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安心／欢迎来北海道」宣传活动（10/24時点） 

＜①了解北海道＞ 

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纲走市 
・为了吸引游客来访纲走，并且突显纲走魅力，召开以纲走市内美景或旅行回
忆为题材的摄影比赛 

10/1～12/15 网站 

函馆朝市 
・开展函馆朝市“促销活动”，即在店头张贴POP，邀请海内外游客拍摄照片，

并通过游客使用的各大SNS发表状态， 
10/12～ 函馆朝市 

东日本旅客铁道 
・以“将旅行化为力量！绝品绝景~北海道”作为本公司，开展支援复兴宣传

活动，设立专用网站展开信息，在车站・新干线车内・在来线车内等加强宣
传北海道 

10月上旬～2019
年3月 

本公司所在地区
内以主要车站、
新干线、在来线
车内、东北地区
为中心的传播媒
体。 

北海道旅客铁道 ・作成独有的宣传海报，广泛宣传 
10/11日明确海报
设计，准备好之后
相继展出 

北海道内外个车
站 
 

北海道旅客铁道 
・委托JR东日本给予协助，在首都圈、东北圈内，加强北海道方面的宣传 
（在JR东日本区域内的各站张贴海报、在车内杂志“Trainvert”上刊登，在
Train Channel播放、通过JR东日本网站发布信息） 

随时实施 首都圏、東北等 

北海道旅客铁道 

・计划以“青森・函馆”作为重点地区展开宣传，积极实施宣传活动 
 
・海报、网上广告之外，在青森・函馆两地区的报纸、交通工具上张贴广告，

设立介绍青森县旅游景点的宣传柜台，积极发布信息。 

10月～2月 
10/12日开始宣传
活动 

北海道旅客铁道 
・“函馆liner”连接 有“通往北海道铁路大门”之称的新函馆北斗与函馆，快

速airport”连接 有“航空大门”之称的新千岁机场和札幌，在这两列列车
上，张贴带有宣传标示的贴画，宣传北海道的安全性。 

准备好之后实施 
快速airport、函
馆liner各一列 



  

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北海道内的主要车站，设立介绍北海道观光的特殊柜台，积极宣传北海道

观光 

10/10日在新千岁
机场站设立展柜，
之后预计依次展开 

北海道内主要车
站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JR北海道制作的海报、宣传册等上面，积极张贴宣传标识，宣传该活动。 
青函宣传海报（计
划10/12日开始张
贴）之后依次展开 

北海道内各站 

北海道旅客铁道 

・为了让国外游客了解北海道的正确信息，使用JR北海道海外版官网、SNS、
手机邮件等，积极发布信息。 

・冬季旅游期间，受到外国人欢迎的观光列车（SL、流冰物语号等）等伤，也
积极发布信息 

随时发布 

Okhotsk纹别机场大楼股
份有限公司 

・官网上刊登北海道复兴支援连接集，支援复兴活动、展开宣传 9/23～年内予定 
Okhotsk纹别机
场大楼股份有限
公司官网 

新千歳机场Terminal 
Building股份有按公司 

・通过观光网站「LIVE JAPAN PERFECT GUIDE HOKKAIDO」，发布北海道
内、新千岁机场航站楼恢复情况的相关信息 

待定 网上发布信息 

新千歳机场Terminal 
Building股份有按公司 

・与航空公司、地方自治体、观光组织等各相关机构合作，使用在机场内设置
数字标牌，发布北海道内、新千岁机场航站楼恢复情况的相关信息。 

待定 新千岁机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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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农林水产省 

・实施旅游体验 
①由台湾的普通消费者（或者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前往北海道的农泊地

区体验（4日3万） 
②由香港的普通消费者以及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前往北海道的农泊地区体

验（4日3万） 

①11月中旬 
②12月中旬 

北海道浓泊地区 

农林水产省 
・参与旅游体验的人员，通过SNS发布信息 
・在上述旅游体验活动期间内，参加者通过SNS发布与农泊地区的魅力相关的
信息 

同上 同上 

农林水产省 
・体验者回国后，举办座谈会 
・参加上述旅游体验的人员归国后，需在面向普通消费者座谈会上，谈谈自己

的农泊体验 
１月下旬 

①台湾 
②香港 

经济产业省 
・同百货店、中小机构、工商会等合作，举办活动 
（例 北海道展销会 10/12-14@池袋sunshine） 

经济产业省 ・伊藤忠食品 2018年综合食品展（名古屋） 1/23～1/24 
港口展销会名古
屋 

经济产业省 ・车站促销会（临时称呼） 3/13～3/14 K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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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JETRO ・在日本-越南交流展销会上（越南），特别设立北海道支援震灾复兴展台 1/19～1/20 越南 

JETRO ・在AEON（马来西亚）举办“北海道展销会” 10月 马来西亚 

JETRO ・在YATA（香港）举办“北海道展销会” 1月 香港 

JETRO ・在EC网站“Red Mart（新家坡）”设置北海道专柜 2～3月 新加坡 

JETRO 
・在AEON（香港）举办“北海道展销会” 
 

3月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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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ANA 
・为了鼓励从各地前往北海道旅行，下调東京/大阪/名古屋至北海道往返航班

的费用 
因运费种类不
同而有差异 

ANA 
・为了唤起外国游客访日旅行的需求，外国游客的机票”ANA Discover 

JAPAN Fare”最大下调5成 

优惠券发放期
间： 
9/27~10/27 
使用期间： 
10/26~ 

ANA 
・为了促进利用假期回乡或者利用自由时间出去旅行，针对老年人以及年轻人

的机票费用下调约4成 
使用期间： 
10/1〜11/30 

JAL ・全面下调北海道往返国内各航线机票（包含北海道内航线） 
使用期间：
10/28～3/30 

JAL 
・为了促进从首都圈内入境的外国游客来北海道旅游，针对往返达北海道的外

国游客，国内机票下调约3成左右。 
使用期间：
10/1～12/15 

Jetstar-Japan 
（捷星日本） 
 

・在新千岁机场国内航线中，实施“关西札幌应援促销”活动，单程888日元
起 

活动开始时
间：9/21～ 
 
使用期间：
10/30～2/7 
（售完为止） 

Jetstar Japan ・新千岁机场国内航线实行单程1990日元~3990日元的特价优惠活动 

销售期间： 
12月前定期实施   
使用期间 
11月～3月 
※每次销售的机
票价格及试用期
间有所不同 

＜②来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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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春秋航空日本 
・成田-新千岁路线实施北海道应援促销活动，单程1737日元起 
・针对首都圈及访日中国游客，开展北海道宣传活动 

使用期间：
9/21 12:00～ 
9/26 12:00 
 
使用期间：
10/1～1/31 

日本春秋航空 ・针对首都圈以及访日中国游客，开展北海道促销活动 

春秋航空 ・上海-新千岁航线的机票下调约3成（持续中） 

春秋航空 
・设立宣传北海道的专用网站，向1500万名春秋航空的微信粉丝（其中
500~800万名购买机票的粉丝）发送北海道主题的宣传信息。 
・计划从下周起，依次向春秋航空的会员发送北海道宣传信息。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促进北海道旅游事业，实施特定航班机票优惠“AIRDO特惠
75/55/45/28/21”以及“DO VALUE3(A,B,C等级)/1”降价活动 

对象期间： 
10/28～3/3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早日复兴、回复到从前，并且向归乡等在北海道内外移动的北海道人民
提供支援，开展AIRDO特有的 “道民优惠”活动，在限定期间内，下调机票
价格 

対象期间： 
10/1～12/2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促进访日外国游客来北海道旅行，在限定期间内，下调访日外国游客专
用 的“Welcome to HOKKAIDO Fare”的机票价格 

対象期间： 
10/1～12/2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促进北海道旅游事业，在限定期间内，下调针对老年人使用当日空座位
的“当日senior65”的机票价格 

対象期间： 
1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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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新日本海轮渡有限公司 ・开展北海道应援轮渡 10/1～10/21 通航船内餐厅 

川崎近海汽船有限公司 ・ “平成30年北海道胆振东部地震”支援复兴优惠活动 9/18～10/31 销售窗口 

NPO法人阿寒观光协会， 
城市促进组织 
阿寒湖温泉旅馆工会 

・考虑对于居住一晚的游客赠送优惠券的活动 待定 各住宿设施 

（一社）小樽观光协会 

・（一社）在小樽观光协会，同小樽市内住宿设施负责人合作，策划“北海道应援
方案” 

・发布安全的小樽的信息，同时祈求北海道可以尽早全面恢复，共同实施受灾地的
支援活动 

9/14～9/30 
※根据情况，预计
延长期限 

市内住宿设施 

自然公园财团支笏湖分部 ・支笏湖温泉停车场停车费用优惠 10/7 
千岁市支笏湖温
泉 

摩周湖观光协会 ・10月份在报纸广告中发布住宿券，其他优惠折扣活动计划通过报纸做广告宣传 待定 弟子屈町内 

札幌电视放送股份有限公司 
民间全民电子公司 
阿寒摩周国立公园广域观光
委员会 

・在台湾（台中）的百货店（TOPCITY）开展观光宣传活动“复兴应援宣传活动
（临时称呼）” 

11月中旬 
国立自然科学博
物馆 
TOPCITY 

奥塔鲁奈背包客旅馆 

・ “线上预约”Mbook“”时，一晚的住宿费用中分出（3000日元→2500日元）
500日元和杜之树的500日元，共计1000日元作为 “北海道胆振东部地震”的
捐款捐出 

※一日最多2名 

9月～10/17 
线上预约
"Mbook" 

札幌格兰德酒店 ・销售住宿套餐“北海道加油”（临时称呼），缴纳受灾捐款 10月～(待定) 
札幌格兰德酒店 
（住宿） 

札幌格兰德酒店 ・实行针对国外富裕层的，国外个人游客的特别优惠活动 9月～3月 
札幌格兰德酒店
（住宿） 

木二世谷酒店 ・住宿费用五折优惠 9月〜11月 木二世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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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东日本旅客铁道 
・ “将旅行化为力量！绝品绝境-北海道-”作为本公司最新宣传语，开展支援

复兴活动、通过建立专用网站传递信息，强化车站、新干线车内、在来线车
内等北海道的宣传内容。 

10月上旬～2019
年3月 

本公司管辖范围
内，以主要车站、
新干线、在来线
车内、东北地区
为中心的大众媒
体 

东日本旅客铁道 ・购买当地额外旅游项目“函馆BUFFET”的游客，赠送其小礼品 
10月下旬～12月
售完为止 

派送至住宿宾馆
等 

东日本旅客铁道 
・设定“Ekinet ・Mobile Suica“的特别商品(五折优惠) 
紧急设定北海道支援商品“Ekinet实惠的特别商品、Super Mobile Suica特急
券特别商品 

10/29～11/4 
网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馆北斗之间 

东日本旅客铁道 
・设定“Ekinet・Mobile Suica”特别商品（五折优惠） 
在函馆Christmas fantasy之际，设定“Ekinet实惠特殊商品Super Mobile 特
急券特殊商品” 

11/20～12/25 
网上出售 
仙台~新函馆北
斗之间 

东日本旅客铁道 
・设定“Ekinet・Mobile Suica”特殊商品（五折优惠），为了纪念Ekinet使
用者破1000万人・Mobile Suica使用者破500万人，设定Eekinet实惠特殊商
品・Super Mobile Suica特急券特殊商品” 

2019年2月 
网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馆北斗之间 

东日本旅客铁道 ・新增设JR东日本 dynamic rail pack等网上价格诉求型旅游商品 
10月中旬～2019
年3月 

网上销售（一部
分店铺有销售） 
 

东日本旅客铁道 
・开展赠送礼物的宣传活动，向使用北海道“VIEW”商品的顾客，赠送北海

道特产 

10月下旬～2019
年3月 
售完为止 

网上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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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东日本旅客铁道 ・新开通支援复兴 “团体专用临时新干线”，制定旅游商品 12月中旬的周末 
运行区间：上野
~新函馆北斗间
（单程） 

东日本旅客铁道 ・面向成人休息日俱乐部会员，新制定支援复兴旅行的商品 
10月中旬～2019
年3月 

网上销售 

东日本旅客铁道 ・新制定“成人休息日周游券东日本・北海道特别商品” 2019年3月前调整 

本公司管辖区域
内主要的车站，
“VIEW”广场
等 

东日本旅客铁道 ・在“成人休息日俱乐部周游券・周游券旅游商品”方面集中宣传、促进销售 
11/29～12/11 
1/17～1/29 

本公司管辖区域
内主要的车站，
“VIEW”广场
等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JR东日本的协助下，为了便于在北海道←→东北・首都圈地域旅，在新函

馆北斗~东北・首都圈地区内，制定“Ekinet”特别商品（五折优惠） 
※紧急制定支援北海道商品（首都圈・仙台~新函馆北斗之间） 

10/29～11/4 
网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馆北斗之间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JR东日本的协助下，为了便于在北海道←→东北・首都圈地域旅行，在新
函馆北斗~东北・首都圈地区内，制定“Ekinet”特别商品（五折优惠） 

※在函馆、仙台等冬季活动之际制定（东北~新函馆北斗之间） 
 

11/20～12/25 
网上出售 
仙台~新函馆北
斗之间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JR东日本的协助下，为了便于在北海道←→东北・首都圈地域旅行，在新
函馆北斗~东北・首都圈地区内，设定“Ekinet”特别商品（五折优惠） 

※2月左右制定，以促进北海道新干线的使用率（首都圈・仙台~新函馆北斗之
间） 

2月左右 
网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馆北斗之间 

Jumbotours股份有限公司 
・同JAL合作，开展“JAL×北海道旅行应援商品 让我们通过旅行、支持北海道
吧”的活动，即赠送每人价值约4000日元的旅行优惠券 

10/1～12/21 
有覆盖北海道整
个区域的各项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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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NEXCO东日本 
・实施”北海道旅游应援巴士”活动，，即该周游定额巴士，可在2~3日内，

随便使用北海道3个地区（道北、道东、道南）的高速公路 
10/31～4/1 

网上申请 
北海道内的高速
公路 

NEXCO东日本 
北海道支店 

・作为“交通安全宣传“的一环，11月~在北海道内的高速公路出入口（IC）、
服务区（SA）、停车场（PA）10处场所，由北海道警察、地方幼儿园儿童、
中小学生、地方宣传车共同联手，向途径高速路的人们发放宣传页或小礼品、
宣传北海道的复兴，以吸引游客 

 

11月～ 

北海道内的高速
公路出入口
（IC）、服务区
（SA）、停车场
（PA） 

北海道巴士协会 ・会员企业的车辆上粘贴图标、在营业所、公交总站处张贴海报 准备好后实施 公交总站等 

北海道汽车租赁协会 ・会员企业的车辆上粘贴图标、在营业所张贴海报 准备好后实施 

北海道地区汽车租赁协会联
盟 

・会员企业的车辆上粘贴图标、在营业张贴海报 准备好后实施 
会员企业 
 

札幌汽车租赁协会 ・同札幌观光协会合作，考虑面向国外游客的出租车拼车业务 待定 

WILLER（株） 
・举办复兴与观光发展协商会议，销售JR钏网本线和到达地交通联合的道东周

游券Nature Pass 

10/22,23（协商会
议）、～10/31
（道东周游方案） 

网走市、弟子屈
町、钏路市等 

Jalan ・发行住宿代金券，通过Jalan net预约住宿时可使用 
9/14～10/30 
（预约数到达上限
时随即中止） 

乐天旅游 ・发行住宿・机票联票、租车优惠券，可在乐天旅游上使用。 11月～2月 

＜③来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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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北海道内行驶JR北海道特有的列车，提供有魅力的旅游商品 
・10月，由JTB旅物语和JR北海道共同企划，将“北方彩虹EXP”作为租借列

车，乘坐游玩。 
・11月17日苗穗站新站开业之际，运行North Rainbow Express“安全・ 
安心 北海道号”列车 
・关于使用JR北海道特有观光列车宣传一事，也可考虑其他方案 

10月： 
同JTB旅物语共同
策划、实施 
“安全・安心北海
道号”将于11/17
日运行 

北海道旅客铁道 
・在北海道内的主要车站，满怀对来访北海道游客的感激之情，举办迎接或赠

送小礼品等欢迎活动（※第一弹，决定在改装中的新千岁机场站召开） 
10/21 新千岁机场站 

北海道旅客铁道 
・针对外国游客的“北海道周游券”。采取加大优惠力度等、促进外国游客的

使用（针对购买北海道周游券的游客，赠送JR塔T38展望室优惠券） 
11/1～12/31 

北海道旅客铁道 
・为了使北海道居民轻松旅行，在北海道内各城市间的“Ekinet”上，维持或

者新追加“实惠”商品 
※札幌~带广制定“实惠”商品 

～11/30 网上销售 

北海道旅客铁道 
・为了使北海道居民轻松旅行，在北海道内各城市间的“Ekinet”上，维持或

者新追加“实惠”商品 
※札幌~旭川的“实惠”商品里新追加“kamui” 

10/1～ 网上销售 

北海道旅客铁道 
・为了使北海道居民轻松旅行，在北海道内各城市间的“Ekinet”上，维持或

者新追加“实惠”商品 
※计划新增设札幌～稚内的“实惠”商品 

调整中 网上销售 

北海道旅客铁道 
・为了使北海道居民轻松旅行，制定“札幌一次性用品套装”等廉价的旅行商

品 
10/1～11/30 

在北海道内旅行
中心等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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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旭川机场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迎合11月22日旭川机场国际航站楼的开放，11月23日~25日期间，将以旭
川机场作为会场开展活动 

・活动实施期间，计划开展销售首发航线城市的美食、当地美食、设立周边地
区宣传柜台，在机场馆内游览、进行表演等活动 

11/23～11/25 
旭川机场旅客 
航站楼楼内外 

Okhotsk综合振兴局 
网走市、北见市、大空町、
美幌町 

・在女满别机场，由振兴局长、市长等迎接，并且发放精美礼品 9/20 女满别机场 

道南ISABIRI铁道 ・在函馆机场向来访北海道的外国游客宣传（发放礼品、宣传册等） 9/22～23 函馆机场 

岩见泽市观光协会（一社） 
・以优惠的价格实施“空知红酒出租车”旅游活动，该项目可游览酿酒厂、葡
萄园里美丽的葡萄田，或者玫瑰园、农家餐厅、游乐园、英式花园、陶艺体验
等 

～10/31 
岩见泽市出发、
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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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若狭度假村 ・乘坐缆车的游客，可享优惠 10月から 

昭和新山熊牧场 ・来本牧场的游客，可享优惠 10月から 

酒店・旅馆相关人员 
（北海道所有地区） 

・入住两处以上的游客，可享优惠 10/1～ 

雄武町 等 ・计划在Okhotsk纹别机场举办欢迎活动（赠送小礼品） 9/28 
Okhotsk纹别机
场 

函馆市企业局 
・计划10月6~7日举办饮食主题的活动，以取代之前因地震中止的“函馆美食

广场2018”。 
10/6～10/7 函馆绿色广场 

SPC函馆本町开发 
・Sharestar函馆饮食12家店铺，以“加油北海道支援复兴宣传活动”为题，

开展优惠折扣 
9/15～10/31 Share Star函馆 

GREENPIA大沼 
・GREENPIA大沼以“加油！北海道 秋日感恩节”为题，游玩设施的费用给予

优惠折扣 
9/15～9/17 

GREENPIA大沼 
 

北海道旅游服务中心札幌狸
小路 

・对在SNS上发送“北海道很安全”的外国游客，赠送寿司钥匙扣 9/21～ 
北海道旅游服务
中心札幌狸小路 

音更町十勝川温泉观光协会 
・为在音更町指定酒店住宿的旅客，提供每人每日2000日元的优惠 
（※每人单次可享受2晚（4000日元）的优惠，但无次数限定） 

10/30～12/６期间
除休息日前一天之
外的周日~周四 

太平原酒店 
笹井酒店 
十勝川温泉三余
庵 
十勝川国际酒店
筒井 
观月苑 
富士酒店 

Steak&hamburg HIGE  
函馆五稜郭店 

・餐饮费用给予优惠折扣 9/22～29 
Steak&hambur
g HIGE 函馆五
稜郭店 

＜④来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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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STEAK+WINE HIGE BAR
函馆元町店 

・餐饮费用给予优惠折扣 9/22～29 
STEAK+WINE 
HIGE BAR函馆
元町店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
会）执行委员会 

・札幌autumn fest复兴应援！Line支付可享半价优惠 
 

～9/30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会）
会场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
会）执行委员会 

・Autumn fest2018，以地震受害较严重的厚真町、新日高町为代表、聚集北
海道内各地的当季食材及当地美食，通过美食，广泛宣传北海道・札幌安全、
安心的一面 

9/15～9/30 札幌市内 

Itadakimasu-company 

・ 
Itadakimasu-company 提供十胜农田郊游之旅服务，在此活动中，针对至少

包含1名北海道在住人员在内，4人以上的成人团体，可享受“北海道本地人
的特别优惠，即”点心之旅、午餐之旅的半价优惠活动。 

9/15～10月末 十胜 

支笏湖庆典执行委员会 
・10/7日举办第42届支笏湖红叶节，可享受支笏湖名产优惠折扣，支笏湖的名

产为带有姬鳟和蘑菇的味增汤 
10/7 

千岁市支笏湖温
泉 

丸驹温泉旅馆 ・9/30前，对来丸驹温泉旅馆一日游的游客，赠送免费洗浴券，可下次使用。 〜9/30 
千岁市支笏湖幌
美内 

休假村支笏湖 ・9/30前，对来休假村支笏湖一日游的游客，赠送免费洗浴券，可下次使用。 〜9/30 
千岁市支笏湖温
泉 

定山溪观光协会 
・作为“大家一起泡温泉”宣传活动的第一弹，可半价享受定山溪温泉9设施

一日洗浴费用 
9/12～9/30 定山渓 

定山溪观光协会 
・作为“大家一起泡温泉”宣传活动的第二弹，赠送2000日元优惠券一张，可

在一名成人洗浴时使用 
 

9/17～完売次第終
了 

定山渓 

洞爷湖町、状瞥町办事处 
・利用洞爷湖周边餐饮店或者休闲设施等的游客，只要在前台提供 餐饮店收据

或者休闲设施门票票根、发票等，即半价购买温泉一日游券。 
9/15～9/30 洞爷湖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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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洞爷湖町办事处 ・在指定地点住宿的游客，赠送其一份秋季蔬菜拼盘 9/15～9/30 洞爷湖温泉 

洞爷湖温泉观光协会 ・每天20分钟，在船上放约450发烟花 ～10/31 洞爷湖温泉 

（一社）钏路观光协会 ・原计划9/7~9日举办的“钏路大渔花火”，延期至10/21~22举办 10/20～21 
钏路市观光国际
交流中心前 

喝酒大会执行委员会 ・原计划9/6日举办的“钏路末广饮酒大会”，延期至10/3日举办 10/3 

钏路市内荣町平
和公园及末广町、
荣町、川上町商
业街 

札幌格兰德酒店 ・酒店内的3家餐厅，提供套餐、会席料理的优惠服务 9/17～9/30 
札幌格兰德酒店 
（餐厅） 

札幌格兰德酒店 
・针对淡季来访北海道的游客，推销“札幌欲望夜景游览（临时称呼）”， 赠

送鸡尾酒・啤酒券。 
10月から 

札幌格兰德酒店
（住宿） 

烤肉物语 牛若 ・制定特别套餐等，提供餐饮优惠折扣服务 9/15～10/31 烤肉物语 牛若 

成吉思汗物语 Ram-Waka ・制定特别套餐等，提供餐饮优惠折扣服务 9/15～10/31 
成吉思汗物语 
Ram-Waka 

野口观光集团 ・野口观光集团全部17处设施，实施“北海道加油”特别应援方案 9/15～ 
野口观光集团全
部17处设施 

汤之川温泉旅馆一乃松 ・11月底之前，在汤之川温泉旅馆一乃松，提供平日特别优惠活动 9/15～11/30 
汤之川温泉旅馆
一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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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Sea Borne酒店 ・北海道居民可享特别优惠 ～9/30 Sea Borne酒店 

La Jolie 元町by WBF ・提供住宿、租衣服体验的特别活动 9/22～12/30 La Jolie 元町by WBF 

汤之滨酒店 ・9月期间推行特别活动 ～9/30 汤之滨酒店 
札幌王子酒店 ・餐饮费用给予优惠折扣 9/22～ 札幌王子酒店 

小樽港观光船推进委员会 
・观光船“钻石・公主”号悬挂支援复兴的横幅，驶入小樽港 
・在小樽港，为了彰显北海道的活力，进行潮大鼓大型表演 
・演奏之外，还可体验敲鼓、身着法被拍影留念 

9/30 小樽港 

公主号・观光船 
・观光船“钻石・公主”号上，张贴写有乘客及乘务人员应援留言的横幅 
・10/1日在函馆港，举办移交仪式，将由船长将写有留言的横幅赠予函馆

市市长。 

9/19, 
9/25～10/1 

函馆港、钏路港、小
樽港 

三井奥特莱斯札幌北广岛 ・出示护照，即可获得奥特莱斯优惠券 ～3/31 
三井奥特莱斯札幌北
广岛 

三井房地产商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赠送餐饮等数家商店的优惠手册 ～3/31 红瓦 露台 

小樽市 
小樽观光协会北海道红酒股
份有限公司（一社） 

・之前的“红酒狂欢节in小樽”的活动因地震而终止，此次将丰富其内容，
召开“复活版！北方收获庆典红酒狂欢节with小樽欢乐的伙伴们”活动。 

10/13 
北海道红酒股份有限
公司 SL广场 

TOHO RESORT 
HANOMA HOTELS 
万世閣HOTELS 
十勝川温泉第一酒店 
KITAKOBUSHI SHIRETOK
集团 
大雪酒店集团 
鹤雅集团 

・只要在各集团旗下30家酒店（北海道内15个温泉胜地）中的两家酒店住
宿，即可参与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双人住宿券或羽田—新千岁之间的双
人机票、土豆和洋葱套餐。 

10/1～12/21 

下述北海道15个温泉
胜地的各集团旗下30
家酒店 
（温泉地：宇登吕、
纲走、佐吕间、层云
霞、阿寒湖温泉、十
勝川温泉、旭岳温泉、
旭川、定山渓温泉、
支笏湖、登別温泉、
洞爷湖温泉、二世谷、
大沼、函館汤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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