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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月 21日 

 

 
 

受到 2018年 9月台风“飞燕”的影响暂停运行的关西机场线，将于 9月 18日（星期二）自

始发列车开始恢复运行。 

此次，JR 西日本也将加入配合关西国际机场正式修复实施的“关西访日观光复兴计划”，

积极在车站及列车内面向海外观光游客提供温馨服务，并在海外宣传关西观光信息。 

致力于通过下述措施，拉动关西观光需求。 

 

（1）赠送关西机场站迎宾饮品兑换券 

·以使用本公司所发售的访日游客专用商品的游客为对象 

·前 10,000名游客（每人限领 1次） 

·自 9月 21 日（星期五）起，可前往 JR西日本关西机场站检票口内柜台领取兑换券 

·可于 7-ELEVEN Kiosk JR 关西机场 3号站台店（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DAILY SERVICE NET 运营）兑

换券面记载的饮品 

 

（2）免费提供关西机场站至京都的空手观光服务 

·于关西机场站免费提供至京都站或京都市内住宿设施的行李寄送服务 

 （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MARUNIX运营） 

·前 2,000名游客（截止至 10月末） 

·每人仅限免费寄送 1件行李 

·自 9 月 21 日（星期五）起，可前往 JR 西日本关西机场站检票口内柜台（Crosta 关西机场）办理

寄存 

 （请出示本公司所发售的访日游客专用商品车票） 

·下午 2点前寄存的行李，将于当天下午 8点以后寄送至京都市内酒店，亦可在下午 6点～8点间前

往京都站领取行李 

 

（3）于关西机场站设置 Hello Kitty 新干线迎宾板 

·自 9月 21 日（星期五）起，于 JR西日本关西机场站检票口内进行设置 

 

（4）面向搭乘特快 HARUKA 号的乘客赠送“Hello Kitty 原创商品”等 

·前 25,000名游客（每人限领 1次） 

·自 9月 21 日（星期五）起，于 JR西日本关西机场站检票口内柜台（Crosta 关西机场）发放礼品 

（请出示特快 HARUKA 号特快票或本公司所发售的访日游客专用商品车票） 

  ·赠送原创 Hello Kitty 文件夹（10,000 份）或笔记本 3本套装 

（15,000份） 

※根据库存情况，可能无法选择您所希望的礼品。 

 

（5）邀请来自频繁利用关西机场的东亚的媒体前来宣传观光信息 

·预定将邀请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的媒体（11月准备结束后） 

 

 

“关西访日观光复兴计划”JR 西日本措施 

JR西日本

西日本旅客鉄道株式会社



 

 

 

（6）关西圈 JR 西日本酒店集团优待服务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游客（每人限领 1次） 

·10 月 1日（星期一）～10 月 31日（星期三） 

·对象酒店及优待内容 

  京都格兰比亚大酒店 ：直营餐厅用餐即享免费饮料一份 

  大阪格兰比亚大酒店 ：直营餐厅用餐即享免费饮料一份 

  和歌山格兰比亚大酒店：直营餐厅用餐即享免费饮料一份 

  大阪比偲奇酒店     ：直营餐厅用餐即享免费饮料一份 

  尼崎比偲奇酒店     ：直营餐厅用餐即享免费饮料一份 

               入住时赠送免费点心 

  奈良酒店      ：入住时赠送迎宾饮品 

 

（7）面向光临大阪站的游客赠送原创精美礼品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游客 

·10 月 1日（星期一）起前 1,500 名游客（每人限领 1 次） 

·前往大阪车站城问讯处（大阪站 3F南北联络桥）即可获赠原创文件夹 

 

（8）面向搭乘“特快 HARUKA 号”前往京都站的游客的优待服务 

·提供于京都站周边百货店、商业设施出示智能手机等画面即可轻松享受特惠服务的电子优惠券（10

月准备结束后开始实施） 

·特惠提供设施（计划） 

  JR京都伊势丹 

  京都站前地下商场 Porta 

  京都站大楼专卖店街 The CUBE 

  京都拉面小路、日料小路 

  京都格兰比亚大酒店 

 

（9）面向于京都站周边百货店及商业设施使用“支付宝”的顾客提供特惠服务 

·面向于京都站周边百货店及商业设施使用“支付宝”条码支付的顾客，发放可在店铺等使用的特

惠券 

（10月准备结束后开始实施） 

·对象设施（计划） 

  JR京都伊势丹 

  京都站前地下商场 Porta 

  京都站大楼专卖店街 The CUBE 

 

 

JR 西日本集团将于酒店及车站购物中心等处，面向持“JR 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乘客提供

特惠服务。（参照附件“特惠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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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 新干线迎宾板（示意图）】 

 

 

 

 

 

【JR关西机场站检票口内柜台】 

【Crosta关西机场】 

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MARUNIX运营 

营业时间：8点～20点 

➣发放迎宾饮品兑换券 

➣受理空手观光服务 

➣发放 Hello Kitty原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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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良
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JR西日本集团“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特惠示例（2018年度）

使用条件 设施名称 特惠内容

大

阪

出示大阪车站城特惠专用网站
优惠券页面

大阪车站城

特惠服务包括优惠、礼品
各设施所提供的特惠服务内容存在差异，详情请浏览专用网站
http://osakastationcity.com/coupon/en/

LUCUA/LUCUA1100

大阪比偲奇酒店
意式厨房“Verde Cassa”餐饮费9折优惠
※（注）Drip-X-Cafe非优惠对象。

大丸梅田店

Umaimono Plaza

ALBi

crost

大阪EKI MARCHÉ

大阪格兰比亚大酒店
馆内餐厅餐饮费9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
※早餐、外带食品、寿司 寿司万除外

天王寺MIO 于主馆3F或广场馆2F服务区出示馆内购物小票即可获赠手绢一份

尼崎比偲奇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
可享受馆内餐厅餐饮费9折优惠
※对象店铺/露台餐厅“WEST RIVER cafe”

京

都

京都站大楼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获赠日式手绢一份
地点：京都站大楼2F问讯处（10:00am-7:00pm）

京都伊势丹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购物9.5折优惠
※食品、餐厅除外
※仅限日元（现金）、银联卡消费的顾客

京都格兰比亚大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馆内餐厅餐饮费9.5折优惠

奈良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主餐厅“三笠”、日本料理“花菊”餐饮费9折优惠
※早餐不享受优惠
※每张周游券最多可供2人使用

和

歌

山
和歌山格兰比亚大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大堂咖啡厅“PASSWORD”、日式餐厅“毬”、自助餐
厅“M（μ）”（3家店铺）餐饮费9折优惠

冈

山

SUN STATION TERRACE冈山 SUN STATION TERRACE馆所有商品9折优惠

冈山格兰比亚大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馆内餐厅餐饮费9折优惠
※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广

岛 广岛格兰比亚大酒店
持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顾客，可享受主酒吧“May Flower”餐饮费9折优惠
※购买瓶装酒除外
※每张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最多可供2人使用

JR西日本汽车租赁业出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附件　特惠概要

本

公

司

所

有

覆

盖

地

区

租车享受9折优惠

自行车租赁免费

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特惠服务详情，请浏览专用网站。

http://www.westjr.co.jp/global/en/ticket/pass/benefits/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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