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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t one 

企业概况 



        四川鼎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许可证号：

L-SC-CJ00028，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主要承接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及商务、公务考察及文化交流、

教育研学、体育赛事等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公司创始人马宇先

生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四川旅游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多

年在四川旅游市场和国外地区特别在港澳、台湾及东南亚享有

较高声誉。公司一向秉承科学的管理模式，并进行规范化经营。

早在公司成业之初，就自主研发了一套旅游团队管理系统，成

为省内首批自主研发并使用“智慧旅游”方式进行系统业务管

理的旅行社。 

公司简介 



公司主创人 
           ——马宇董事长介绍    

公司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   高级工商管理  硕士（EMBA） 

2008年创立四川鼎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 

担任的社会职位: 

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七届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青联联合委员会常委员及民族宗教界别副主任 

成都市青联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民族宗教界别主任 

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四川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 

成都旅行社协会副会长 

成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协会副会长 

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发展历程 

2012
年 

2014年 

2017年 
2015年 

2016年 

公司成立 

2012年与都江堰风景达成战略
合作意向，并由都江堰景区授予
“旅游战略合作伙伴” 
 

加入成都旅行社协会并成为“成都旅行社
协会副会长单位” 和“四川省网商协会
副会长单位  
 

加入“国际高尔夫旅游运营商协会
IAGTO”，同年成为“成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产业副会长单位”和 
“四川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单位”  
 

成都旅行社协会授予“成都旅行社20强”称号，同
年被评为“四川省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并打造“醉
好耍”乡村近效游APP平台  
 

被评为四川省十大诚信旅行社、年度四川入境游
十佳旅行社年度四川省优秀旅行社、年度四川旅
行社出境旅游“金牌专线”、年度四川省旅游系
统先进集体、获中国狮子联会《爱心企业》奖牌 
 

2008
年 



荣誉 
我们的 

企业荣誉 



我们将不忘初心，肩负重任 

荣誉鞭策我们不断勇攀高峰 

企业荣誉 



P art two 

企业文化 



员工 
风采 

企业文化 



公益 
活动 

企业文化 



安全培训 



P art three 

业务介绍 



入境中心 

主要承接台湾、香港、东南亚、欧美等国入境地接旅

游业务，拥有多名领队、语种导游、国语导游，均具

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素质较高，专业性强。其中

不乏“四川金熊猫奖获得者”、“全国十佳优秀导

游”、“成都十佳优秀导游”等优秀导游人才  

公司在注重自身接待服务的同时，积极配合省市旅游

部门组织的各种境内外推广活动，每年定期前往东南

亚各地区参加当地旅游展销会，获得“峨眉新金顶”

推广杰出贡献奖。并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主要旅行

社长年保持良好的固定合作关系 

业务介绍 



鼎龙户外 

为一群喜欢通过户外旅游探险达到强身

健体的朋友们创造最佳的探索行程，包

括登山、攀岩、徒步、露营等多种户外

活动。体验生活中另一种乐趣。 

业务介绍 

出境中心 

主营日本中、高端常规专线旅游团、

国际游轮旅行团，高端商务旅游定制

团、境外康养旅游、户外拓展旅游。

长期与服务优质国航、川航、日本全

日空等航空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倾力

打造出“卓悦行”专线品牌并获得

“金牌专线”称号 



业务介绍 

研 学 
中 心 

公司以强大的出、入境资源，以切合

不同学生的兴趣及需求定制出多样化

的研学之旅。把学生接进来，送出去，

发展不同渠道，让同学们充分认识本

地特色传统文化及各地国家的科技发

展、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在“游”

的过程中更突出“学”的特性，使得

同学们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以

文化交流为枢纽，让同学们懂得怎样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P art four 

参与活动及项目经历 



参与活动 

公司秉承“以客为尊、诚信经营”的服

务理念，在致力于发展公司内部业务的同时，

为达到产品透明度和信息建设的扩大化，常

年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各项活动的赞助、

主办、承办，以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各界突出

公司在旅游行业的专注及服务品质。 

公司副总经理马芸女士代表公司赞助

的“威赛杯”第一届全国乒乓球裁判

员联谊赛 



参与活动 

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皮划艇锦

标赛”也是公司为深入到青少年教育活动中以提

高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初衷得以鼎力赞助 



参与活动 

2017年4月代表成都旅游局参

加了洛杉矶“2017世界警察和

消防员运动会”，在展会中针

对四川本地旅游特色进行推广

和宣传，让欧洲国家的人们更

为了解中国，了解四川！ 



参与活动 

公司作为入境地接社、出境专线旅行社

应邀参会，为扩大出、入境渠道资源与

当地旅游同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2017年9月由公司副总马芸女士带队，

参加“天府四川·乐水乐山” 

——第四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 



参与活动 

公司在针对不同旅游市场需求的同时不仅扩大旅游业务范畴，还在为进一步提升公

司内部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意策划和管理水平，我公司特派人力资源总监——王晓玲女

士参与旅游局组织的“2017年旅行社管理人员赴台培训考察”活动，强化公司管理层

素质培养。 



参与活动 

公司成立研学中心以来为打造

个性化游学产品，切合学生的

需求，达到开放性教学理念。

我公司于今年四月参与了香港、

澳门进校调研考察。 

与香港、澳门学校校长和国内游学联盟处领导及部分学生合影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入境接待 

2016年成功接待四川航空公司成都到

布拉格航线活动从捷克到成都的客人

以及成都到捷克国家首航的客人 

参加鼎活动龙户外

登山、徒步活动 



不同客人需求的产品，以优质的服务突显“卓悦行”的品牌理念。其中我们

接待了“巴蜀笑星”叮当老师及其朋友到日本游玩，以及美尚、新尚教育集

团的迪拜定制旅游。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出境旅游 

“卓悦行”日本专线 

出境中心以“卓尔不群、行游随心、

悦享品质”为核心理念定制出适合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出境旅游 

“卓悦行”国际游轮专线 

其游轮设施豪华，设备先进，同

时能满足休闲、娱乐、购物、美

食多种需求，给您带来不一样的

旅行体验。 

我们臻选的是皇家加勒比高级游轮，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内地研学 

诗意之城·成都印象——海峡两岸小诗人写成都活动 

此次活动由公司入境部运营总监刘莉女士

带领台湾的小朋友进行内地游学之旅。在

小诗人的比拼中大家都收获不小。 

刘莉女士分别为小诗人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是一次珍贵的体验，也是一次加深海峡两岸小朋友之间友谊

的活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内地研学 

诗意之城·成都印象——海峡两岸小诗人写成都活动 

     在活动中，由成都的小诗人带领台湾小诗人游览成都武候祠、

锦里古镇、杜甫草堂等旅游景点，在诗词的切磋中同时有着历史

文化的交流，让小朋友更深刻的体验到四川成都的文化特色，不

仅增长了知识还加强了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内地研学 

香港青松侯宝垣小学之成都教育文化交流五天团 

杜甫草堂、武候祠、四川

博物馆、三星堆，让同学

们行走在历史的长廊，领

略蜀国风采。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内地研学 

夏令营《快乐小兵》 

军事体验营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绿色军装梦！教官的威严，军队的磨砺，提

高了孩子们的内务整理习惯，团队文化的建设使得孩子们更懂得团

队协作的力量。 



第一步 

第三步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美国全球创新领导力标杆学习之旅 

这是一群有着赤子之心、高瞻远瞩的

企业家，为了自己的优秀企业来到哈

佛大学，受教于哈佛大学名师关于全

球经济的学习 

在公司副总经理赖晗先生的带领下，企业家

们进到哈佛大学，由Richard Cooper——

经济系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授课学习哈佛

大学经典课程：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经济

崛起深层 



第一步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美国全球创新领导力标杆学习之旅 

在斯坦福大学进行标杆学习 

并由James Wilcox教授执教 

独享斯坦福大学的专业课程。 

针对创业群体独家打造的《硅谷：颠

覆世界的创新高地》、《商业模式创

新与战略》经典课程，使得创业者学

习到从高新科技公司的经营理念到商

业模式中创新价值所形成的基本逻辑， 

充分领略到创新能够在市场波动的环境中，保护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

资产，维持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步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美国全球创新领导力标杆学习之旅 

在美国纽约、旧金山组织参访高盛集团、Google、特斯拉汽车公司、

Facebook等几大国际巨亨，观模其企业经营模式、创新理念及独具

一格的分享与传承模式 

当今社会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就是人才的竞争。

开拓核心管理层的创新

思维，具备深远的科学

管理理念在于是否能够 

全真体验到各大国际性企业的新

管理思维模式。 

公司致力于突破传统行业的经营

管理模式，面向国际性高端企业

采集研学资源提供不同管理层次

深造精学。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西班牙红酒文化及 

瑞士医学研学之旅 

带着中国渊源流长的酒

文化，来到红酒之国西

班牙。正所谓美酒佳酿、

余韵无穷。这是一场行

业之间的交流，有着酒

文化的分享，也有着酿

造技术的切磋。实地考

察与全真感体验相结合，

切合于从事酒类行业经

营企业家的需求。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西班牙红酒文化及瑞士医学研学之旅 

洛桑商学院研学全真体验 

在全球顶尖商业管理学院吸收全新的企业经营管理学问，

在与名师的交流中深化管理精髓，对企业管理者无不是一

剂管理经验的强心剂。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西班牙红酒文化及瑞士医学研学之旅 

参观serolab实验室其独有的免疫平衡疗法和

MEEP活性因子，在抗衰老行业内排领先地位，

并已获得业内和治疗者的一致好评。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生活水平，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我公司在康养旅游方面的发展以高端医

学技术作为核心选择目的， 不光注重养生环节，更注重

给人们身体健康带来的核心

力量——医学技术 



项目经历 
境外研学 

组织远智教育集团学员前往西班牙、摩洛哥游学——心法之旅 



项目经历 
体育赛事 

2016年组织策划“鼎龙旅游”杯男子篮球邀请赛 
2016“鼎龙旅游杯”男子篮球邀请

赛，经过五天共计十五场球的比拼，在

成都体育学院篮球馆内落下帷幕。省卫

计委获冠军，财智光华获亚军，中国电

信四川公司获第三名，还选出赛会得分

王和最具价值球员！此次篮球赛水平较

高，赛出了风格水平，增进了友谊，推

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为企业和社

会各界朋友间提供了一个增进交流和了

解的平台，也是本公司“体旅结合、文

旅融合”的体现！ 



项目经历 
会议策划 

2016年10月成都玖贰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暨高端商

务与体育（高尔夫）旅游论坛

会和澳洲高尔夫邀请赛在金堂

关岭成功召开。 

成都玖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专注于为体育爱好者提供顶

级品质的高尔夫专业旅游产品，

我们将携手拥有21年历史的具

备国际影响力的高尔夫赛事公

司go golfing，共同为国内外 

高尔夫爱好者打造专属的精品高尔夫旅游产品，组织各类赛事交流活动，为我们的

客人带来国际化的体验。 



专业专注 

全心服务 

“以客为尊”、“诚信经营” 

我们是一支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队伍 

在旅游这条路上，我们会用全心，做更好！ 

——马宇 



 
 
 
                      
 
 
                      

四川鼎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SICHUAN DINGLONG INTERNATIONAL TRAVEL CO.LTD 

地址：成都市武候区长益路13号 蓝海office C座706 

服务热线：85108510、85108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