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号～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1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高枫部长 54 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贺晟 106 徐州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2 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施敏经理 55 北京东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段蓓俊 107 江苏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缪丽琰 158 江西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朱冬敏

3 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 日韩部 孙展 56 上海盛源时代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张雅南 108 江苏苏宁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 刘程 159 江西环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王玉珍

4 上海锦江旅游有限公司 日韩部 张宏斌经理 57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曹青 109 途牛旅游 戴越 160 江西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 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8 上海龙舟途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日本部 110 扬州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戴总 161 黄山海外旅行社 出境部 周跃

6 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日韩中心 吴亚芳 59 上海新华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沈雅 111 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外玩乐项目部 产品经理 沈蒙杰 162 安徽省中国旅行社黄山分社 田金艳 海外部业务总监

7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施玲 经理 60 上海海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印海娟 112 江苏新好游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葛倩楠 163 安徽省中国国际旅行社黄山公司 刘志平   总经理

8 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自由行产品经理 武文浩 61 南光(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沈逸 113 江苏新好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杨曼青

9 上海东湖国际旅行社 王静明 经理 62 上海龙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刘娇娇 114 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凌琻

10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胡易安 63 上海吉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签证部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11 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 钟欣 副总经理 64 上海行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部 115 杭州市中国旅行社 郑禾 经理 1 中国旅行社总社（大连）有限公司 日本线经理李颖

12 上海驴妈妈兴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金秋 65 上海恒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国际产品部 刘璐 116 浙江途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王雷  朱烽良 2 中国国旅（大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军总经理

13 山东泰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副总经理杜峰 66 上海泛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张轶 Ms 117 浙江海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中心 周建中 总经理 3 大连富丽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金春日

14 赞那度ZANADU 杨愉圣 67 上海中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邹宇翔 118 浙江省中国旅行社 出境中心日韩部 郭孙萍 4 中国国旅（大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陈方

15 上海华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周蕾 68 上海东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阮恺彦 119 浙江省中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韩中心总经理 安红华 5 同行旅游网 CEO徐志卫

16 上海棉花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李剑 69 全景旅游 秦雯 120 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部 6 辽宁瑞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7 中国旅行社总社（上海）有限公司 日韩部 张扬 70 国旅环球行 李文静 121 杭州海外旅游公司 日本部 赵秀燕 7 辽宁海洋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8 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秦嫆 71 斑马旅游 丁洁 122 浙江海内外商务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章经理 8 大连中国青年旅行社 营销中心 总监郭文

19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朱国平经理 72 斑马旅游 李文心 123 杭州招商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 陆国燕 9 大连中国青年旅行社 副总经理 赵新颖

20 上海仲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文文 副经理 73 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沈政芳 124 宁波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计调部 虞莹 10 大连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日本游担当杨倩

21 上海大世界国际旅游公司 出境中心 姜巍经理 74 多米游 牟丽娜 125 港中旅国际（杭州）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毛小姐 11 大连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游副部长倪少涵

22 上海东方航空国际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日韩部 李丹丹 经理 75 春秋国旅 吴艳萍 126 浙江省国际合作旅行社有限公司 徐小姐 12 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部经理于洋

23 上海国际友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127 浙江光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 朱雪芬 13 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康路

24 一起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万菲 76 江苏金陵商务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中心 商翆经理 128 宁波浙仑海外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4 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李昕颖

25 上海茶恬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陈燕 77 江苏舜天海外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汪婷 129 浙江美景国际旅行社 张金金 15 大连文园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6 上海市东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严先生 78 中国国旅（江苏） 日韩部 曹亚波 130 杭州天际游国际旅行社  经理 徐红 16 大连铁道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蒋光泽

27 上海商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邮轮部 张先生 79 无锡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部 秦经理 131 浙江外海星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7 大连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二部部长张时光

28 上海华夏国际旅行社 区域经理 张俊 80 苏州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部 缪先生 132 温州海外旅遊有限公司 出境部 张文君 18 大连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出境中心销售经理郭蓓蓓

29 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总部 日本部 丁秀丽 81 江苏省中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张经理 133 杭州金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陈月 19 大连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出境中心经理韩爱梅

30 上海易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夏蓉蓉 82 苏州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梁小姐 134 杭州捷旅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李银钧 20 大连森林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1 长江轮船海外旅游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境部 姚佩龄副总经理 83 南京中北友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事业部 申克幼 135 杭州日旅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1 大连侨之桥途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娜

32 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 谭宗英 84 苏州海外旅游公司 日本部副总经理 朱凤兴 136 浙江天堂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2 大连南北航空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3 上海西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5 苏州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周应捷 经理 137 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3 大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高洁

34 上海东美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6 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 凌琻 138 浙江天天商旅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4 大连金色假期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5 北京新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社 出境中国人市场  李智伟 87 江苏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中心 姜虹霞 经理 139 浙江美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5 大连好利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瀚

36 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 出境旅游中心 贾丽丽 总监 88 无锡中国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40 浙江光大星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6 大连好利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张雪

37 上海锦江旅游有限公司 自由行部 施琪清经理 89 苏州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室  苏建文 141 宁波康泰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7 大连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陈岩岩

38 上海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电子商务部 刘超经理 90 中国康辉苏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签证中心 李洁 142 中国国旅(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8 大连海之韵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9 杭州新浪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何小姐 91 无锡市海外旅游公司 秦小姐 143 浙江今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姚飞 29 大连古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部长 汪晶

40 上海科友国际旅行社 薛裕标 副总经理 92 中国康辉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公民中心 周先生 144 途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张晓青 30 大连富士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1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 93 南京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45 温州市精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李维 31 大连富丽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2 上海大世界国际旅游公司 日本部 贡经理 94 苏州职工国际旅行社 闻小姐 146 寧波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毕燕鸿 32 大连东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3 四季日中（上海）国际旅行社 毛喆  总经理 95 无锡假日国际旅行社 计调中心 唐艺华 147 寧波海外旅遊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3 大连东方假日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4 上海麦韬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李依芒 总经理 96 江苏省镇江中国旅行社 计调部 沈小姐 148 宁波中青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4 大连东北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5 上海汉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曾露寅 97 常州中国国际旅行社 出境计调中心 戴小姐 149 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5 大连北方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周亮 总经理助理

46 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曹小姐 98 江苏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虞小姐 150 浙江东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6 大连巴比来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7 杭州新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境中心总经理 99 宝中旅游苏州乐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侯小姐 151 無錫中旅信程旅游股份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7 大连东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山营业部 姜艳总经理

48 上海星辰国际旅行社 张临海     经理 100 中港商务国际旅行社 徐小飞 152 中国国旅（寧波）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陈怡 38 北京新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王颖 总经理

49 上海东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孙小姐  日本部 101 南通康輝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签证部 李洁 153 浙江飛揚国際旅遊集団有限公司 出境部 陈健 39 海外旅行社 出境旅游中心 涂强

50 上海万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中心 陈琪 102 苏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潘宝发 154 浙江光大麗陽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丁晓鹰 40 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 副总经理 李友

51 上海目的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倪珊姗 日本部 103 无锡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部 朱洪 155 温州国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 林芝 41 大连古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人民路旗舰店销售部 李琦

52 上海乐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孙先生 日本部 104 常州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中心 毛啸时 156 胜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诸葛标

53 上海亚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 吴小姐 105 宜兴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徐霞 157 杭州博客旅行社 日韩线  周微

壹游日本　配送先リスト　【訪日観光査証認可 旅行会社】　583社

大連 （大連出張事務所管轄）　41社

上海・江蘇省・淅江省・江西省・安徽省 （上海総領事館管轄）　163社　
江西省・安徽省

淅江省

江蘇省



2019年1月号～

壹游日本　配送先リスト　【訪日観光査証認可 旅行会社】　583社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1 众信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日本部刘巍 56 北京新视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1 天津津河假日国际旅行社 业务经理 杨建忠 137 湖南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 中信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焦勇经理 57 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2 胜景游国际旅游批发商 总经理 袁子樾 138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运营部证照组李坚

3 中商国际旅行社 签证部王小姐 58 北京同程国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3 旅行者 操作主管 刁若冰 139 湖南華天国际旅行社 公民旅游运营中心日韩部楊雯畅

4 中旅体育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9 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4 天津中国国际旅行社 高端定制 主管 崔亚婷 140 湖北万达新航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 中国铁道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郑金凯先生收 60 北京市中侨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5 天津大亚国际旅行社 鹿明 141 湖北省扬子江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邱经理

6 中国天鹅国际旅游公司 签证部 61 北京市亚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6 天津嘉信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陈博 142 湖北省扬子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 中国民族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侯燕南 62 北京市民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7 中国国旅总社天津公司 总经理助理 杨宇聪 143 湖北省海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总部日本部经理张晴晴 63 北京尚景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8 中国国旅总社天津公司 自组产品部 王亚非 144 湖北华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 中国康辉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部张梦石部长 64 北京麒麟旅行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9 天津半云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刘莹 总经理 145 中南国际旅游公司（湖北）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0 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李亚 65 北京乐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0 天津龙亿天才旅游俱乐部 周懿 146 武汉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部日本处  张茵总监 出境旅游部日本处  赵智悦先生 66 北京捷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郑起军 121 大亚风情国际旅行社 业务经理 任建 147 武汉泸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2 中国妇女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处纪小龙经理 67 北京环宇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2 天津市学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计调经理 李辉 148 武汉市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3 鑫海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办公室收 68 北京行天下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3 天津市顺安博览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士金 149 西安中信国際旅行社 高杉功史

14 四達国際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9 北京风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4 天津市依芸旅游社 王莘月 150 西安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5 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0 凯撒同盛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目的地资源部总经理 罗丹 125 国信（天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张伟 151 西安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6 华阳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颜小姐 71 精品传媒 客户经理张晴 126 盈科旅游 李杰 152 陕西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7 宏达（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陶静 72 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7 天津中贸国际旅行社 许伟 副总经理 153 西安海外旅遊有限責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8 海峡旅行社 出境部办公室收 73 日中平和観光株式会社 首席代表任永生 128 天津友好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54 陕西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9 春秋（北京）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4 旅游刊 主编赵江慧 129 天津市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55 河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0 北京中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5 上航假期（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30 天津市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FIT中心韩凤娇 156 河南中青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1 北京中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6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杨婉蓉经理 131 天津市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杜羽经理 157 郑州春秋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2 北京逸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刘德庆产品部担当 7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国际在线 市场部媒介经理张晨 132 天津市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短产品部  高雅琳总监 158 河南中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3 北京新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文忠总经理 78 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33 天津市传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59 石家庄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4 北京新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9 中商视野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朱云峰 134 天津康辉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部经理 赵荣荣 16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5 北京携程太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北亚市场产品中心陈丹妮 80 中青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严刚高级经理 135 天津中国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6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1 中青旅遨游网总部 日韩部产品主管殷丽娜 136 湖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莫经理

27 北京翔升国际商务旅行社 日本部赵京宇副部长 82 中旅国際会議展覧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8 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3 北京晨报 都市新闻部记者吴婷婷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29 北京天平国际旅行社 日本部刘瑛 84 北京北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 广州市汇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8 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旅游总部主管周凤青

30 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沈罗日韩处经理 85 北京百程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商品经理宁明娜 2 广州丽景国际旅行社 国际部经理叶玉薇 29 深圳市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亚太操作中心总经理卓和忠

31 北京市世界之旅国际旅行有限公司 操作部苑小姐 86 北京市中西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部何娴经理 30 深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2 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华远国际旅游前台 87 中国金桥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4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秦蓓经理 31 北京东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3 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马丁副总监 88 天马假期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 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游中心日韩部经理张远清 32 汕头市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4 北京神舟方舟国際会議展覧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9 环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夏萍 6 广东铁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朱瑜经理 33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5 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境部周双 90 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网络销售部张小姐 7 广东顺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外部梁经理 34 中山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李彦

36 北京名仕优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规划部 91 中国太和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 广东省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何小姐 35 深圳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郭胜

37 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2 天津津旅商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销售部 销售经理 任鹏 9 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 出境部黄先生 36 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薛苏

38 北京锦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苏凯经理 93 天津津旅商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何建洲 总经理 10 广东省拱北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国旅游部李成书 37 深圳招商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日本部何经理

39 北京金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4 天津津旅邮轮有限公司 签证部经理  常轩轶 11 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中心李婉明经理 38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日韩中心经理祁筠

40 北京凤凰假期国际旅行社 日本产品经理张晓 95 天津国旅海外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崔亚婷 12 广东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端商务部总监张辉 39 厦门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外联科长廖立南

41 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李先生 96 天津渤涛国际 陈博 13 江门市大方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0 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2 北京東方世紀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7 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郑艳 14 港中旅（广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1 福州市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3 北京东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张强 98 天津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陈天瑶 15 佛山市南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介部 42 福建省中国旅行社 出境旅游事业部方先生

44 北京安捷之旅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9 天津凤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及燕燕 16 东莞市中国旅行社 出境游黄敏商经理 43 福建省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5 北京自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00 天津粟丰国旅 张博 17 东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4 福建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6 美亚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公司 李伶蕊 101 仙百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顾问  安娜 18 东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45 福建海外旅游实业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7 北京山般诺国际旅行社 陈晶晶 102 仙百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经理 于萌 19 珠海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6 福建省康辉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48 北京天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迟前 103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曹乃川 20 珠海国际度假旅行社 出境部张经理 47 厦门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外联科长廖立南

49 北京环游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闫燕 104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运营管理部 柳涛 21 中山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林先生 48 桂林光大国际旅游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0 北京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徐志宏总经理 105 鹏越（天津）国际旅行社 房培 总经理 22 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日韩中心业务主管　罗丽诗 49 广西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1 北京中世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06 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向伟 23 湛江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林小姐 50 桂林市天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2 北京执惠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分析师江颖 107 天津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产品中心经理 辛永鹏 24 深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分公司副总经理丁巍 51 广西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观光旅游部

53 北京悦天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08 天津北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马路店 店长 张蕊 25 深圳特区华侨城中国旅行社 日韩部田卫民 52 海南远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4 北京源丰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中心  张伟总经理 109 金昇国旅 刘东 26 深圳市职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3 海南豪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社长兼日本部长　张旭秋

55 北京永達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0 天津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门市部经理 张宇阳 27 深圳市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外部彭小姐

広州・福建・海南・広西 （広州総領事館管轄）　53社

北京・天津・ 武漢・長沙・鄭州・新疆（中国大使館管轄）　160社



2019年1月号～

壹游日本　配送先リスト　【訪日観光査証認可 旅行会社】　583社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1 中国黑龙江海外旅游总公司 日本部左晓冬 45 沈阳永安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 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周杰 30 港中旅国际成都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 黑龙江招商国际旅游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6 沈阳市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中心日本部経理 王佳姝 2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1 四川恒信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 黑龙江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李双 47 沈阳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中心日本部经理 刘琳 3 重庆长江映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2 成都新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4 黑龙江省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分公司闫映彤 48 沈阳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OP杨宇卓 4 重庆长江国际旅游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3 北京新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 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9 沈阳凯撒世嘉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 重庆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4 成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 黑龙江省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0 沈阳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 重庆新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5 成都招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 黑龙江省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1 沈阳嘉通私亨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 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6 成都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 黑龙江省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2 沈阳沪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 重庆新干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7 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海外东瀛假日吴俊

9 黑龙江省乐天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3 沈阳东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 重庆天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8 成都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中心张小姐

10 黑龙江省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4 沈阳长白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建通出境中心  任迎春 10 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9 成都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 哈尔滨纵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5 辽宁中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1 重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唐静 40 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2 哈尔滨招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6 辽宁远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 重庆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1 成都熊猫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3 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刘旭 57 辽宁祥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商旅部 张丹 13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李含蓓 42 四川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4 哈尔滨四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8 辽宁四方蓝天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4 重庆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皮先生 43 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海外东瀛假日吴俊

15 哈尔滨市松花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9 辽宁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操作中心経理齐爽 15 重庆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唐科营销策划经理 44 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办公室李卓星小姐

16 哈尔滨海外旅游总公司 日本部高先生 60 辽宁省中国青年旅行社 同业销售 于東水 16 重庆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5 成都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7 哈尔滨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贾同云 61 辽宁省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7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重庆分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6 四川长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8 哈尔滨北国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2 辽宁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8 康辉旅游集团重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韩部张英阁 47 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9 哈尔滨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3 辽宁青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9 重庆扬子江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48 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0 黑龙江中盛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4 辽宁普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线控 王强 20 重庆万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部詹霞经理 49 云南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1 哈尔滨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5 辽宁欧美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1 重庆黄金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出境部李小姐 50 昆明海外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2 长春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6 辽宁乐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2 四川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51 昆明科技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3 长春市长白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7 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副经理 朱冰璐 23 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办公室李卓星小姐 52 云南华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4 长春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8 辽宁九州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4 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全球通总部收 53 贵州海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5 长春海外盛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69 辽宁金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秦隆慧 副总经理 25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 54 贵州省青年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6 长春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0 辽宁华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美国部经理  王一宁 26 四川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5 贵州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7 吉林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1 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经理  姜珊 27 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6 贵阳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8 吉林省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2 辽宁海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中心经理 赵亚丽 28 四川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57 贵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29 吉林省九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3 辽宁海外国际旅行社 日本部  张腾娇 29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30 吉林省东北亚铁路国际旅行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4 辽宁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1 吉林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75 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中心经理  胡益宁

32 长春市中国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76 辽宁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NO 会社名 部署・担当

33 延边天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77 辽宁北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总 费广林 1 山东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2 青岛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4 吉林省外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78 辽宁北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徐小姐 2 山东中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3 青岛海天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5 吉林大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79 辽宁百达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 山东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4 港中旅国际(山东)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6 长春华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0 辽宁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经理 沈艳燕 4 山东旅行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5 山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7 吉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1 九洲假日 区域销售  车言成 5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6 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8 延边阿里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2 辽宁爱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李恒 6 山东航空彩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7 山东海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39 吉林省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3 深圳中华龙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王春莉 7 中国旅行社总社（青岛）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8 山东南山国际旅行社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0 延吉市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84 甜程旅行网 日韩部 副经理 刘明 8 中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19 青岛华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1 中国旅行社总社(辽宁)有限公司 日本部 尹漫江 85 阜新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9 青岛联合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0 山东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伟 总经理

42 中国国旅（辽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韩处 处长 邢一莎 86 辽宁华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 日韩中心 10 青岛佳华海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21 青岛中广国旅 日本中心 王勇

43 雄狮国际旅行社(辽宁)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7 沈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本部肖洋 11 青岛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44 沈阳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部(日本)日韩中心 88 辽宁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金石

瀋陽・遼寧・長春・ハルピン （瀋陽総領事館管轄）　88 社 重慶・成都・昆明・雲南 （重慶総領事館管轄）　57社

青島 （青島総領事館管轄）　21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