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44 562 05 11

Brussels Grand Départ 2019 
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同位置

2019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

 
 
选择您的体验 
61 年后，环法自行车赛重返布鲁塞尔，将为这场年度最重要的自行车
赛带来一个极具特色的开幕式。今年选址于布鲁塞尔，您不仅能够以
卓越的 VIP 款待体验观战这项世界上最盛大的体育赛事之一，还有机
会参观赛道沿线极具特色的传奇景点。您可选择各式套餐，观战周六
公路分段赛或周日限时赛。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来满足您的需
求。 

 套餐 1：自行车赛 + 人文景点

 套餐 2：自行车赛 + 音乐

 套餐 3：自行车赛 + 美食

 套餐 4：自行车赛 + 网络服务

由  
€195起
不含税

卖方 Verhulst Events an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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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停车 
每购买 2 张入场券，可享

受 1 个停车位，附送穿梭巴
士服务

最少购买数量 
4 份套餐

女主人服务 
环法自行车赛女主人迎宾

服务

团队活动区参观 
参观团队活动区和起跑区

博物馆/人文景点 
参观布鲁塞尔美术宫举办

的展览会

饮料 
免费酒吧

迎宾香槟
迎宾泡泡

VIP 观战区 
VIP 正面看台观战区

赛后招待会 
赛后赛道附近招待会

午餐 
精选飞行服务

大屏幕 
在款待区提供现场赛事直

播

套餐 1：自行车赛 + 人文景点

2019年7月6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同位置

星期六

€195
不含税

卖方 Verhulst Events an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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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购买数量 
4 份套餐

VIP 山村* 
抵达时进入 VIP 山村

直接目睹骑手风采*
从款待区目睹顶级骑手风

采

音乐 
赛后音乐会

私人席位
每场派对预留席位

赛后招待会 
赛后赛道附近招待会

饮料 
免费酒吧

迎宾香槟
迎宾泡泡

女主人服务
环法自行车赛女主人迎宾

服务

食物 
全面飞行服务

停车 
每购买 2 张入场券，可享

受 1 个停车位，附送穿梭巴
士服务

套餐 2：自行车赛 + 音乐，295 
欧元起

2019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同位置

星期六

€295
星期天

€350
不含税

详细介绍

卖方 Verhulst Events an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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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食品 
由米其林星级厨师烹制的 4 

道菜午餐

VIP 观战区
在终点线进入 VIP 区域

赛后招待会 
久负盛名的赛后招待会

饮料 
免费酒吧

迎宾香槟
迎宾泡泡

最少购买数量 
10 份套餐

停车 
每购买 2 张入场券，可享

受 1 个停车位，附送穿梭巴
士服务

女主人服务
环法自行车赛女主人迎宾

服务

套餐 3：自行车赛 + 美食

2019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同位置

星期六

€405
星期天

€450
不含税

详细介绍

卖方 Verhulst Events an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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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服务
环法自行车赛女主人迎宾

服务

最少购买数量
50 份套餐

品牌贴标方案
可为私人包厢贴标

精选美食   
精选飞行服务

VIP 包厢 
终点线处专属个性化包厢

露台 
私人露台

VIP 观战区 
在终点线进入 VIP 区域

赛后招待会 
久负盛名的赛后招待会

停车 
每购买 2 张入场券，可享

受 1 个停车位，附送穿梭巴
士服务

饮料 
免费酒吧

迎宾香槟
迎宾泡泡

套餐 4：自行车赛 + 网络服
务，400 欧元起

2019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同位置

週六和周日

€400
不含税

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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