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①了解关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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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奖励详细 期间 场所 

南海电气铁道 
在nest难波店寄存行李或者利用快递的客人，将nest难波店的
照片通过自己的SNS（Facebook，Wechat，Twitter，
Instagram）上传的客人，将会得到精美礼物一份。 

9/21～ nest难波店 

南海电气铁道 通过韩国有名的部落格进行宣传 
9/21～ 
随时发送讯息 

关西观光总部 
向访日游客赠送通过Instagram#welcomekansaijapan上传宣
传活力关西姿态的视频的传单 

从９／２１开始 
在关西各地的
观光介绍所发
放 

大阪观光局 

通过艺人-专业运动员进行宣传 
９／２１ 台北理事长记者会 (関JYANIETO＋台湾观光局) 
９／３０ ＫＩＬＯＲＵ在大阪的信息传播 (関JYANIETO＋泰
国ＴＶ) 
在大阪的专业运动员的视频动画 

  

京Nabi 
在观光介绍所发放传单及用电子广告牌广告介绍关西观光本部
的“Share the spirit of Kansai”项目 

－ 
依照准备完成的
时间决定 

  

三重县 

在9月26日之后开始实施的Instergram投稿活动，和近铁合作
来进行吸引观光客的活动。在海报，传单，网站上揭载
「Welcome!KANSAI,Japan」的logo。同时也在近铁沿线的
站内等地进行揭载活动。 

优秀的投稿照片将会获
得三重县知事奖，三重
县的特产，三重县观光
设施的门票等豪华奖品。 

第１次活动 从
9月26日到12月
３日、第２次活
动 12月4日～3
月3日 

网站
（visitmie.jp
） 

近铁不动产㈱ 
（Harukas） 

对来到Harukas展望台之后，在社群软件上发布展露展望台魅
力的『全部』访日外国人给予企业赠品作为奖励 

企业赠品 9/21-10/31 
Harukas展望
台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关西机场轻轨 
热烈欢迎抵达机场的游客，通过游客在SNS上上传机场状况和活动信息，宣传
KIX的全面恢复 

9/25（周二 ）-
10/3（周三） 
 
 

・关西国际机场
T1国际到达大厅 
・JR・南海 关西
机场站中央广场
“旅行广场“ 
 

关西机场轻轨、蚂蚁金服日
本 

在关西机场内对使用支付宝支付的游客，开展消费回馈活动 
10/1～10/20 
（可能会前后变
动） 

关西机场内可以
支付宝的店铺
（一部分除外） 

株式会社 关西机场轻轨集
团公司 

免税商品通过网络预约可享受95折。通过网络预约的客人，在结账时出示兑换
券，即可获得1份特别的小礼物（可涂擦圆珠笔或笔记本）。  

9/27（周四）～
10/31（周三） 
礼品发放完为止 

关西机场直营免
税店 第1・2航
站楼（KIX 
DUTY FREE本
馆北店、KIX 
DUTY FREE本
馆南店、 
KIX DUTY 
FREE第2航站楼
店） 

ANA 
作为关西机场的境外入境旅游政策，中国·香港出发使用关西机场的航班下调机
票价格（讨论将现行最低价格再打八折。发售时间和搭乘期间今后调整） 
北京、大连、青岛、上海、杭州、香港到关西机场的6条线路7个航班 

＜发售期间＞ 
2018年9月27日～
2018年10月24日 
＜适用期间＞ 
2018年10月4日～
2018年10月31日 

ANA 
作为关西机场的境外入境旅游政策，针对访日外国游客国内关西机场起降航班
票价（ANA DISCOVER JAPAN FARE）一律打八折 
羽田、新千岁、福冈、冲绳、石垣、宫古到关西机场的6条线路16次航班 

从9月27日的机票
到10月27日发行的
10月26日以后搭乘
的部分(予定) 

＜②来关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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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JAL 
为了吸引到关西的访日外国人的邀请，洛杉矶、曼谷、台北、上海到关西机场
的最低价格更为最大降价3成 

发售期间：取得各
国的认可后10/31
截止 
出发日期：10/1开
始到12/15 
 

JAL 
 

为了吸引更多访日外国游客到关西地区，大阪（伊丹·关空），南纪白滨出发的
国内路线向访日外国人的国内运费（Japan Explorer Pass）降低了约3成 

发售期间：9/28-
12/12(可以出发前
三天购票） 
 
搭乗期间：10/1-
12/15 

JAL 
以从香港招客等为目的，从关西机场运送到香港的临时替代航班 
 

去程：香港出发 
10/17（凌晨) – 
到达关西(上午抵达) 
 
回程：关西出发 
10/21（傍晚)     -   
到达香港(晚上抵达) 
 

中国东方航空 对行程中包含关西机场客人的代办航班免收手续费 

上海航空 对行程中包含关西机场客人的代办航班免收手续费 

春秋航空 
大阪特别降价活动的实施（上海发、郑州发、西安发、武汉发、重庆发、扬州
发） 

日本酒店协会，全国旅馆酒
店生活卫生同业者工会联合
会，日本旅馆协会，全日本
城市酒店联盟 

关西2府4县的住宿设施的女将等70名和京都的歌舞妓，关西2府4县的代表性的
角色·吉祥物对来日游客的迎接 

9/21 10:30～
12:30 
 

关西机场 T1国
际航线到达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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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西日本旅客铁路 关西机场站可以拿到欢迎饮品的交换卷礼物 9/21～ 
JR西日本关西机场
站内换乘区 

西日本旅客铁路 
从关西机场站到京都站或京都市内的住宿设施免费送行李上门的服务 一个人
限定一个免费行李 

9/21～10月末 
JR西日本关西机场
站内换乘区 

西日本旅客铁路 在关西机场站设置新干线欢迎板 
9/22以后 
准备工作完成后 

JR西日本关西机场
站换乘区 

西日本旅客铁路 向乘坐特快号HARUKA的旅客发放哈罗keiti猫的小礼物 9/21～ 
JR西日本关西机场
站内换乘区柜台 

近畿日本铁路 
10月2日（周二）～前2000名游客只要在近铁奈良车站出示护照，即可获得
赠品（鹿仙贝） 

10/2～ 近铁奈良站 

近畿日本铁路 

9月23日（周日）～10月31日（周三）期间，将向购买Kintetsu Rail 
Pass(一日周游券、两日周游券除外），并来访近铁奈车站的游客，赠送奈良
当地商品（成人：白雪布制品，儿童：鹿麻吕君钥匙扣） 
 

9/23～10/31 近铁奈良站 

南海电气铁路 
在与海外旅行代理店和航空公司合作销售的附带RAPITO特快车票的车票
（企划乘车券）中，免费实施座位的升级 

10月中旬予定 
关西机场站特快列
车卖票处 

南海电气铁路 向使用关西机场站的游客发放小礼品 9/23～10/31 关西机场站 

南海电气铁路 向利用关西机场站的游客发放精美小礼物 9/21予定 关西机场站 

阪急电铁 对来访观光安内所和主要车站的外国游客提供小礼品 9/21～ 
梅田・河原町的观
光安内所 

阪急电铁 运行车辆张贴活动标志等。 准备工作完成后 全线15节车厢 

阪急电铁 在梅田站装饰活动标志 准备工作完成后 梅田站 

阪急电铁 车站内的商店等张贴活动标志 准备工作完成后 

＜③来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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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阪急电铁 
在外国游客多的车站（岚山站等）和观光指南所（梅田・河原町）设置了使用
宣传标志的运动板。 

准备工作完成后 
嵐山駅、梅田・
河原町観光案内
所 

阪急电铁 在宣传活动期间，讨论面向海外入境遊客的企划乘车券的优惠 

阪神电气铁路 
在神户三宫车站内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分类2）来访时，向购买“阪神新干
线套票”的人提供小礼品 

准备工作完成后开
始 

观光安内所 
（神戸三宮站） 

阪神电气铁路 
在关西国际机场国际到达大厅的宣传区，免费可参加沿线旅行景点之一-“灘酒
藏”的宣传活动（日本酒试饮、问卷调查） 

10月17日 
 

关西机场T1 
宣传区 

阪神电气铁路 自己铁路路线车站的站内实施面向外国旅客的免费发放宣传单小礼品 
准备工作完成后开
始 

调整中 

阪神电气铁路 运行车辆张贴活动标志等。 准备工作完成后 全线5节车厢 

阪神电气铁路 在活动期间，讨论面向境外入境游客的企划乘车券价格优惠措施 准备工作完成后 - 

Osaka Metro 
在Osaka Metro难波站内，针对海外游客（使用大阪周游券的游客），组织召
开日本特有的抽奖活动 

9/23 ～ 9/25 
10/1 ～ 10/7 

Osaka Metro难
波站站内 

Osaka Metro 和装女性的宣传海报以及欢迎的横幅 
9/21～ 依次实施 
（一个月左右） 

新大阪、梅田、
难波、心齐桥、
天王寺（R1）、
谷町四丁目、大
阪港、
KOSIMOSUEA
站、日本桥、天
下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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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大阪巴士协会 在会员事业者的车辆上贴上标志贴纸，将海报张贴在营业所、巴士中转站等 
9月中准备工作完
成后开始 

大阪府内的巴士、
营业所，巴士中
转站 

大阪出租车协会 在大阪府内的出租车车辆上贴上贴纸进行宣传 
9月中准备工作完
成后开始 

在大阪府内的出
租车车辆 

一个硬币出租车协会 在大阪府内的出租车车辆上贴上贴纸进行宣传 
9月中准备工作完
成后开始 

在大阪府内的出
租车车辆 

全大阪个人出租车协会 在大阪府内的出租车车辆上贴上贴纸进行宣传 
9月中准备工作完
成后开始 

在大阪府内的出
租车车辆 

协会无所属的法人出租车经
营者 

在大阪府内的出租车车辆上贴上贴纸进行宣传 
9月中准备工作完
成后开始 

在大阪府内的出
租车车辆 

巨型渡轮株式会社 
针对海外入境游客（个人）实施游客优惠活动（神户～小豆岛间） 
2类游客票价：1,990日元→1,400日元、儿童游客票价：990日元→700日元 

2018.10.1～
2018.10.31 

神戸三宮渡轮中
心・小豆岛坂手
港 

株式会社ＯＭ神户 

针对海外入境游客（个人）实施游客票价优惠活动 
成人游客票价：1850日元→500日元，儿童游客票价：930日元→250日元 
活动期间，赠送精美小礼品（送完为止） 
 

2018.4.1～
2019.3.31 

南海渡轮 
SULU和KANSAI2day・3day通票（海外旅行者专用）共同使用的优惠卷折扣 
出示共同使用的优惠卷时，2类票价可以打7折 

整年 

日本长途渡轮协会 
「Japan Ferry Pass21」针对访日外国游客、最大的21天，日本长距离渡轮协
会的渡轮协会在国内14航路上运行最高的6次可以利用的船票，以21 , 000日元
发售 

没有特别期限（根
据各船运公司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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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奖励详细 期间 场所 

近畿日本铁路㈱ 
10月2日(星期二)～先到近铁奈良车站的3,000名出示护照的
观光客，赠送鹿仙贝作为奖品。 

企业赠品（鹿仙贝） 10/2～ 近铁奈良车站 

近畿日本铁路㈱ 
在９月２３日（星期日）到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的期间，
购买了Kintetsu Rail Pass（除了一日票及二日票之外）之后
来到近铁奈良车站的观光客赠送奈良相关商品作为奖品。 

奈良相关商品 
（详细未确定。可能是有
鹿图样的手巾） 

9/23-10/31 近铁奈良车站 

奈良交通㈱ 
在９月２３日（星期日）到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的期间，
对于乘坐定期观光巴士的观光客赠送企业赠品组合作为奖品。 

企业赠品组合（原子笔、
记事本） 

9/23-10/31 
近铁奈良介绍
所或是JR奈良
介绍所 

奈良交通㈱ 
在９月２３日（星期日）到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的期间，
凡购买自由乘车券（1,000日圆或是1,500日圆）的观光客均
赠与企业赠品作为奖品。 

企业赠品（原子笔、记事
本） 

9/23-10/31 
近铁奈良介绍
所或是JR奈良
介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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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Surutto KANSAI委员会 

关西周游卡KANSAI THRU PASS（两日券、三日券） 
※该乘车卡面向国外游客，购买该卡的国外游客可自由乘坐私铁・路线巴士・
地铁等。 
在日本境内，只要出示护照，即可购买。 
通过出示护照或者优惠券，可以享受大约300处观光设施的特价优惠。 

2018/10/1～ 京阪神通用 

Surutto KANSAI委员会 
关西周游卡KANSAI THRU PASS和台湾新书“小气少年2018关西游”共同携
手，对前1500名购买新书，并且购买と关西周游卡KANSAI THRU PASS的游
客，提供神户城市圈一日乘车券 

2018/10/4～
2019/3/31 

在台湾指定旅行
社购买 
※ezTravel易游
网、可乐旅游、
台湾近铁国际旅
行社购买 

近铁巴士（株） 
10月22日（周一）~11月30日（周五）期间，乘坐“OSAKA SKY VISTA”的
乘客将获得礼品一份 
※送完为止 

10/22～11/30 
OSAKA SKY 
VISTA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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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南海电铁 
在道顿堀商圈的商铺，通过支付宝累计结算金额超过300元人民币的游客，
将获得30元代金券，可在下次购物时使用。难波站同样适用。 

9/20～10/20 难波站窗口 

近几日本铁道 

9月21日（周五）～10月31日（周三）期间，通过SNS，发送近几沿线游览
照片，并带有特定关键词的游客中，将会抽选出2组4名游客，赠送其大阪喜
来登酒店住宿券、KINTETSU RAIL PASS plus、阿倍野haruska展望台门票。 
 

9/21～10/31 

Osaka Metro 
在入境游客较多的10个车站以及SIC（地铁服务中心）的检票窗口接客柜台，
设置“迷你欢迎牌” 

10/1～10/30 
依次设置 

新大阪、梅田、难
波、心斋桥、天王
寺（R1）、谷町四
丁目、大阪港、宇
宙广场、日本桥、
天下茶屋 

Osaka Metro 所有车站内放送三种语言（英语、中文、汉语）的欢迎广播 10/1～10/30 所有车站 

Osaka Metro 
入境游客较多的7车站的售票员以及服务经理，在为入境游客提供服务时，赠
送“千纸鹤” 

10/8～10/30 

新大阪、梅田、心
斋桥、难波、日本
桥、天王寺、天下
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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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南海电气铁路 发放难波CITY・NANBA PARKS的优惠折扣劵 
第一部：9/23～ 
第二部：10/1～ 

关西机场站购票
专用柜台 

南海电气铁路 
CITY・PARKS 向SNS(微博・微信)发送信息以及SNS添加关注的画面后，会得
到难波CITY・NANBA PARKS的优惠折扣劵 

9/21～ 
随時发送讯息 

难波CITY・
NANBA PARKS
的安内所 

南海电气铁路 
提示出韩国有名的博主的博客报道画面的话，会得到难波CITY・NANBA 
PARKS的优惠折扣劵 

9/21～ 
随時发送讯息 

难波CITY・
NANBA PARKS
的安内所 

阪急电铁 将在岚山站举办活动定位为海外入境旅游重建计划的一个环节。 9/22以后 嵐山站 

鲁米纳斯游船株式会社 
针对海外入境游客（个人）实施游客优惠活动 
成人游客票价：3,240日元→2,600日元、儿童游客票价：1,620日元→1,300日
元 

2018.9.25～10.31 
神户港中堤的外
船票发行地点 

琵琶湖汽船 
利用关西国际机场，并参加本公司规定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大津港实施）的
反弹FIT旅行者实施乘船折扣 

9月22日（周六）
～10月31日（周
三） 

琵琶湖 浜大津港 

琵琶湖汽船 
利用关西国际机场，并参加本公司规定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大津港实施）的
反弹FIT旅行者发放小礼物 

9月22日（周六）
～10月31日（周
三） 

琵琶湖 浜大津港 

大阪水上巴士 

 
①出示护照，可享优惠 
外籍游客只要出示护照，即可享（Aqua Liner船票（周游套餐））以及圣母玛
利亚号游览船船票的7折优惠 
②大阪周游券可乘坐Aqua Liner（大阪周游券可免费兑换Aqua Liner船票乘船）
③乘坐圣母玛利亚号的游客，可获得圣母玛利亚号原创明信片一张 
日本公民可享受老年优惠（65岁及65以上或者双方的年龄总和超过120岁的老
年人，享受7折优惠） 

① 9/21 ～ 10/31 
② 10/1 ～ 3/19 
③ 9/21 ～ 10/31 

＜④享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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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１０家铁路公司 
关西经济联合会 
关西观光总部 

持续针对ＫＡＮＳＡＩ ＯＮＥ ＰＡＳＳ购买者的优惠措施 
（观光设施、饮食店等290处） 

继续 

一本松海运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汽车飞艇」乗船优惠 整年 
太左衛門橋乘船处
福島(HOTARU)港 

一本松海运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爵士乐观光游览船」乗船优惠 整年 湊町乘船处 

一本松海运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和落语家同乘游览船」乗船优惠 
整年 
（除去一段时期） 

湊町乘船处 

伴PIARU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黄金的和船大阪城御座船」乗船优惠 整年 大阪城内码头 

大阪水上バス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圣母玛利亚」乗船优惠 整年 天保山 

大阪水上バス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水上巴士」乗船优惠 整年 大阪城港 

琵琶湖汽船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MINGAN汽船・竹生岛汽船」乗船优惠 整年 
大津港 
长浜港 
今津港 

OMALIN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多景岛汽船」乗船优惠 整年 彦根港 

OMALIN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竹生岛汽船」乗船优惠 整年 彦根港 

水乡SATOMARUYAMA 出示KANSAI ONE PASS后享受定期船／包船船票折扣 整年 
近江八幡市円山 
（水乡地帯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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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奖励详细 期间 场所 

京阪酒店＆游乐场（株
式会社） 

TAWACHAN10月份走出京都塔，在外边
发放10 , 000张京都塔展望券 
同时也发放京都的观光指南 

准备工作完成后开
始 
发放工作截止到10
月31日 
（使用期限到11月9
日） 

未定 

京阪Hotels＆Resorts
㈱ 

在期间中，赠送10,000张京都塔的展望券。
Tawawa chan也会在10月中在京都塔周边
发放展望券。也同时会发放京都的观光介
绍手册。 

主要会在关西机场，关西机场附近
设施为中心，外国观光客众多的近
畿圏内来调整执行发放。不只是京
都塔，Tawawa chan 而已，也会
连结至京都全体的观光宣传 

准备好就会开始 
发布到10月31日为
止 
（使用期限到11月9
日为止） 

未定 

京阪Hotels＆Resorts 
Hotel京阪 

经由关西机场，在京阪Hotel集团的酒店住
宿的外国观光客，发放京都塔展望招待券。 

在前台办理入住时确认身分，如果
身分无误即发给展望券。 

准备好就会开始 
发布到12月31日为
止 
（使用期限到1月9
日为止） 

关西地区的（京
都・滋贺）の京阪
Hotel集团 
※京阪Hotels＆
Resort各酒店和
Hotel京阪京都
Grande为对象 

Hotel京阪 
发布大浴场的招待券给每天先到的五个住
房的外国观光客 

・在Hotel京阪Universal Tower的
大浴场发放 
・发给每天先到五个住房的外国客
人 

准备好就会开始 
发布到10月31日为
止 

Hotel京阪
Universal Tower 

大阪利艾达酒店 
向酒店网上预约网站（国外网站）提供优
惠套餐 

住宿期间9/30（周
日）～11/2（周
五） 

大阪艾瑞埃塔酒店 

皇家酒店 

 
酒店直营的10家餐厅 享9折优惠 
请柜台处出示护照，领取打折券 
一人一张 

９/21～10/31 
丽嘉皇家酒店内 
REMON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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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大阪广场酒店 
赠送每位顾客一瓶矿泉水 
餐饮九折（早餐除外） 
※团体顾客（旅游团顾客）除外 

10/1 ～ 10/31 

有四家餐厅（花
传、大湖苑、
CRYSTAL、
CORDIALE） 

大阪圣洁酒店 

住宿费用享受9折优惠 
※该套餐房间数有限 
※不可同时使用其他优惠 
※取消规则：预约日前一天18:00前取消，无违约金。之后取消，需交违约金，
费用为一日住宿的费用， 

９/21 ～ 10/31 大阪瑞吉酒店 

株式会社日本Horday旅行
社 

団体・FIT商品面向海外旅行社实施优惠措施 

Hotels.com Hotels.com的LINE公众号向大阪、京都、神戸集客 10月 
Hotels.com 
LINE Official 
Account  

Expedia.jp Expedia的电视广告面向国内游客宣传大阪 
10/11～12月 
（予定） 

关东・福岡地区
播放 

近铁LITILING 饮食费九折优惠 10/1～10/31 12家饮食店 

株式会社Global Seed 
成田屋大阪南店 

在符合伊斯兰饮食的拉面店免费提供S小份炸鸡块 9/21～10/31 成田屋大阪南店 

AMAMI温泉南天苑 
活动期间使用该套餐的顾客，将获得饮品以及小礼品一份 
※可通过官网的外语网站预订 

9/21～10/31 
AMAMI温泉南
天苑 

Animo yumekawa 
迷你动物园 

在店里说[加油大阪]的口号，就可以免费得到一杯果汁 
9月21日～10月15
日（周一至周五限
定） 

动漫
YUMEKAWA动
画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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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利晶之杜 
展示参观 免费（通常价格 成人300日元） 
立礼呈茶 8折优惠（通常料金 成人 500日元） 

9/21～10/31 利晶之杜 

公益財団法人 山本能楽堂 

鉴赏价格优惠 
当天票4,000日元→3,000日元（2018/9/21） 
正面座位4,500日元→3,500日元、两侧座位・2楼座位3,000日元→2,000日元
（2018/10/13） 
 

2018/9/21、
2018/10/13 

道顿堀ZAZA 

持有周游券的游客，前20名可免费观看“GOTTA”。之后的游客，可以享受
1000日元观剧的促销活动 
“COTTA”① 11：00 ～ ② 13：00 ～ ③ 15：00 ～（各45 分） 
※周二为休息日 
「ZAZA 欢笑演出」① 11：30 ～ ② 12：30 ～ ③ 13：30 ～ 
④ 14：30 ～ ⑤ 15：30 ～（各30 分） 
※视情况，可能会追加场次 

～H31/3/31 

中座IKUDAORE
大楼地下１层 
道顿堀ZAZA
（IKUDAORE太
郎所在的大楼） 

Ninja-Do（忍者堂） 手背剑飞镖体验通常5张300日元变为5张100日元 9/20~11/25 

忍者堂Ninja-
Do，忍者秀
“忍者竹取物
语”会场 

旅游购物广场 
「泉佐野城市处」 

在期间内观光招待的“泉佐野町”中，一个人购买2000日元以上，通常以免费
的方式免费实施1000日元的和服体验 

9/21～10/31 

旅游购物广场 
「泉佐野城市处」
大阪府泉佐野市
上町 
３－８－ 12 

Sakura cook 
大阪・本町工作室 

活动期间，参加sakura cook的烹饪课程的学员，可获得手工制作的筷枕或杯
垫一个。 
※不包含同行的小孩子等 

9/21～10/31 
Sakura cook大
阪・本町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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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一般社団法人 阪南市观光
协会 

活动期间，来阪南市的外国游客，可享受500元寄存行李、租赁自行车的套餐
服务。（一般寄存行李500日元，租赁自行车500日元），此外，每人还将获得
矿泉水一瓶，以及多语种旅游地图一份（英、韩、中繁、中简） 
※营业时间平日9:00-17:00(9/28･10/10･18･24 日除外） 
请在前台处出示护照。 
来访协会的游客，可免费给手机，平板等充电 

9/20 ～ 10/31 

南海电铁 尾崎站
前 
阪南市旅游协会
事务所 

岸和田彩车会馆 
成人600日元→ 400 日元、儿童300 日元→ 200 日元） 
※需出示护照 
※扇子赠完为止。 

9/21～10/31 
岸和田
DANNJILI会館 

近铁百货商店 
期间，在购买妇女服、男士服装后，在3.5层福林公司沙龙中办理免税手续的客
人，每一天都会给100名食品样本钥匙圈赠送礼物 

9/23～9/30 
阿部的哈卢卡斯
近铁本店 

高岛屋 

在进行礼物的讨论中 
 
在免税手续时在免税手续时提供了对访日外国人顾客的礼物 
 
礼物的内容现在正在讨论中 

9月末（调整中）
～10月31日（周三）

高岛屋 大阪店 

大阪观光局 大阪周游购买者的优惠措施（78件） 继续   

大阪观光局 

大阪周游券的优惠扩大免费入馆/体验51设施 
 
优惠28个设施 
 
店铺折扣74家 
 
※讨论扩大 

  

关西机场・梅
田・难波案内所 
大阪METORO
全线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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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大阪南海瑞士酒店 赠与住宿客入住赠品以及餐厅的餐券 

在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出示宣传网站
就可以获得入住赠品( 
马卡龙三个) 以及可以在酒店内全部
餐厅使用的1,000日圆餐券 

直到10月31日 大阪南海瑞士酒店 

大阪南海瑞士酒店 餐厅的折扣 
出示宣传网站就可获得酒店内全部餐
厅的85折优待 

直到10月31日 酒店内的全部餐厅 

Osaka Castle Hotel 
在点餐时出示护照就能使用 
（并不会发放折扣券） 

酒店直营的café bar的九折优惠 ～2018年10月31日 
Café Le Port 
（酒店一楼） 

大阪格兰比亚大酒店 使用「JR-WEST RAIL PASS」的客人 
在餐厅用餐时 
免费招待一杯饮料 
（1人限一次） 

10/1（星期一）～
10/31(星期三） 

酒店直营餐厅 

Osaka Marriott 
Miyako Hotel 

对于从关西机场出发到关西地区的酒店
的入住客发放餐厅的优待券。 

餐厅的优待（比例依照各酒店设定） １０月～ 关西地区的酒店 

Osaka Marriott 
Miyako Hotel 

实施吸引外国观光客的各种政策。 

为了吸引观光客，通过专员可得到价
格折扣的设定及考虑到飞航状况 
的不稳定而免除取消订位的手续费等
政策(内容依各酒店而有不同) 

期间不定  关西地区的酒店 

The Westin Awaji 
Island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在酒店餐厅的午餐及晚餐实行折扣 在酒店直营的五个餐厅的消费打95折 10/1～10/31 

2楼日本料理
AWAMI 
2楼大厅酒廊 
LUCCIOLA 
2楼Fun Dining 「
Buffet」 
2楼Fun Dining 「
Speciality」 
2楼Fun Dining 「
铁板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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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花外楼 
在这期间来店并预约套餐料理(5,000~)
的外国客人 

招待饮料一杯 
10/1 
～10/31 

花外楼 大坂城店 
（新大谷饭店3Ｆ） 

播重股份公司 在这期间来店并提示身分的访日观光客 招待咖啡或是红茶 在此期间 
大阪市中央区道顿堀1-
9-17 
播重Guriru 

大阪竹叶亭 
在此期间中因为特别宣传而来店的外国
观光客 

总价打九折优惠，要在来店时提示
证明 

10/1 
～10/31 

大阪市北区梅田3-1-1 
South Gate Building16
Ｆ 
大阪竹叶亭 

㈱京阪流通System 
在特别期间中向特定店铺消费的外国观
光客给予特别赠礼。 

给予企业赠品，折扣等 

9/29～10/7(京阪
Citymall) 
9/28～10/8(京阪
Mall） 

京阪Citymal(京阪电车 
天満桥车站直连大楼) 
京阪Mall（京阪电车 京
桥车站大楼） 

㈱京阪流通System 
对住宿京都塔饭店的外国观光客，发放
可以在商业设施：京都塔SANDO使用
的购物券 

对先到的100名客人作为对象，发放
500日圆的购物券 

10月上旬～ 
发完截止 

京都塔饭店（发放场所） 
京都塔SANDO（使用场
所） 

㈱京阪THE・STORE 
对在Anthree便利商店特定店铺出示京
阪Inbound ticket就可以拿到企业赠品 

赠送各店先到的100名客人「奔驰吧!
电车娃娃 京阪电车3000系」玩偶 

9/25～ 
送完截止 

Anthree地下铁淀屋桥
店・淀屋桥店・祇园四
条店 

㈱京阪百货店 发放外国人专用折价券（守口店） 
提示专用折价券就可享95折～85折
的折扣 
（京阪百货店 守口店） 

10/1～12/31 京阪百货店守口店 

株式会社Impregion 
每天四次，不须预约的４５分钟长的介
绍大阪・道顿堀的有名景点的夜间步行
导览 

导览的参加费１０００日圆参加费
以５００日圆来提供（申请时需要
提示活动网站） 

活动期间中 
申请场所：道顿堀
Ichibiri庵店内 

心斎桥BIGSTEP 

Big Beer Step part9 
10/13(星期六)，14(星期日)的两天之间
设置创作啤酒派对，可以试喝许多品牌
的创作啤酒 

  10/13～14 

 
心斎桥BIGSTEP 
大阶梯 
 

梅守本店股份公司 
对于参加Umemori寿司学校入学的客
人，给予制作寿司的体验费用的折扣 

体验费用6,000日圆（税前）
→5,000日圆（税前） 

9月25日～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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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社会医疗法人黎明会 
健诊中心・KITADE 

在10月1日（星期一）～12月26日（星
期三）之间接受健康检查的顾客以通常
价格的八折提供抗老点滴的服务。 

6,000～10,000日圆的的各点滴套餐服
务提供八折的服务 
※如果是特定点滴服务的话是从
16,000～20,000日圆才提供八折服务 
。 

10/1～12/26 

社会医疗法人黎明会北
出医院 
 （和歌山县御坊市汤
川町财部728-4） 

汤浅醤油(有) 
对到酱油厂观光的外国团体客人赠与小
瓶的汤浅酱油 

针对有事前预约的外国团体客人成人
每人赠送一瓶７０ml的小瓶汤浅酱油 

期间不限 
汤浅醤油・九曜蔵 
（和歌山县汤浅町汤浅
1464） 

南京町诞生150年记念
事业实行委员会 

在旧居留地的一处举办步行者天国活动，
并有神户市内的有名中华料理店在那处
有摊位提供，还有著名主厨使用兵库县
产食材的现场料理活动。 

现场料理完成后，对先到的50名客人
贩卖完成的料理。 

10/13・14 
神戸市中央区明石町筋
（大丸神戸店东侧） 

神戸観光局、JTB神戸支
店、MINATO観光巴士 

对于10月20日（星期六）～11月25日
（星期日）开设的「探访滩的酒藏」事
业，对于在特定设施购入一定价格以上
的个人赠送纪念品。 

樱正宗记念馆「樱宴」、菊正宗酒造
记念馆、白鹤酒造资料馆、神戸酒心
馆（福寿）、沢的鹤资料馆、大关
「甘辛的关寿庵」、日本盛「酒蔵通
り炼瓦馆」、白鹿Classics的八个设施
之中，购买了1000日圆以上的客人赠
送各酒藏的原创日本酒杯。 

10/20～
11/25 

「奖励详细」栏记载的
八个设施（预定） 

神戸观光局 温泉入浴费的折扣 
对于提示共通方案的折价券的客人，
提供成人入浴费的８折（650日圆
→520日圆）服务 

10/1～31 有马温泉「金之汤」 

神戸観光局 温泉入浴费的折扣 
对于提示共通方案的折价券的客人，
对入馆费提供50日圆折价(35日圆
→300日圆)的服务 

10/1～31 北野异人馆「萌黄之馆」 

堺利晶之杜 
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入馆费实行减免及折
扣 

提示护照就能免费观展 
茶席体验 八折服务 
 

9/21～10/31 堺利晶之杜 

堺市博物馆 
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入馆费实行减免及折
扣 

提示护照者入馆费免费 10/1～10/31 堺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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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堺市立町家歴史馆 
山口家住宅 

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入馆费实行减免及折扣 提示护照者入馆费免费 10/1～10/31 
堺市立町家歴史馆 
山口家住宅 

堺市町家歴史馆 
清学院 

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入馆费实行减免及折扣 提示护照者入馆费免费 10/1～10/31 
堺市町家歴史馆 
清学院 

（公社）堺观光会议协会 
加油大阪！世界文化遗产在大阪！ 
对参加用脚踏车巡回古坟与历史的小镇堺的活动
的外国观光客实行VR行程的折扣 

提示护照就能以500日圆的特别价格
参加仁德天皇陵古坟VR行程(原价
800日圆) 

10/9～10/31 堺市博物馆 

（公社）堺观光会议协会 
加油大阪！世界文化遗产在大阪！ 
对参加用脚踏车巡回古坟与历史的小镇堺的活动
的外国观光客实行观光出租脚踏车的免费活动 

提示护照就能免费租用观光脚踏车(原
费用300日圆)及电动脚踏车(元费用
500日圆) 

10/1～10/31 
堺车站观光介绍所１楼大
仙公园观光介绍所 

㈱近铁・都酒店 

针对经由关西机场的游客，发放可以在关西地区
酒店餐厅使用的优惠券 
使用餐厅优惠折扣（优惠率等由个酒店制定） 
※大阪喜来登酒店、大阪万豪酒店、京都威斯汀
酒店为85折优惠 

餐厅的优待（比例依照各酒店设定） 
 

10月１日～31
日 
 

关西地区酒店 

㈱近铁・都酒店 
和近铁集团各公司合作施行招客政策(提供住宿
券等等) 

  今后随时   

㈱近铁・都酒店 实施吸引外国观光客的各种政策。 

为了吸引观光客，通过专员可得到价
格折扣的设定及考虑到飞航状况 
的不稳定而免除取消订位的手续费等
政策(内容依各酒店而有不同) 

期间不定  关西地区酒店 

㈱近铁百货公司 
阿部的Harukasu近铁本店 

9月23日(星期日)~9月30日(星期日)之间 
凡购买男装，女装后执行免税手续的客人赠与企
业赠品(每日限定一百名) 
 

期间中，凡购买男装，女装后到3.5
楼的国际贵宾沙龙进行免费手续的客
人，对每天先到的100名客人赠送食
品样本钥匙圈。 

9/23-9/30 
阿部的Harukasu近铁本店 
Wing馆 3.5阶 
国际贵宾沙龙 

㈱近铁百货公司 
阿部的Harukasu近铁本店 

10月22日（周一）~11月30日（周五）期间，
凡购买女装、男装后，在3.5楼的国际贵宾沙龙
办里免税手续的顾客，可获得礼品一份（每日前
50名顾客） 
 

期间中，凡购买男装，女装后到3.5
楼的国际贵宾沙龙进行免费手续的客
人，对每天先到的200名客人赠送付
有近铁商标的可清除式荧光笔。 

10/22～11/30 
 

阿部的Harukasu近铁本店 
Wing馆 3.5阶 
国际贵宾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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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近铁不动产㈱ 
（Harukas） 

来访Harukas展望台的外国游客，可获得可在展望台内的
咖啡店以及商店使用的300日元代金券。 

  
10/1～
10/10 

Harukas展望台16楼售票处 
 

㈱近铁Retailing 对于提示护照的外国观光客的饮食费用打九折 饮食费用打九折 

9/21-10/31 

江戸川（难波walk店、上本
町店、天王寺店、阿部の
HarukasuDining店、三番街
店）、百楽（本店、天王寺
Sinowasu）、四川餐店（阿
部的HarukasuDining店）、
Solare Dono 

10/1-10/31 
月日亭（难波店、上本町店、
天王寺店）、操舵 

㈱KNT－CT全球旅行 
访日FIT支店 

YOKOSO Japan Tour&Hotel的关西出发赏枫旅程（限
定七个行程）在申请时发行500日圆的折扣优待券(由订
阅电子邮件及社群软件发行) 

申请时发行500日
圆的折扣优待券 

在10月之中
申请 

YOKOSOTour网站 

㈱海游馆 

 
①活动期间，语音讲解的使用费用立减200日元（6折优
惠） 
※语音讲解 一般500日元→300日元 
所包含语种：英语、汉语（繁、简）、韩语、泰语、法
语 
②活动期间，海游馆入馆游客，可获得welcome贴画一
张 

9/21-10/31 
①海游馆入口大楼3楼的服务
中心 
②售票处 

NIFREL（活着的博物馆） 
光临NIFREL的前600名游客，可获得“反光镜”一个。 
 

企业赠品 
10/22～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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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海游馆 
9月21日（星期五）～10月31日（星期三）之间、赠送
到海游馆的客人Welcome贴纸 

企业赠品 9/21-10/31 海游馆  

㈱海游馆 

前年，使用了海游馆独家导入的平板计算机等多语言影
像翻译系统中，在市集中为了增加外国观光客的便利性，
扩增到能对应１０国语言（英语，国语，韩语，泰语，
越南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他加禄语）的机
能。 

  从9月开始 
海游馆              
市集 

㈱海游馆 
在市集中的店铺（餐厅，土产店，游乐设施），对使用
客船而来的外国观光客发布特价折价券。 

特价折价券 
9月          
～         
12月底 

海游馆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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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京阪奈广场酒店 

京阪广场酒店的商务套房可享受半价优惠，仅限一间。 
在充满古典、优雅气息的房间里，也很适合度过两人的纪念日。 
（费用包含两人一晚住宿的税费、服务费以及早餐费） 
※需要事前电话预约 

10/1 ～ 10/31 
京阪奈广场酒店 
TEL.0774-95-
0101 

大阪都喜来登酒店 向经过关西机场的住宿者，提供餐厅优惠券   
大阪都喜来登酒
店 

大阪万豪酒店 向经过关西机场的住宿者，提供餐厅优惠券   大阪万豪酒店 

天王寺都酒店 向经过关西机场的住宿者，提供餐厅优惠券   天王寺都酒店 

近铁环球影城酒店 向经过关西机场的住宿者，提供餐厅优惠券   
近铁环球影城酒
店 

PIRATES OF OSAKA 
 

在活动期间，平日13:00~16:00的航运，可享半价优惠 
成人/1000日元→500日元（12岁及12岁以上） 
儿童/800日元→400日元（4岁以上） ※3岁以下儿童免费 

9/21 ～ 10/31 

售票处 
大阪市中央区道
顿堀1-5-7 
B1F 

堺市博物館 

 
①仁德天皇陵古墓VR游 
 海外游客特惠价格500日元（一般800日元） 
②出示护照可免费入馆（门票 一般200日元） 
※在入口处需出示护照 
可使用多语种的“堺旅游指南”（英、中（简），中（繁），韩） 

① 10/9 ～ 10/31 
② 10/1 ～ 10/31 

堺市博物館  

堺车站旅游咨询处（1F） 
大仙公园旅游咨询处 

观光自行车 
海外游客可免费使用（一般 电动自行车500日元、普通自行车300日元） 
※需向前台出示护照 
可使用多语种“堺旅游指南”（英、中（简），中（繁），韩） 

10/1 ～ 10/31 

堺车站旅游咨询
处一楼以及大仙
公园旅游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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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大阪周游券 
免费入馆，可体验51处旅游设施，享受28处旅游设施的特惠、74家商铺的优惠
折扣 

10/1 ～ 10/7 

大阪旅游咨询处
（JR大阪站内），
难波旅游咨询处
（南海难波站内）
以及大阪地铁新
大阪站、梅田站、
难波站的地铁咨
询柜台 

月日亭 
餐饮费用九折 
※需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10/1 ～ 10/31 

月日亭 难波店月
日亭 
上本町店月日亭 
天王寺店 

江戸川 
餐饮费用九折 
※需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9/21 ～ 10/31 

江户川 难波步行
街店 
江户川 上本町店  
江户川 天王寺店 
江户川 阿部野
harukas dining
店 
江户川 三号大街
店 

操舵 
餐饮费用九折 
※需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10/1 ～ 10/31 操舵 

百乐 
餐饮费用九折 
※需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9/21 ～ 10/31 
中国菜 
百乐 本店 百乐 
天王寺 

 
四川餐馆 阿部野harukas 
dining店 
 

餐饮费用九折 
※需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9/21 ～ 10/31 
四川餐館 阿部
野harukas 
dining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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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Solare Dono 
餐饮费用九折 
※出示护照。不可同时享用其他折扣及优惠 
※近铁百货 

9/21 ～ 10/31 Solare Dono 

阿部野harukas近铁本店 

赠送小礼品 
活动期间，凡是购买女士、男士服装，并在3.5层的海外游客服务中心办理退税
的顾客，赠送食物钥匙扣一个。（仅限当日前100名顾客） 
 
赠送小礼品 
活动期间，凡是购买女士、男士服装，并在3.5层的海外游客服务中心办理退税
的顾客，赠送食物钥匙扣一个。（仅限当日前200名顾客） 

9/23 ～ 9/30 
 
10/1 ～ 10/10 

阿部野hasukas
近铁本店wing
馆海外游客服务
中心 

关西国际机场直营免税店 

事前在网上预约的游客，只要在付款处出示兑换券（图像），即可获得原创商
品一件（FRIXION笔或笔记本） 
※折扣对象（化妆品・香水・酒・香烟等，一部分商品除外） 
※原创商品送完为止 
※限当日前300名。 
电脑登录网站 
https://www.kixdutyfree.jp/ComMainVisual.aspx?file=2018pre 
手机登录网站 
https://www.kixdutyfree.jp/sp/ComMainVisual.aspx?file=2018pre 

9/27 ～ 10/31 
售完为止 

关西国际机场直
营免税店 
1、2号航站楼
（KIX免税本馆
北店、KIX免税
本馆南店、KIX
免税2号航站楼
店） 

高岛屋 大阪店 
只要拍摄并出示带有“大阪加油”图片，当日的前100名顾客即可获得礼品一份 
※该活动需在“高岛屋大阪店内购买商品，并且办理退税手续”。 

10/1 ～ 10/31 高岛屋 大阪店 

大阪车站城（osaka 
station city） 

 
在大阪车站城可使用购物、餐饮优惠券 
大阪车站城内的LUKUA大阪以及大丸梅田店等100家商铺可使用优惠宣传页
（结账时打九折等），并且在大阪车站城3楼服务台处提供特制的单页文件夹
1500页 
也可使用手机网站上的优惠信息（英、中繁、中简、韩） 
※10月1日（周一）以后，使用「JR-WEST RAIL PASS」的游客，将会在大阪车
站城服务台（大阪站3楼南北联络桥），赠送前1500名）游客（每人仅限一件）
原创单页文件夹以及可在大阪车站城内主要店铺使用的优惠手册，详情请登陆
官网查询。 

10/1 ～ 
2019/3/31 
优惠期间 

大阪车站城
（osaka 
station city）内
各项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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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京阪百货店 只要在服务台处出示护照，即可获得京阪百货店守口店85-95折优惠券 10/1 ～ 12/31 
京阪百货店守口
店 

ASICS STORE 出示护照，可享受免税+95折优惠 9/22 ～ 10/31 

ASICS大阪心斋
桥 
ASICS STORE大
阪 
ASICS STORE神
户 

ASICS TIGER 出示护照，可享受免税+95折优惠 9/22 ～ 10/31 
ASICS TIGER大
阪心斋桥 

harukas展望台 

游览hasukas展望台，并通过SNS发送状态，展现展望台魅力的游客，将获得
特殊礼物一份 
游览hasukas展望台的外国游客，将获得可在展望台内各家餐厅以及商店使用
的、价值300日元的代金券一张 

9/21 ～ 10/31 
 
10/1 ～ 10/10 

16楼的售票处领
取 

㈱KNT － CT环球旅行 
日本游FIT 分店 

报名「YOKOSO Japan Tour&Hotel」关西始发观赏红叶旅行团（7景点）时，
赠送500日元优惠券（通过电子杂志、SNS发行） 
※报名时，可使用该优惠券 

10 月中旬报名 

刊登在YOKOSO 
Tour网站9/28日
特集当中，预计
在10/12日通过
SNS发布 
 

欧力士野牛 
大阪旅游局咨询处，为外国游客（两天限定20名游客），提供免费招待服务， 
※请在旅游咨询处提供护照 

10/4.10/5 
大阪旅游咨询处 
（JR 大阪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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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阪急国际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8家）九折优惠 10/1～10/31 

SPECIALTY 
RESTAURANT”MALMAISON
” 
RESTAURANT&SKY BANQUET 
“SOKAMENTE” 
中国料理“春兰门” 
铁板烧 “chayamachi” 
okima-zushi“翁鮨” 
Tea Lounge“Parterre” 
酒吧“Ceres” 
Buffet＆Café 
Restaurant“NIGHT and 
DAY“ 

宝塚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8家）九折优惠 
 

10/1～10/31 

法国料理 puurumie 
Café Restaurant SOLARES 
啤酒餐厅 beer cellar 
自助餐“THE GARDEN ”  
铁板烧 梅野 
日本料理 曙 
酒吧 kusunoki 
Tea Lounge Runaissance 

大阪千里阪急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5家）九折优惠 
 

10/1～10/31 

自助餐“Chagall” 
中国料理“三乐“ 
铁板烧・法国菜・日式、西式会
席料理”BONAGE“ 
Main Lounge”Sakura 
Lounge“，”Cake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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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大阪阪急世博会公园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4家）九折优惠 10/1～10/31 

自助餐”VERDE”、 
餐厅”ensoleille” 
日本料理”HANASENRI”、 
Garden Lounge 「fonte」 
※含蛋糕店 

大阪新大谷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九折优惠 ～10/31 
不包含法国料理 樱花， 
仅限酒店直营餐厅 

阪神大阪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4家）九折优惠 10/1～10/31 

自助餐「NeN」  
日本料理「花座」 
中国料理「香虎」 
酒吧「CABALLERO」 

大阪新阪急酒店 可享受酒店直营餐厅（15家）九折优惠 10/1～10/31 

（酒店内）铁板烧“LOIN“、法国
料理・中国料理”MONSELET”、
自助餐”Olympia”、
“Rainbow”“、”BRILLANT” 、
“SANTORU”、”Blue 
Jean”、”RIDO”、”BIITSU” 
、”NANIWA TACHIBANA” 
（阪急一号楼17F）有马  
（阪急一号楼1F）P.ansy 
（阪急Grand Building 27F）
Grand白乐天  
（HEP NAVIO 6F） 
”LOIN” HEP NAVIO、 
”CLAIR”HEP NAVIO 

神户海港大酒店 
可享受酒店餐厅九折优惠 
免费获得酒店同品牌饮用水一瓶 

～10/31 酒店餐厅12家店舗 +alam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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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企业或团体名称 活动内容 期间 场所 

法善寺 浅草 
通过振兴计划预约的游客，将会以8000日元享受原价10000日元的河豚火锅
套餐（税费另付） 
 

10/1 
～10/31 

大阪市中央区难波1
－1－12 
「法善寺 浅草」 
 

道具屋筋商店街振兴工会 
 

作为“大阪加油宣传活动“的一环，将举办”道具屋筋庆典” 10月７日（周日） 道具屋筋商店街 

一般社团法人 
促进大阪活力事业执行委
员会 

 
作为“大阪加油宣传活动”的一环，将举办“道顿堀河畔散步路庆祝活动” 

10月13日（周六）、
14日（周六） 

自湊町river place
至相合桥的南部区
域 
 

度假饭店和歌山 自10月９日（周二）起，前1000名住宿者，将获得梅干一份 
10/9～ 
按入住先后顺序 

度假饭店和歌山(和
歌山县南部町山内
字大目津住宿348) 

日式炸虾盖饭・天妇罗本
铺 SANTEN 

从印刷品的QR码和网页访问特设专用网站。出示优惠券画面，就可以得到
免费商品（3只虾天妇罗或3片鸡天妇罗）。 

10/16～11/30（予
定） 

日式炸虾盖饭・天
妇罗本铺 
SANTEN 
 关西地区的店铺 

近铁控股集团（株） 
与韩亚航空合作，韩亚航空指定旅行社的大阪旅游商品中，将附赠harukas
展望台门票一张（前200名游客） 

调整中 

28 

“欢迎来日本关西旅游！”宣传活动（10月23日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