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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eting, 
K-Incentive 
在韩国享受的特殊体验

会议、奖励旅游主要招揽案例

团体名 访韩目的 国家/地区 访韩期间 规模
（名）

Indo Sejahtera Jaya 
(PT ISJ) 奖励旅游  印度尼西亚 2020.1.17~21 183

卡瓦盛邦(上海)牙科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KAVO 集团) 企业会议 中国大陆 2020.1.16~18 839

Zebra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 企业会议 新加坡 2020.1.8~11 370

辽宁溢涌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溢涌堂生物科技) 奖励旅游  中国大陆 2020.1.7~12 4,145

Performance Labs Pte Ltd 企业会议 新加坡 2019.6.13~15 3,184

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盛汉参化妆品) 企业会议 中国大陆 2019.6.9~13 2,491

安丽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Anli, 台湾安丽) 奖励旅游  台湾 2019.4.5 2,132

广州颜如玉医药科技 
(颜如玉医药) 奖励旅游  中国大陆 2019.9.23~27 1,958

Red Hat Asia Pacific 企业会议 新加坡 2019.9.16~20 806

Herbalife Product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亚康宝莱产品有限
公司)

奖励旅游  马来西亚 2019.11 776

修正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製藥集團） 奖励旅游  中国大陆 2019.10 3,400

颜如玉医药

248,244名

202,501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308,850名

企业会议·奖励旅游
外国人访韩招揽现状

1



会展中心

地区 CVB

地区 会展中心 官网

首尔特别市
Coex  www.coex.co.kr

aT中心 atcenter.at.or.kr

釜山广域市 釜山会展中心   www.bexco.co.kr

大邱广域市 EXCO  www.exco.co.kr

仁川广域市
松岛会展中心  www.songdoconvensia.com

百乐达斯城 www.p-city.com

光州广域市 金大中会展中心  www.kdjcenter.or.kr

大田广域市 大田会展中心  www.dcckorea.or.kr

京畿道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www.kintex.com

全罗北道 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www.gsco.kr

全罗南道 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www.expo2012.kr

庆尚北道
HICO  www.crowncity.kr/hico/ko/main/main.do

GUMICO  www.gumico.com

庆尚南道 昌原会议中心  www.ceco.co.kr

济州特别自治道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www.iccjeju.co.kr

地区 CVB 电话 电子邮箱 官网

首尔旅游财团 02-3788-0826 plusseoul@sto.or.kr kr.miceseoul.com

釜山旅游发展局 051-780-2184 simon6306@bto.or.kr www.bto.or.kr/cvb

大邱会展局 053-382-5220 dcvb@daegucvb.com www.daegucvb.com

仁川旅游发展局 032-899-7300 cvb@into.co.kr cvb.visitincheon.or.kr

光州旅游财团 062-611-3622 convention@gjto.or.kr  www.gjto.or.kr

大田营销公社 042-250-1323  micedaejeon@dime.or.kr www.dime.or.kr

蔚山旅游财团 052-255-1841~4 ucvb@uto.or.kr  www.ueco.or.kr

京畿旅游发展局 031-259-4791 ondal007@gto.or.kr www.gmice.or.kr

高阳会展局 031-927-9970 help@goyangcvb.com www.goyangcvb.com

水原会展局 031-303-6032 ellykim@scc.or.kr www.scc.or.kr

江原道旅游财团 033-269-8938 jijo@gwto.or.kr www.gwto.or.kr

江陵观光振兴公社 033-640-9842 jmlee@gtdc.co.kr www.gtdc.or.kr

全罗北道文化旅游财团 063-230-7492 river@jbct.or.kr www.jbct.or.kr

全南文化财团 061-280-5800 - ijnto.or.kr

庆南旅游财团 055-212-6711~5 june@gnto.or.kr www.gnto.or.kr

庆州和白会展局 054-702-1011~2 hannahj@crowncity.kr www.crowncity.kr

济州会展局(社) 064-739-2206~10 jhcho@jejumice.or.kr www.jejucvb.or.kr

襄阳国际机场

大邱国际机场

金海国际机场

务安国际机场

清州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

济州国际机场

仁川邮轮港

釜山邮轮港

束草邮轮港

济州邮轮港

丽水邮轮港

松岛会展中心、
百乐达斯城

大田会展中心

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金大中会展中心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Coex、aT中心

GUMICO

昌原会议中心

EXCO

HICO

釜山会展中心�

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仁川

京畿

首尔

光州

全南

大田

全北

大邱

庆北

庆北

庆南

济州

釜山

  具备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世界级会展中心，便利的交通，地方自治团体携手住宿、购物、     

   旅游业通过紧密合作提供大力支援
  17个地区的MICE专业团队
  15个会展中心、8座国际机场、5个邮轮码头、7座国内机场
  KTO与地方自治团体的系统支援政策

 Why Korea?

1 MICE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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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SAFE

仁川国际机场

5个邮轮码头

K-防疫系统

全国8座国际机场

连接全国的韩国交
通网

 通航全球52个国家、173个城市 (以2019年为准)
 2021年获得全球机场首例ACI主办客户经验认证第4级 仁川、金浦、襄阳、清州、大邱、务安、金海、济州

   仁川邮轮港 : 可容纳全球最大的22.5万吨邮轮的邮轮码头
  釜山、丽水、束草、济州邮轮港   7座国内机场、KTX、24小时高速及市外巴士

  针对韩国主要景点、酒店旅馆、餐厅构建防疫系统 : 

   提供消毒洗手液、零接触测温、安心呼叫电话等

  构建仁川国际机场智能K-机场防疫系统 : 

    计划针对出境旅客实施3阶段的发热检测、加强出入境的全程防疫、

利用机器人与自助服务机进行零接触发热检测、构建负压病房、构建

数字健康通行证

52

5

K

8

7

个国家

个邮轮码头

防疫

全国8座国际机场

7座国内机场 

 Why Korea?  Why Korea?

2 3交通便利、K-防疫系统

信息通信技术(ICT) 基础设施

安全旅游国家

  全球最早实现5G全国商用化(2019.4.3.)

  光缆超高速网络普及第一(OECD 2018)

   移动网速第二、超高速网速第七，
   是唯一一个移动网速与超高速网速皆排名前十的国家
  （UCLA测速全球指数 2021）

   夜晚也可放心出行，盗窃率较低的舒心旅游环境

  访韩游客满意度项目中治安满意度排名第一
   (2019年外国游客实况调查、韩国旅游发展局)

旅游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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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Unique Venue 39

 Why Korea?

4
韩流、韩食、庆典、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魅力与流行文化

首尔特别市 仁川广域市

京畿道

釜山广域市

庆尚北道

大邱广域市 庆尚南道

光州广域市

忠清南道

全罗北道

江原道

济州特别自治道

国立中央博物馆

文化储备基地

汉江游览船

韩国石艺博物馆

鹭得岛

韩国石头艺术博物馆

浮岛会议中心

韩国之家

传灯寺

奥克伍德高级酒店全景65

Tri-bowl

光明洞窟

韩国民俗村

现代游览船

韩国漫画影像振兴院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江陵乌竹韩屋村

DMZ博物馆

南怡岛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独立纪念馆 阳光影视城

王的至蔤 韩国声音文化殿堂

APEC世峰楼

国立庆州博物馆

大邱艺术发电站

Museum DAH

The Bay 101

皇龙院

Clayarch金海美术馆

电影殿堂

本态博物馆

济州民俗村

思索之苑

原州韩纸主题公园 麟蹄Speedium 阿瑟罗艺术世界

6 7



 Why Korea?

5 团建活动

通过交流，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强化团队协作

韩流体验
K-POP

传统音乐体验
四物游戏

任务游戏
首尔赛跑

特色体验
探访韩剧拍摄地

自然体验
农渔村体验

料理体验
韩食

朝鲜王室体验
宫殿月光纪行

传统文化体验
跆拳道

运动体验
生存游戏

表演体验
乱打

特色体验
主题公园

参观产业现场

寺院寄宿
茶道、冥想

传统服饰体验
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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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内容 注意事项

支援对象/支援标准

通用 奖励旅游 企业会议:

流程

3. 参与者支援制度 (K-Incentive Fun-Up Program)

2. 支援对象

※ 以上支援内容按各等级人均支援上限提供
※ △可在支援上限内重复申请

支援事项 5级 4级 3级 2级 1级

纪念品1种  ○ ○ △ △ △

合作旅游景点门票 ○ ○ ○ ○

韩国文化体验支援 ○ ○ ○

韩国表演观看支援 ○ ○ ○

特别午餐/晚餐经费1次 ○ ○ ○

特别表演经费 ○ ○ ○

团建项目经费  ○ ○ ○

VIP纪念品  ○ ○ ○

设施租金 ○ ○ ○

欢迎活动（机场、港口、酒店等） ○

  申请期限：以入境日为准，至少14天前
  受理处：韩国旅游发展局各地区海外支社 
* 参考: 韩国旅游发展局MICE官网 (https://koreaconvention.org:8090) → 事业支援 → 企业会议/奖励旅游团

  支援对象 : 奖励旅游团体或企业会议团体外宾

  支援标准

停留2晚以上

外国人参与者
10人以上

由企业负担旅游经费的因奖励旅
游而访韩的团体

由特定企业主办，以会议及旅
游为目的而访韩的团体（日程
表上须包括4小时的会议）

访韩人数(名) 奖励旅游团体 企业会议团体

10~49 5级 4级

50~199 4级 3级

200~499 3级 2级

500~999 2级 1级

1,000以上 1级  

※ 各等级设有人均支援上限

KTO 奖励旅游、
企业会议支援制度

1. KTO支援流程

获取日程、名单 确认支援等级与
支援内容

填写申请表 通过电子邮件申请
（KTO海外支社）

* 准备材料：日程、名单（须注明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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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考察支援 

4. 企划者支援制度 (K-Incentive Value-Up Program)

参与者项目特点

事先考察支援 

针对奖励旅游/企业会议主办方（企划方）的奖励制度
  提供环保产品作为访韩团体纪念品
  体验CSR活动、环保团建活动、责任旅游时升级支援等级
* 例：体验制作韩食后向福利机构捐赠食物、Habitat志愿服务活动等

  支援对象：确定成功招揽或可能性较高的大中型企业会议/奖励旅游团体企业负责人或成功送出团的旅行社相关人士

  支援项目 : 事先考察支援 (机票、在韩滞留费用、海外机场休息室服务等)
   *  已事先决定好参与招揽的韩国合作旅行社（DMC）时，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支援国际机票等海外产生的费用，
       合作旅行社则负担在韩国国内产生的费用（滞留费用、国内机票等）

   支援标准

  奖励时间
每年11月或12月（视各海外支社日程而定）

- 奖励年度/最近5年输送访韩团体的旅行社
- 优先向选定企业（旅行社）的相关人员提供MICE设施、项目的考察机会 

  主要内容

  支援内容 

区分 可支援的最低人数*(人) 支援上限(%) 参考事项

中国大陆 1,000 (500**)

团队实际访韩时
预期支援金的30%

团体实际访韩时不扣除事
先考察的支援费用，提供

100%支援金
（可能会有所变动）

日本/东南亚/华语圈 500 (300**)

欧美/印度/中东 100

** 截至2022年末，限时放宽中、日、东南亚、华语圈的适用标准。

KTO海外支社

向总部发送事先考察的
申请公文(事先考察概
要、标明支援事项)

回复支社事先考
察申请公文

在支援上限内
进行支援 

向总部寄送事先考
察的结果报告公文

KTO 总部 KTO 总部 KTO海外支社

** 视Korea Incentive Awards活动或海外支社举办活动情况进行支援。

区分
年度累计输送的访韩人员*

3千人以上 6千人以上 1万人以上 1.5万人以上 2万人以上

发放奖牌 ○ ○ ○ ○ ○

发放纪念品/商品券
（视海外支社情况而定**） 纪念品 纪念品 1百万韩元

等值券
2百万韩元
等值券

3百万韩元
等值券

访韩考察项目
（须事先审批） - - ○ ○ ○

提供特别升级

滞留4晚以上的团体
使用仁川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以外的
地方机场出入境的团体

在首都圈(首尔、京畿、仁川)
以外地区住宿
1晚以上的团体

最近3年内
再次访韩的团体

进军海外的
韩国企业团体

长途 (欧美、西南亚地区) 
访韩团体 参加ESG体验项目的团体 *无法重复升级，须事先协商。

  支援流程
4晚以上 1晚以上

地方
机场 首都圈

以外地区 3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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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给者支援制度 (K-Incentive Reward-Up Program)

支援对象/支援内容

  支援对象

   引进企业会议/奖励旅游团体的DMC、PCO等相关人士

      支援内容

        - 选定优秀项目（Best Practice）后颁发奖金与奖牌、制作宣传视频 

        - 以优秀企业为对象提供 Korea MICE Awards(KMA) 获奖(长官、市长) 机会 设施名称（简体中文） 设施名称（英文） 地区

Jump JUMP 首尔

幻多奇秀 FANTASTICK 首尔

Chef（原拌饭秀） CHEF : New Brand of Bibap 首尔

爱舞动 Sachoom 首尔

消防员 FIRE MAN 首尔

乱打 NANTA 首尔(弘大、明洞)/济州

Hero涂鸦秀 PAINTERS 首尔(钟路、忠正路)/济州

面包秀 Pang Show 首尔

飞翔 FLYING 庆尚北道庆州 

音乐剧《只有你》 Musical Drama - Only You 首尔

日与月国乐秀 Sun & Moon 首尔

[附录]
选择支援合作企业 

常设表演  表演时间 75~100分钟

Jump

涂鸦秀

Chef（原拌饭秀）

飞翔

乱打

太阳&月亮国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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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체험지원>

设施名称（简体中文） 设施名称（英文） 地区
特丽爱3D美术馆 Trick Eye Museum 首尔, 釜山
特丽爱3D美术馆 Trick Eye 济州
Aqua Planet Aquaplanet 济州、高阳、丽水、首尔
Onemount Onemount 京畿道高阳
乐天世界 Lotte world 首尔
爱宝乐园 Everland 京畿道龙仁

爱来魔相博物馆 Alive Museum 首尔
生态乐园 Eco Land 济州
韩国民俗村 Korean Folk Village 京畿道龙仁
釜山塔套票 Busan Tower+Buseum of Movies 釜山
现代邮轮 Hyundai Cruise 京畿

大邱E-World游乐园 Daegu E-World 大邱
小法兰西 Petite France 京畿道加平

COEX水族馆 Coex Aquarium 首尔
太阳谷水上乐园 SunValley Water Park 京畿道骊州
松岛海上缆车 Songdo Air Cruise 釜山
清风湖畔缆车 Cheongpung Cable car 忠清北道堤川
Museum DAH Museum DAH 釜山

百乐达斯城幻乐宝 Incheon Paradise City 仁川
百乐达斯城CIMER Paradise City CIMER 仁川
高阳水上乐园 Aquafield Goyang 京畿道高阳

奥塞克绿园酒店温泉 OSAEK GREENYARD HOTEL 江原道襄阳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HYUNDAI MOTORSTUDIO 京畿道高阳
金海加耶主题公园 Gimhae Gaya Theme Park 金海

积木校园 Brick Campus 济州、釜山、江原道

设施名称（简体中文） 设施名称（英文） 地区

韩服男 Hanboknam 首尔(景福宫、昌德宫)、全州

Sports Monster Sports Monster 京畿(高阳、河南)

弥邹忽传统文化研究院 Hansik Esperience at Michuhol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Center 仁川

Running Man体验馆 Running Man 首尔、江原(江陵)、釜山

天空之湖 Skylake 大邱

贞洞Maru 长鼓体验 Janggu Experience at 
Jeongdong Maru 首尔

乱打学院 NANTA Academy 首尔

智勇迷宫 Dynamic Maze 首尔、江原(束草)、济州

RKD娱乐 Real K-POP Dance 首尔

KING STUDIO工作室 King Studio 首尔

Ttangttang乐园 Ttangttang Land 大邱

MUSE娱乐 MUSE Entertainment 仁川

景点 体验支援

特丽爱3D美术馆 韩服男

韩国民俗村 智勇迷宫

Onemount Sports Monster

釜山海上缆车 RKD娱乐

爱宝乐园 贞洞Maru 长鼓体验

百乐达斯城幻乐宝 Ttangttang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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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社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东京支社 6F Korea Center 4-4-10 Yotsuya Shinjuku-ku Tokyo 
160-0004 Japan 81-3-5369-1755 tokyo@knto.or.kr

大阪支社 23F Twin 21 MID Tower 2-1-61 Shiromi Chuo-ku 540-
6123 Osaka Japan 81-6-6942-0847 osaka@knto.or.kr

福冈支社 5F Asahi Bldg. 2-1-1 Hakata-ekimae Hakata-ku 
Fukuoka 812-0011 Japan 81-92-471-7174 fukuoka@knto.or.kr

北京办事处 3rd Fl., Korea Center Building, 1 Guanghua Xili, 
Chaoyang, Beijing, 100020, China 86-10-6585-8213/8214 beijing@knto.or.kr

上海办事处 Room 502, Huizhi Building, No.396 Caoxi Rd.(N) 
Shanghai, 200030, China 86-21-5169-7933 shanghai@knto.or.kr

广州办事处 Unit 803, 8th Fl., TaiKoo Hui Tower 1, No. 385 Tianhe 
Road, Guangzhou, 510620, China 86-20-3893-1639 kntogz@163.com

沈阳办事处
Room 3306, Tower A, China Resources Building, No. 
286, Qingnian Street, Heping District, Shenyang, 
110004, China

86-24-3137-9343 ktoshenyang@163.com

成都办事处
Room 2604, No. 1 (Pingan Fortune Center), Section 
3, Renmin South Road, Wuhou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0041, China

86-28-6557-2311 chengdu@knto.or.kr

西安办事处 Rm. 01 Kaide Square 16 Fl., No. 64 West Part of South 
Second Ring Road, Yanta District, Xi'an, Shaanxi, China 86-29-8964-0100 xiankto@hotmail.com

武汉办事处 Room 6, 15F, Wuhan·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 
1398 Jinghan Road, Wuhan, 430010, China 86-27-5937-4380 kto_wh1330@126.com

香港支社 Unit 2202-2203, 22/F., World Trade Centre, 280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852-2523-8065 general@knto.or.kr

台北支社
Room 3206, TWTC International Trade Building,  No. 
333, Section 1, Keelung Rd, Xinyi District, Taipei City, 
11012

886-2-2772-1330 ktotp@knto.or.kr

乌兰巴托办事处
#504, The Blue Sky Tower, Peace Avenue 17, 
Sukhbaatar District, 1 Khoroo, Ulaanbaatar, 14240, 
Mongolia

976-7744-9090 ktoub@knto.or.kr

东北亚

支社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新加坡支社 Korea Plaza, 3 Church Street, #01-02 Samsung Hub, 
Singapore 049483 65-6533-0441 singapore@knto.or.kr

曼谷支社
Interchange Building 25th Fl. (Unit 3), 399 Sukhumvit 
Road, Klongtoey-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66-2-611-2731~3 koreainfo@kto.or.th

吉隆坡支社 Suite 7-03, 7th Floor, Menara Hap Seng, Jalan P. 
Ramlee,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2143-9000 marketing.ktokl@gmail.

com

新德里支社 3rd Floor, Pegasus One, Golf Course Road, Sector–53, 
Gurgram-122003, Haryana, India 91-124-464-9191 india@knto.or.kr

河内支社 Unit 1302, 13th Floor, Charmvit Tower, 117 Tran Duy 
Hung St.,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24-3556-4040 hanoi@knto.or.kr

雅加达支社 Wisma GKBI Lt. 21 Suite 2102A, Jl. Jend. Sudirman 
Kav. 28 Jakarta 10210, Indonesia 62-21-5785-3030 ktojakarta@knto.or.kr

马尼拉支社 19F, Tower 1, High Street South Corporate Plaza, 9th 
Ave. corner, 26th Str., Taguig City, Manila, Philippines 63-2-7358-0856 ktomanila@gmail.com

迪拜支社 Dubai World Trade Center, 19th Fl., P.O. Box 9488, 
Dubai, U.A.E. 971-4-331-2288 knto@eim.ae

伊斯坦布尔支社 Veko Giz Plaza K:15 Maslak, Sariyer, Istanbul, Turkey 90-212-290-2630 istanbul@knto.or.kr

阿拉木图办事处 10th Floor, "Green Tower" Business Center 192/2, 
Dostyk Ave., 050051, Almaty, Kazakhstan 7-727-344-0971 almaty@knto.or.kr

支社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洛杉矶支社 5509 Wilshire Blvd., Los Angeles, CA 90036, U.S.A. 1-323-634-0280 ktola@knto.or.kr

纽约支社 400 Kelby St., Suite 1602, Fort Lee, NJ 07024 U.S.A. 1-201-585-0909 ktony@knto.or.kr

多伦多支社 25 Adelaide St. East, Suite 1101,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C 3A1 1-416-348-9056 toronto@knto.ca

悉尼支社 Level 18, Australia Square Tower, 264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61-2-9252-4147~8 sydney@visitkorea.org.

au

法兰克福支社 Korea Tourism Organziation, Stiftstraße 2, 5. OG,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49-69-233226 kto@euko.de

巴黎支社 20 Rue la Boétie, 75008, Paris, France 33-1-4538-7123 info.ontc@gmail.com

伦敦支社 3rd Fl., New Zealand House, Haymarket, London, 
SW1Y 4TE, U.K. 44-20-7321-2535 london@knto.or.kr

莫斯科支社 Business Center Entr 2, Floor 2, 10 Testovskaya Street, 
Moscow, 123112, Russia 7-495-989-4678 kntomc@knto.or.kr

符拉迪沃斯托克办事处 102, Business Center Floor 1, 17 Okeansky Prospekt,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65-11-63 knto_vl@mail.ru

东盟、西南亚

欧美洲

[附录]  海外办事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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