的活动安排，从而证明了由Gay Travel协会颁发给巴黎的LGBT-friendly都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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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邀您观看演出：巴黎旅游局每年组织“巴黎演出时间”(« Showtime in Paris »)
活动，期间25间著名的演出大厅推出演出票买一赠一活动。

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环保负责任的目的地。除了490座公园和花园之外，巴黎还拥有一
些游客可以体验到的重要的环保优势。低碳的公共交通方式在巴黎尤其受到重视，例如：
开辟公交车专用道，延伸巴黎的有轨电车线路，发展自助式单车和滑板车服务网络，规划
新的自行车道从而达到2020年单车出行占出行方式15%的目标，运营16条非常先进的地铁
线路，等等。通过创建塞纳河两岸公园(Parc Rives de Seine)而将河岸道路变为步行区或
者将共和国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改建为步行区，这些也符合巴黎更加环保和具有
活力的新面貌。国家广场(place de la Nation)也将重新规划为步行区，同样将着手改造的
还有标志性的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广场上的七月柱(Colonne de Juillet)下半部
分将对外开放参观。
巴黎的酒店领域越来越重视环保负责任的举措，将近470家酒店签署了巴黎旅游局推出
的《巴黎可持续住宿宪章》，环保标志也有所增加。
巴黎还自我定位为适合所有人的旅游目的地，它适应最多的人群并且让残障人士易于接
近。相关的举措越来越多而且服务越来越丰富，在最近开放或者翻修的场馆中，以下场馆
都能提供方便残障人士的参观和活动：装饰艺术博物馆(MAD –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先贤祠(Panthéon)，巴黎爱乐大厅(Philharmonie de Paris)，罗丹美术馆(musée Rodin)
，巴黎钱币博物馆(Monnaie de Paris)。一些场馆鉴于建筑和遗产的约束而无法让全部场地
满足以上条件，它们或者提供虚拟参观工具，或者推出特别整修计划，例如：浪漫生活博
物馆(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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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追求交流和正宗的游客，如同当地人一样体验“巴黎式”的生活艺术从未像今天一
样易如反掌。
未来呢？ 虽然巴黎凭借它的遗产著称，但它也正在成为一个受到极客和2.0版游客喜爱的
目的地。在整个旅游区域推出的各种举措为游客提供新鲜有趣的体验和服务，尤其是在世
界第一个旅游初创公司孵化园Welcome City Lab框架下推出的项目。新的产品包括：诸如
City Helpline这样的app，它堪称联网的礼宾员助手，帮助游客发现巴黎最好的去处；针对
部分国籍游客的特别购物指南；行李储存；或者诸如The Bar Corner这样的app，它们能
够帮助游客找到附近一个阳光下的露天咖啡座或者气氛友好的酒吧。
巴黎每天都将其边界扩展一点。得益于公共交通网络的延伸（地铁14号线的延长，T3有轨
电车线路的延伸），巴黎架起通往相邻市镇的桥梁。大巴黎(Grand Paris)从而能够提供互
补的、可替代的、多种多样的旅游资源，专门吸引那些已经非常熟悉巴黎优势的大众，例
如：巴黎圣途安跳蚤市场(Marché aux Puces de Paris Saint-Ouen)，万森讷城堡(château
de Vincennes)内经过翻修的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从蒙特勒伊(Montreuil)到伊夫里
(Ivry)的街头艺术线路，位于维特里(Vitry)的Mac/Val当代艺术馆，另外还有日渐成为“新布
鲁克林”的庞坦(Pantin)。

© Compagnie de Phalsbourg

© OTCP / Anna Bochu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堪称巴黎领土延伸的体现，它们将在两个主要的区域举办：
一个区域是巴黎附近的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田径和游泳比赛将在这里的法
兰西体育场(Stade de France)举办；另外一个区域是巴黎的市中心、塞纳河两岸以及一些
著名古迹。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修建大巴黎快速交通网(Grand Paris Express)的又一个
理由，这项欧洲最大规模的城市交通项目对于巴黎而言非常重要。
巴黎是城市休闲的典范目的地，它除了历史中心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体验的地方。
巴黎 的文化产品和节事活动日益增多，以吸引那些追求新颖独特的游客。
咨询及票务：www.exploreparis.com
首都巴黎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的雄心体现在一批重要工程上，例如：新建的法院大楼
(Palais de Justice)，它位于经过改建的巴蒂尼奥勒街区(quartier Batignolles)。巴黎再创
新计划1和2(Réinventer Paris 1 et 2)也见证了这一活力，这项创新的城市项目招标计划涉
及巴黎的许多知名建筑，巴黎人借此可以预先了解未来巴黎的形象。日后塑造巴黎形象
的未来项目以创新、融合、多学科为标准，这三项标准同时体现在项目的高度（建在桥
上或者环城大道上方的住宅楼）和地下部分（隧道，地下停车场，等等）。最令人期待
的项目有：马约门(Porte Maillot)的变身，这里将建起“千树”(« Mille arbres »)建筑和“多层
之城”(« La Ville Multistrate »)建筑。这项工程的目标在于将马约门广场的一部分归还给步
行者，并且促进巴黎与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之间的低碳交通。在建筑上种植
1000棵不同种类的树木堪称一项建筑挑战，该种植计划将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及生物多
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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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看巴黎
巴 黎 旅 游业的若干关键数字
© Groupe ADP / Sylvain Cambon

• 2座机场：欧洲第一大航空枢纽；6座国际火车站
• 1小时25分钟：巴黎 – 布鲁塞尔
• 2小时15分钟：巴黎 – 伦敦
• 4小时：巴黎 – 法兰克福
• 6小时25分钟：巴黎 – 巴塞罗那
• 119000多间酒店客房，从现在起至2020年还将增加7000间客房
• 297个地铁站；乘坐地铁13分钟可以横穿巴黎

为 何 选 择巴黎？
因为颇具吸引力的价格

因为时尚潮流

• 1 个三明治：5 € ；1个羊角面包：1 €

• 25000位艺术家定居巴黎

• 1 杯咖啡：2 € ；1份套餐：15 €

• 每天有10多个摄制组在巴黎的5000个外
景地拍摄

• 1 张地铁票：1.90 €
• 20多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博物馆

© Aurélien Vialatte

因为历史遗产
• 37座桥梁
• 用10 100 吨钢铁建造的埃菲尔铁塔
• 490个公园和花园
• 2000种动物
• 6500年的历史
因为文化
• 杜伊勒里公园有200座雕像和器皿形浮雕
• 卢浮宫陈列有36000件作品

• 时装展会期间有100 个国家的人员参加
• 13区的街头艺术之旅沿线装饰有37幅壁画
因为购物
• 17500间商店，4个大型百货公司
• 12 %：非欧洲游客可以享受的退税额
• 每年 82天的大减价活动
因为商务会议
• 2017年统计举办了1110场大会
• 15个会议和展览中心
• 60多平米的展览面积

• 200座教堂
• 每年有1200万游客参观巴黎圣母院
© Georges Saillard

• 每天有15000人经过卢浮宫博物馆的
《蒙娜丽莎》画作前面
因为各种大型活动
• 每天300多场活动
• 13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不眠之夜活动
• 香榭丽舍大街在圣诞节灯饰期间点亮100
万个灯泡
因为外出休闲娱乐活动
• 巴黎歌剧院每年上演450场演出
• 每天放映500部电影
© Viparis-Bullit Studio

• 5800家餐厅
• 游船每天启航1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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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旅游及会议局
作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巴黎凭借它的传统遗产和潮流精神吸引人们。巴黎旅游及会
议局向您披露首都巴黎的秘密。

© OTCP / Marc Bertrand

在巴黎市政府以及巴黎工商会的联合提议下，巴黎旅游及会议局于1971年创建。它的使命
在于：接待游客并且为其提供信息；在法国及国外推广巴黎的优势；为巴黎旅游业内人士
提供帮助。

行程助手
信息咨询点
• 2个全新开放的咨询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
人次，它们分别位于：里沃利路29号(29 rue de Rivoli)的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 de
Paris)，北站火车站（gare du Nord，位于国际抵达层的对面）。
• 免费发放120万份10种语言的导览地图以及近35万份法语和英语的大众指南：《巴黎城市
指南》(Paris City guide)、《巴黎导览参观》 (Paris Guided Tours and Visits)、《巴黎易
于接近》(Accessible Paris)。
线上媒体
• PARISINFO.com ： 面向大众的网站，2018年有1200万用户访问了1630万次该网站
（4 个主要网站：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7个迷你网站：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
兰语、俄语、汉语、日语、韩语）。
• 以« Paris je t’aime »为用户名活跃在各个社交网站上，粉丝数量（截至2018年底）：
Facebook：425000，Twitter：341000，Instagram：490000
• Bonjour Paris：法语和英语版本的每月简报（8万订阅用户）
线上商店
巴黎旅游局的线上商店（以6种语言显示）提供百余种旅游产品：城市通行证，博物馆和古
迹门票，塞纳河游船票，短途游，游乐园门票，交通卡，夜总会入场券，演出票，等等。
Paris Passlib’:巴黎的官方城市通行证，包含游船、观光巴士、无限次乘坐公共交通、
参观60多座博物馆和古迹、登上埃菲尔铁塔（选购项）。有迷你版、2日、3日、5日城市通行
证，提供儿童、青年、成人价格。

专 业 资 源中心
• PRESS.PARISINFO.com：面向媒体的网站。
• 1 整套名为《巴黎2019》(« Paris 2019 »)的资讯稿件，包括：
- 2 份法语和英语的《艺术与文化》(« Art and Culture »)稿件
- 6 份多种语言的《生活艺术》( « Parisian Lifestyle » )稿件
- 3 份法语和英语的《巴黎的四季活动》( « Paris in all Seasons »)稿件
- 4 份法语和英语的《量身定制的巴黎》(« Paris on Request »)稿件
• 1 个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的图片库：5000 多张体现巴黎多样性的高清照片，可
以作为文章、宣传手册以及网站的插图。
• ParisNews：法语和英语的B to B（企业对企业）每月电子简报（2万名订阅用户）
• What’s up in Paris： 一年一度发行的旅游灵感手册（4000册）
• Meeting in Paris：面向大型活动组织者的指南（3000册）
• @ParisCVB： 面向专业人士的推特账号

调 查 与 研究
巴黎旅游经济观察所收集并且分析那些能够描述旅游活动的统计信息。它致力于辨识和支
持巴黎旅游业的新潮流，并且开展调查以便业内机构得以在其行业自我定位并且更好地回
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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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CP / Mary Quincy

电话： +33 (0) 1 49 52 53 27

媒体联系

巴黎旅游及会议局 | 2019年1月

电邮： press@paris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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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化》

《量身定制的巴黎》

《巴黎的四季活动》

《生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