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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是蔚蓝海岸首都，也是继巴黎之后的法国第二大旅游胜地。这个现代化并且充满活力的
城市是阿尔滨海省的主要经济中心。从2012年1月1日起，尼斯蔚蓝海岸被正式命名为大都市(Mé-
tropole)，这里有山有水：80%被群山围绕，从海边一直延伸到滑雪胜地马尔康杜(Mecantour)。

尼斯拥有得天独厚的日常微气候。这座面向大海的地中海城市多得山脉的阻隔而免受大风侵
袭。这里温和的冬季气候以及明媚的阳光（全年2 800小时日照时间）家喻户晓。尼斯的明亮曾经吸
引并激发了那些最为伟大的画家们，而它也将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更多的艺术家，为他们带来更多的
灵感。

尼斯作为蔚蓝海岸首府，这里的商店，海滩和活力四射的夜生活使这里成为真正的天堂。各
类完美的文化设施，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等，使尼斯成为欧洲文化中心之一。

尼斯的若干数字

－法国第5大城市，
－ 第一法国大都市(Métropole)：46个直辖市，55万2百个居民，从海边到滑雪胜地马尔康杜(Me-
cantour)，共1万4千平方公里，
－人口35万，其中50 %在40岁以下，
－10公里长的沿海地带中7.5公里为海滩，
－城市面积7 192公顷，其中300公顷为绿地。

尼斯的旅游经济

- 拥有继巴黎之后法国第1大的机场，1150 万乘客中，57 %为外国人，
- 是法国第1个超低成本国立机场，拥有20多个航空公司合作伙伴，客运量高达320多万人次，
- 是继巴黎之后法国第1大的旅游中心，每年吸引近400万名游客，占世界旅游业总收入的1 % ，
- 在欧洲旅行的100名游客中必定有1位在尼斯逗留至少1晚，
- 是法国的首要会议城市之一，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卫城会展中心(Acropolis)，
- 是法国第2大海运港口，接待旅客量高达446 700人次（不包括渡轮客人），
- 根据其酒店质量和接待能力而言，拥有大约180家酒店和1 0 000间客房，是继巴黎之后法国酒店数
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占据蔚蓝海岸地区酒店数量的三分之一，
- 是继巴黎之后拥有最多市立博物馆的城市，拥有19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及艺术长廊，
- 是法国第一个拥有AOC（原产地命名控制）标志葡萄酒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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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这座正在繁荣发展的城市，也在进行着一场经济文化的革命。无论在文化，还是艺术或
是建筑方面，尼斯都在努力完善自己。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产业，
成为尼斯的新目标。

生态经济村 ECO-VALLÉE

尼斯近几年的重要发展计划：一个大型商务会展中心将在尼斯蔚蓝海岸机场对面拔地而起。一
些崭新的设备将会优化蔚蓝海岸商务旅游的硬件设施条件。

为了更好的与尼斯市中心的卫城会展中心一起组织商务会议，尼斯将在机场附近的经济发展园
中着力于建设一个75000平方米的的生态经济村。这将使尼斯有更大的能力迎接并举办更多更具影
响力的大型国际活动，与此同时，这也将加速尼斯酒店业的发展速度。  

当然，还有其他多项致力于城市发展的项目规划：

尼斯目前已将有轨电车1号线路向东延伸，同时继续建造从港口途经市中心抵达机场的有轨电车
2号线。其他的中期规划还涉及港口和高速火车，等等。 

此外，尼斯的文化领域也将得到大力发展，其重要的项目规划包括将屠宰场改建为艺术家工坊
；阿尔邦山堡垒(fort du Mont Alban)将作为加里巴尔迪广场(place Garibaldi)地下考古发现的博
物馆，另外还有在博龙山堡垒(fort du Mont Boron)开辟的让.努韦尔建筑中心(centre d’archi-
tecture Jean Nouvel)，

2013年底，新建成的一个拥有3万5千个观众席看台的大型体育场正式投入使用。国立体育展览
博物馆于2014正式对外开放。

这些规划都诠释了尼斯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和前卫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旅游业首当其冲，继而
将尼斯打造成为一个竞争力十足的国际旅游中心。

Le Tourisme: la voix aux grands projets旅游业：重要规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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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蔚蓝海岸国际机场 NiCe-Côte D'Azur

尼斯-蔚蓝海岸国际机场在客运量方面是继巴黎之后法国最大的机场，2013年机场客运量高达
1150万。尼斯与之连通的国际网络令尼斯-蔚蓝海岸机场成为南欧的一个重要入境门户：53家航空
公司每周运作1 250多个飞往33个国家的近100个目的地的航班。另外，大约14家低成本航空公司，
420万的旅客运输数量使尼斯－蔚蓝海岸国际机场成为法国第三大低成本航空起降机场。同时该机
场还是法国唯一每日提供飞往纽约和迪拜的地区航班的机场。

在尼斯飞往主要大都市的航班旅客数量中，57 %为国际旅客。 

酒店

尼斯是继巴黎之后法国拥有酒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它大约拥有180家酒店，客房数量约为10
000间，尼斯的酒店类型众多，从豪华5星级酒店到普通1星级酒店，应有尽有。青年旅社、旅游公
寓、度假租赁房屋，多样化的住宿形式提供非常广泛的一系列服务。

尼斯旅游及会议局(Office du tourisme & des Congrès)还创建了一套在线预订系统：Ni-
ceres，使尼斯成为该领域的先驱。Niceres还可以预订出游、参观等活动。

十几年来，尼斯的酒店业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历程，一批批新的酒店和一些特色酒店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例如：Hi酒店(Hi Hôtel)这样的绝对创新酒店；另外，一些原有酒店也进行翻新。规模可观
的资金投入，将舒适、美学、高科技及优质服务相完美结合，譬如，经过彻底翻新的5星级埃克塞德
拉酒店(exédra)。另外，翻新的酒店将其专注于当代艺术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每间客房都
成为一件艺术家作品的4星级温莎酒店(Windsor)就是这方面的绝佳范例。

尼斯的商务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它拥有三十多家以优质的服务和全面的基础设施而闻名的酒
店；这些酒店将可以承办15至500人参加的会议、研讨会及大型专题会议。尼斯有许多可以成功举
办盛大晚宴或者大型活动的场地，例如：港口，萨莱亚商业广场(cours Saleya)，凤凰花卉公园
(parc floral Phoenix)，以及一些特色博物馆，还有天文台(Observatoire)，等等。 

卫城会展中心 ACrOPOliS

卫城国际会议中心是尼斯会议及商务旅游发展领域
的佼佼者。卫城会展中心正在进行一项庞大的翻建工程
，由著名建筑师让-米歇尔.维尔莫特(Jean-Michel Wil-
motte)负责。这座综合场馆由卫城会议中心（Acro-
polis-Congrès：面积54 000平方米）和卫城展览中心
（Acropolis-expositions：面积1 7 000平方米）构成
，从而，使尼斯当之无愧地成为法国为数不多的，能够
接待大型会议及展览的城市之一。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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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尼斯港口拥有10公顷水域、7公顷土堤、以及10多个码头。港口又名兰皮亚港(lympia)，位于
美丽岛广场(place de l'ile de Beauté)的中部，这个矗立着的红褐色古典建筑的广场，是尼斯列为
文物保护的三座广场之一。

航海巡游这一新起的特色旅游正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拓展。地中海市场是继美国市场之后的最大
市场，尼斯-自由城港口(Nice-Villefranche)是法国第二大的游船港口，2012年接待的乘客数量为
46万7千人，它优秀的国际声誉得益于闻名世界的蔚蓝海岸以及尼斯与美国之间规律的航班往来。

交通运输

海滨公共交通线 ligne d’Azur

海滨公共交通线ligne d’Azur是尼斯蔚蓝海岸的主要公共交通网络。
凭借其100条常规线，此交通网遍布尼斯大市区。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
量而设计的有轨电车改变了尼斯的基本面貌，尤其表现在沿途的艺术景观
作品上。

2014年，尼斯第二条有轨电车线路工程正式启动，它将通往位于城市
西部的机场。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尼斯市内或者城际间的公共交通，费用
均为1,5欧元。

“蓝色自行车”（Vélo bleu） 及“电动三轮车”(Cyclotour)

“蓝色自行车”( vélos bleus )是一项自行车自助租赁服务，遍布整个尼斯的175个租赁点，该
服务也旨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一种出行方式是乘坐 （Cyclotour ），配驾驶员的电动三轮
车，以便环游尼斯市内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尼斯的自行车道也将在5年之内由29公里增加至125公里。

火车站 （Gare thiers）

火车站及周围改建项目也是近年来尼斯的主要大型工程之一。此工程以完善各类车站基础设施
，连贯周边商贸环境，为大众提供舒心便捷为主旨。此项目工程也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的
优先项目之一。工程完成时，一个大型室内通道将直接连接火车站以及有轨列车车站。



尼斯在4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这座小城经历了重要的繁荣发展时期并日益成为一个非常时髦
的度假胜地，而当时全新建设的铁路也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提供了抵达尼斯的便利。 

如今的尼斯凭借40万人口而成为法国第五大城市；它一如既往地大力发展艺术、文化、服务、
高科技研究以及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事业，因此，尼斯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等各领域脱颖
而出：它拥有众多博物馆，艺术长廊，教堂钟楼等等；尼斯迷人的海滩及壮丽的山脉等自然风光在
城市中随处可见，它极具特色美食与克里特岛风格相近，当然还有时尚流行的购物天堂……

另外，通过一批批大规模的设施新建改造，例如：卫城会展中心，尼斯-蔚蓝海岸机场——继巴
黎之后法国的第一大机场，以及无以伦比的酒店服务及设施，如今的尼斯已经拥有令人羡慕的国际
旅游之都的声誉。

文化／艺术

尼斯老城 la vieille ville

在尼斯老城(Vieux-Nice)的林荫小巷中放飞心灵，只为全身心地沉醉在其艺术灵魂中，这是必
不可少同时也是尽人皆知的尼斯老城游览规则。这片街区的小街巷道相互交错，色彩斑斓的建筑楼
群完美演绎了撒丁王国的建筑风格。

建于17世纪的拉斯卡里宫殿(Palais lascaris)，法院(Palais de Justice)，昔日为萨丁国王宫殿
(Palais des rois Sardes)的省政府大厦(Palais de la Préfecture)，昔日的马塞纳市政府大厦(Palais
Communal Masséna)或者昔日的上议院大厦(Sénat)，这些建筑都体现出尼斯老城建筑的丰富多
样性。还有一批卓越非凡的宗教建筑，例如：圣雷帕拉特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e-réparate)以
及堪称建筑瑰宝的仁慈小教堂(Chapelle de la Miséricorde)，它们是17世纪至19世纪一种极为特
别的尼斯巴洛克艺术的见证。

尼斯老城还是一个重要的富有创造力的区域，主要体现在其拥有的众多的20世纪艺术作品上。
除了4座市立画廊，尼斯还有诸多私人画廊、艺术品商店及手工艺品摊位。

遗产概览

尼斯以拥有出自不同时期丰富多样的建筑为骄傲。伴随几个世纪的动荡历史，尼斯完好地保留
了每个时期的印记……

尼斯的古代藏品见证了古代时期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定居，如今保留的当时遗迹有西米耶街
区(Cimiez)的斗兽场、公共浴场，等等；城堡山丘(colline du Château)上留存有古希腊遗迹和中
世纪遗址；保存完好的加里巴尔迪广场(place Garibaldi)地下遗址对考古学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700年的历史的原景重现。

与古典主义艺术一样，巴洛克艺术是第一种真正被列为遗产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戏剧化建筑设
计风格的完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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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在如今看来依然是20世纪初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尼斯为那些来此避
寒的人们在山丘上大兴土木，这些欧洲的贵族或者大资产阶级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满足各自的
心愿。

于是，一座座城堡、宫殿应运而生，如同建筑物一般经过设计考究的绿色园艺装饰所包围，例
如：英国人城堡(Château de l'Anglais)——一座汲取东方灵感的巴洛克建筑，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瓦尔罗斯城堡(Château de Valrose)，如今已成为欧洲最漂亮的校园之一，尼斯理
科学院。

另一个城市核心则为俄罗斯东正教圣尼古拉大教堂 (Cathédrale Or-
thodoxe russe Saint-Nicolas )，这是一个皇室贵族为尼斯的魅力而倾倒
其裙下所遗留的铁证。建于御花园(Parc impérial)脚下，这座教堂如今
已成为法国最美丽的中学之一，并被视作西欧最具有魅力的罗斯大教堂
，其收藏了独具风格的肖像画、细木雕花墙，还有经典绝美的壁画等众
多藏品。

当然，被列为历史古迹并且被美国媒体评选为全球十佳豪华大饭店
之一的内格雷斯科酒店(Hôtel Négresco)，以及雷吉纳酒店(régina)、
大酒店(Grand Hôtel)等等，这些建筑都是这个风格独特的度假胜地的实

物见证，它的特别之处在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显而易见。

博物馆

尼斯拥有二十多家市立博物馆和画廊，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私人当代艺术展廊和艺术家工作室
。在这些博物馆中包括有：马克.夏加尔国立美术馆(musée National Marc Chagall)，马蒂斯美术
馆(musée Matisse)，以及充分展示了19世纪尼斯历史的马塞纳博物馆(musée Masséna)，现代艺
术和当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et d’Art contemporain)，该馆收藏的近400件作
品见证了尼斯在60、70年代迄今的创新运动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馆藏作品涉及多种艺术风格
：新写实主义艺术家——塞萨尔(César)、阿尔芒(Arman)、尼基.德.圣法勒(Niki de Saint-Phalle)
，波普艺术(Pop’Art)——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韦塞尔曼(Wesselmann)，激浪派(groupe
Fluxus)——本(Ben)，极简艺术(Minimal Art)，尼斯画派(ecole de Nice)，表面支架派(groupe
Supports-Surfaces)，以及例如：吉利(Gilli)或者埃内斯特.皮尼翁-埃内斯特(ernest Pignon-ernest)
这样的尼斯个人艺术家。

另外还有以下博物馆：国际稚拙派艺术美术馆(musée international d’Art Naïf)，美术馆
(musée des Beaux Arts)——馆藏的绘画和雕塑展品涉及5个多世纪，包括从13至20世纪的艺术家
作品，例如：范洛(Van loo)、弗拉戈纳尔(Fragonard)、谢雷(Chéret)、迪菲(Dufy)、罗丹
(rodin)，等等。

温馨提示：从2008年7月1日起，市立博物馆均为免费开放。

美食文化

尼斯成功孕育了与众不同和地方特色完美结合的美味幸福。
尼斯烹饪(Cuisine Niçoise)与里昂烹饪一样，是唯一冠以城市名称的地方烹饪。2014年，多家

尼斯餐厅获得“尼斯传统菜肴”商标(“label Cuisine Nissarde”)。尼斯菜肴体现了生活的艺术以
及对于地方产品的尊重，这些食材在使用时通常伴以著名的橄榄油以及各种各样的芳香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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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特色菜肴

- 尼斯沙拉(salade niçoise)，名扬全世界，有时其搭
配特异，通常这种沙拉由浇上橄榄油的各种新鲜蔬菜
混合而成，同时用白水煮蛋和鳀鱼肉加以点缀。
- 尼斯圆面包三明治(pan-bagnat)，字面上为“湿润
面包”(« pain mouillé »)，则将尼斯沙拉夹在两片涂
抹香蒜调味汁并且经过橄榄油浸润的面包片之间。
- 洋葱鳀鱼匹萨(pissaladière)，这是一种搭配橄榄和
鳀鱼酱的洋葱派，鳀鱼酱在尼斯方言中被称为 « pis-
sala » 。
- 鹰嘴豆粉烤制的薄饼(socca)，这是一种以鹰嘴豆粉
制作的大饼，撒上适量胡椒，趁热食用。
- 尼斯烩菜(ratatouille)，混合柿子椒、西葫芦、茄子
、西红柿和洋葱以及特色酱料烹饪而成。
- 软炸西葫芦花(beignets de fleurs de courgettes)，
里嫩外酥，尤其外皮轻、薄、香、脆。
- 混合生菜(mesclun)，由多种尼斯当地特色种植的绿
色生菜混合而成。
- 塞馅蔬菜(farcis)，塞馅西红柿、塞馅西葫芦、塞馅
柿子椒……各种特殊馅料，多滋多味。
- 鳕鱼干(stockfish)，挪威的熏制艾格凡小鳕鱼，在尼斯被称为«estocafic»。
- 甜菜圆馅饼(tourte de blettes)，在两层饼皮中夹有甜味馅料，馅料由甜菜、松子以及茴香味的葡
萄干组成，这是最令人称奇的尼斯甜点。

橄榄 (Olives)

尼斯黑橄榄树("cailletier")是尼斯特有的橄榄树品种，拥有三种成品：橄榄，橄榄油，橄榄酱，
这些产品在2001年以“尼斯橄榄”("Olive de Nice")的名称获得原产地命名控制(AOC)标志。该标
志促进了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2000个油橄榄种植园的发展，它们所管理的油橄榄树有
40多万棵，种植面积为3000公顷。

贝莱葡萄酒 (Vins de Bellet)

尼斯是法国城市中唯一一座在市内拥有一片获得AOC (原产地命名控
制)标志的葡萄园，它于1941年获得该标志。山坡上种植的主要有贝莱葡
萄(Bellet)，这是法国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能够酿造出卓越的白葡萄
酒、红葡萄酒以及粉红葡萄酒，其名声早已超出尼斯市内名扬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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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集市

萨莱亚步行广场(Cours Saleya)是尼斯老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它
不仅是游客们的必游之地，更首先成为当地居民碰面约会的必经之地。

鲜花集市(Marché aux Fleurs)除每周一之外在此举办，各种鲜花大
都来自建在尼斯各个山丘上的温室，它们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而冬季
则主要以金合欢花为主。

果蔬集市(Marché aux fruits et légumes)被全国烹饪艺术理事会
(Conseil National des Arts Culinaires)评选为法国最特别的集市之一 。

旧货集市(Marché à la brocante)于每周一替代时鲜果蔬市场在此
举办。 6月至9月，每晚举办的手工艺品集市为萨莱亚步行广场带来了非
同一般的热闹氛围和景象。

运动与自然

近年来，各项体育发展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实施中。例如，将
要完工的可容纳3万5千人的体育场，不断更新与完善的自行车赛道，
以及全市范围内不断翻新的各项基础设施。

位于大海与山脉之间的尼斯为各种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提供了可能
和必要的条件。在海边，尼斯拥有海洋哺乳动物国际保护区，您可以在
获得与动物有关的知识的同时尝试各种能够放松身心的水上运动。在山

上，大自然向您敞开怀抱，并且邀请您在冬日的阳光下开展一系列滑雪活动。一到春季，人们就可
以在梅康图尔国家公园(parc national du Mercantour)内开展徒步游活动，并且能见到旱獭、金
雕、岩羚羊、狼等动物。除此之外，在距离尼斯大约1小时车程的地方，您还可以投身于铁索攀岩、
登山、溪降等多种极限运动中，一切皆有可能。

坐落在尼斯周围较高处的小村庄为您提供参观著名的香水厂、造访制作陶器和瓷器的工匠以及
油磨坊的机会，让您完全沉浸在当地独特的手工艺品世界中。尼斯的一千零一种惊喜意味着让您充
分体验一千零一种独特时光，实现一千零一个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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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蔚蓝海岸购物天堂之都

在尼斯，各大百货公司和精致的专卖店都为
客人们提供贵宾接待服务，并且为大家展示法国
顶级名牌的最新流行趋势。

与各大国际都市一样，在尼斯市中心云集了
五十多家最高端的品牌商店：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路易威登(louis Vuit-
ton)、夏奈尔(Chanel)、爱马仕(Hermès)、卡
地亚(Cartier)、阿玛尼(Armani)、旺蒂洛(Ven-
tilo) 、法索纳布勒(Façonnable)、勒帕热(le-
page)、珑骧(longchamp)、高田贤三
(Kenzo)、马克思.马拉(Max Mara)、索尼娅.里
基耶尔(Sonia rykiel)，等等，以及其他许多充满
创意和优雅的店铺。

尼斯至少拥有7000家商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的旅游街区。奢侈品（成衣、皮具、首饰
）、当地产品（橄榄油、糖果、鲜花）以及“令人怦然心动，一见倾心”的物品（装饰品、布艺、
礼品）将能够满足所有预算内的各种愿望。

热情推荐：

在“浪漫逍遥游”(romantic escapades)优惠套餐服务中，老佛爷百货公司提供15 % 的折扣
以及12 % 的退税率，同时推出个性化接待服务，在店内设有专业导购陪同购物，享受私人贵宾接待
厅以及个性化付款模式（接受中国银联卡付款），同时赠送一杯高级香槟酒。更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给游客提供更多方便，退税手续将无须专程赴机场而在当场即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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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园林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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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浪漫之旅

有众多理由选择尼斯作为举行结婚典礼或蜜月旅行的浪漫之地: 她的美丽、诱人的景色、异常灿
烂的阳光、多元的文化、伟大的建筑、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老城区南方特色口音、色彩斑斓的市
场、不尽其数的博物馆和画廊、形势多样的艺术活动及节日盛典, 还有那些充满了独特魅力的异国风



尼斯漫步浪漫之约－－四个二人世界专属景点

美景佳人，如诗如画，怎能不拍下经典照片留下珍贵纪念? 又或仅仅想沈醉在这良辰美景的二
人世界里，享受那美妙的甜蜜时刻? 为此，我们为您专门挑选了四个不容错失的景点:

1. 山顶瀑布城堡 (la Colline du château)
山顶瀑布城堡曾经是数千年前希腊弗凯亚人选定修建商行的地方，并且因此而建造了尼斯。这

里先后是希腊古代城市和第一座中世纪城市的要塞，如今的城堡仅余几面墙；然而在这个兼做公园
的植物园内，人们能够欣赏到尼斯全景及周边的独特景致、 建于11世纪的昔日大教堂遗迹、马赛克
地面 等等， 当然，還有一道令人称奇的人工瀑布。

2. 罗巴卡珀堤岸 (rauba Capeu )
这里是欣赏地中海的最美丽观景点之一， 英格兰海滨大道(la promenade des Anglais)从美国

码头(quai des etats-unis)，延伸到山顶瀑布城堡脚下，继而成为罗巴卡珀堤岸(rauba Capeu )。
海水的蔚蓝色与海岸的赭石色相互辉映,在金色的阳光下独具一番风格。罗巴卡珀堤岸的整修工程曾
经于2004年获得建筑奖系列中的最佳城市规划奖项。 

3. 尚布朗公园（le Parc Chambrun）
尚布朗公园（le Parc Chambrun）位于尼斯北部圣 - 莫里斯（

Saint-Maurice）住宅区內，这里的街道的名称都是以十九世纪伟大的诗
人名所命名而永存下去;这个公园以它独有的静谧和音乐阁“爱之圣地”或
戴安娜之殿而被受青睐,一个绝对浪漫的建筑杰作。

4. 国立马克-夏加尔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Marc Chagall)
国立马克-夏加尔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Marc Chagall)是一个有

关圣经及爱与和平的主题美术馆，收藏了大量重要作品，包括17幅圣经启
示巨幅绘画、雕塑、彩绘玻璃窗、镶嵌画和挂毯、205幅练习草图、水粉
画（1931年）、105幅雕版画（1956年）以及215件石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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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lus” de Nice

尼斯预订中心 NICERES

由尼斯旅游及会议局创建(OtCN)的尼斯酒店预订中心(NiceresHôtels)已经成为住宿领域的参

考典范。它为游客提供详细全面的信息以及便捷高效的解决疑难的办法，尤其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刻
预订时遇到酒店客满的情况。如今该预定中心已经拓展了更多的服务项目，即在线预订尼斯参观和
周边出游活动。

越来越多的游客倾向自助式安排当地行程，而这个现代化Niceres的在线预订系统则完全适应
了这个不断发展、千变万化出游模式，

法国蔚蓝海岸通行证 FreNCH riVierA PASS

一卡游遍尼斯蔚蓝海岸！

法国蔚蓝海岸通行证是为了方便游客逗留而设计的，在通行证
有效期内（24小时、48小时、72小时），游客可以无限次乘坐尼
斯大环游(Nice Open tour)双层观景巴士，免费进入大尼斯地区
(Grand Nice)的一些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并且在一批精心挑选的
地点，如餐厅、商店、娱乐场所、艺术家工作室享受更多优惠。

探访尼斯

尼斯“接待员” Greeters 

2013年6月， 为了进一步推广“尼斯接待员”这种以参与为主的新的旅
游形式，尼斯旅游会议局推出了一个专用网站以便大家参与。“尼斯接
待员”是由一群尼斯热爱者组成，这是一项发自自愿并且免费的服务项
目。旅游局已经招聘了40多位接待员，包括一名中国“接待员”，他们
每一位都将与游客分享他们心中不一样的尼斯。

将近2小时的游览，游客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如随意散步游，购物游，
集市游，美食游等，但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游客可以与接待员们
进行经验交换和心与心的交流。
自从“接待员“项目成立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位游客参与其中。

实用信息 :如需参与到此项目，请提前7天在网上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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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旅游及会议局

tel：+33 (0) 892 707 407（0,34€/mn)
www.zh.nicetourisme.com

4个尼斯市内访客接待处：
- 5, Promenade des Anglais（英格兰海滨大道5号）
- Gare SNCF（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火车站） - Avenue thiers
- Port 港口（季节性设点）
- Promenade du Paillon (绿色长廊中心公园) - 6月

2个机场接待咨询区：尼斯-蔚蓝海岸国际机场的t1和 t2航站楼

市场传媒交流部 (Direction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5 promenade des Anglais
BP 4079 - 06302 Nice Cedex 4
电话： +33 (0) 4 92 14 46 10 – 传真： +33 (0) 4 92 14 46 49
网址：http://zh.nicetourisme.com/
电邮：marketing@otcnice.com／communication@otcnice.com

法国旅游发展署中国办公室
16th floor, South tower, China Overseas Plaza, No8 Guang Hua Dong li–
100020 Beijing Chin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南楼16层）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8610 59772513／ +8610 59772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