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2015全球高峰会议 
 

 
与会者信息 

 

1 会址 
国际电联全球青年高峰会议：跨越2015年将于2013年9月9

至11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Corobici皇冠广场酒店举行，并将在

此前的9月8日晚间举行特别开幕式。该酒店距胡安•圣玛丽亚国际

机场（SJO）15分钟车程，距金融区5分钟车程。 

 
地址： Crowne Plaza Hotel Corobici 
 Sabana Norte, 
 Junto a Agencia Datsun,  
 2443-1000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 +506 2543 6000 
电子邮件： info@corobicicp.co.cr 
网址： 
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gb/en/san-jose/sjocp/hoteldetail 

2 与会 
会议接纳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学术成员、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参与。 

3 注册 
跨越2015年全球青年峰会的注册将于2013年6月10日开始，并将通过指定的联系人（DFP）

经峰会网址：http://www.itu.int/online/regsys/ITU-SG/auth/conference/ 
edrs.registration?_eventid=1000086全部在线进行。 

4 指定的与会联系人 
各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学术成员、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都可指定负责处理所有注册手续

的联系人。联系人名单见http://www.itu.int/online/regsys/TIES/auth/ITU-SG/ 
edrs.focalpoint?_eventid=1000086。 

为指定DFP或修改DFP的联系方式，谨请向BYND 2015正式提供他/她的详细资料（姓名和电

子邮件地址）：全球青年峰会注册服务（传真：+41 22 730 6627或sg-registration@itu.int）。 

每名联系人均将在2013年6月10日收到一个用户名和密码，这将令其得以访问在线系统。 

跨越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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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注册 
为避免到会时在峰会注册服务台前耽搁时间，大力提倡所有与会者通过在线系统进行预注

册。预注册与会者将在填妥的报名表送达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一份确

认函。 

以下提供了方便高层官员出席BYND 2015全球青年峰会的一些特别程序。作为一项安全措

施，请所有与会者在出入会场时和进入峰会会场后佩戴附有照片的胸牌。为避免抵达会场后遇

到不必要的延误，请制定的联系人 晚在2013年8月1日之前，采用在线系统为高层官员进行预

注册，并另外通过向sg-registration@itu.int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此类官员经验证的电子相片1发

给BYND 2015全球青年峰会。敬请留意，该特别程序严格限于已经预注册并提前提交照片的部

长或部长级官员。所有其他代表将在抵达会场后，在注册服务台现场照相并领取胸卡。 

计划由本国贴身警卫（CPT）陪同出席峰会的代表团，请尽早与国际电联安保事务科

Drew Donovan先生联系（drew.donovan@itu.int），以便及时为所有特别安保需求做出安排。 

6 现场注册 
注册服务处将设在Corobici皇冠广场酒店，办公时间如下： 

– 2013年9月8日（星期日）13:00-21:00 
–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至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08:30-12:00和13:30-17:00 

会议不收取注册费。 

7 峰会正式身份胸卡 
请与会者在向峰会注册服务台出示其确认函的同时，出示带有照片的正式身份证件（如护

照或驾照），以获取峰会胸卡。出入会场或进入峰会会场后请随时佩带胸卡。 

8 安全与峰会会场出入 
只有佩戴带有照片的风会胸卡的人员，才可以出入Corobici皇冠广场酒店的正式峰会会

场。特提请与会者注意，所有代表、观察员、媒体代表、国际电联及东道国秘书处的工作人

员、所有技术人员及会议中心支持性人员，只有出示胸卡后方可进入峰会会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相对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但同所有国家一样，它也会有一些犯罪现象，

具体到圣何塞这样的城市 常见的犯罪例子包括小偷小摸和其它街头诈骗犯罪。敦请与会者要

有人身安全保障意识，在公众场所活动时，保持清醒头脑。 

所有与会者在酒店的出入口均将接受类似机场安全控制的安全检查。 

建议前往酒店的与会者的手提行李不超过一件小型公文包。任何大于机舱随身行李的物品

均不允许带入峰会会场。 

特提醒与会者，无论在峰会会场还是在酒店，请随时看管好自己的个人物品。 

所有关于失物招领的问题，均可向设在峰会会场询问台的国际电联峰会保安服务组提出。 

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电子照片应为jpg格式（至少300dpi），其 小基本规格为40mm（长）x30mm（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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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峰会议程和程序 
议程草案见 

www.itu.int/en/bynd2015/Documents/bynd2015-draft-programme.pdf  

10 文件 
将很快提供相关信息   

11 媒体、通信设施和服务 
将很快提供相关信息 

12 IT设施 
整个会场向所有与会者提供免费的WiFi接入。将在注册服务台和会厅内张贴无线网络连接

信息。讲台将配备有线互联网连接。 

[会场提供有限的电子打印设备。] 

13 社会活动 
计划在峰会期间举办社会活动的峰会与会者请注意：国际电联礼宾科负责制订并监督此类

活动的日程表。 

制订活动日程表的目的在于使计划举办社会活动的成员国及其他峰会与会者了解可能出现

的安排上的冲突。礼宾科将尽力协助确定替代的时间和日期。因此，大力提倡此类社会活动的

组织者先与礼宾科联系并进行协调，之后再 后确定拟举办的社会活动的日期和时间。礼宾科

仅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依照 新活动清单建议可用的时间段，并告知重叠情况。 

国际电联礼宾科将与活动举办方联系，以确保请柬得以适当分发。请举办方在请柬的信封

上妥善标注。除提供此类服务之外，国际电联不负责社会活动的后勤及其它安排。这些活动完

全由其举办方自负其责。 

请注意，在峰会期间分发的社会活动请柬及其它资料一律不得带有国际电联的任何标志，

或任何有可能暗示或甚至推定为国际电联认可该活动的明显符号和记号。 

有关峰会期间社会活动的所有事项，请联系protocol@itu.int，（电话：41 22 730 5602 – 传
真： 41 22 730 58 17）。为了登记举办社会活动，请填写社会活动表并交回国际电联礼宾科。

请注意，该表中所含信息仅用于协调和礼宾目的。 

14 护照和签证要求 
自2007年7月30日起，哥斯达黎加政府要求来自以下国家（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

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以及圭亚那共和国）的所有旅行者持

有黄热病接种证明。 

必须具有有效的护照才能入境哥斯达黎加。护照应在入境哥斯达黎加之日起的6个月内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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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访者都必须具有入境该国所必须的航空或陆地出入票据。 

除非逗留超过90天，下表所列国家的公民无需签证。 

 
安道尔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巴巴多斯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墨西哥 
黑山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巴拿马 
巴拉圭 
波兰 
葡萄牙 
摩纳哥公国 
罗马尼亚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梵蒂冈 

* 其家属将获得同等待遇  
** 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除非逗留30天以上，下表所列国民无需签证。 
安提瓜和巴布达 
伯利兹 
玻利维亚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 
斐济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洪都拉斯 
基里巴斯  
马尔代夫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瑙鲁 

帕劳  
菲律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所罗门群岛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苏里南 
汤加 
土耳其 
图瓦卢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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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哥斯达黎加超时逗留者，必须离境72小时后再入境。 

不真正颁发针对哥斯达黎加的商务签证。 

如有经商计划，正常程序是以旅游签证入境，并在该时段内开展商务活动。如您希望在无

需离境办理签证延期的情况下延长逗留期，您可在入境后申请临时商务居留许可证。 

注：建议表中未包括的国民与我使馆联系，以了解哥斯达黎加的签证要求。 

签证类型和费用：哥斯达黎加旅游签证收费为52美元。 

有效期：表中所列的国民无需任何签证即可逗留 长90天。然而其护照标有“英国海外公

民”、“英国保护人士”或“英国国民”者，可 长逗留60天。哥斯达黎加领事部颁发的签证

必须在颁发之后的30天内使用。 

中转：只要您具有抵达后48小时内离开的下一程机票并仅在机场停留，您不需要哥斯达黎加的

过境签证。 

申请单位：哥斯达黎加驻贵国的使馆/领馆。 

临时居住：临时居住证通常为工作签证，您可在入境哥斯达黎加后凭借多种文件申领。这种签

证为期6个月，并可延长至1年。 

工作日：在向哥斯达黎加移民总局递交文件后需约4-8周的时间才能领取哥斯达黎加签证。 

充足资金：技术上讲，来访者需要证明他们在银行的存款超过500美元，但实际上您几乎从来

无需这样做。 

延长逗留期：延长您在哥斯达黎加逗留的 方便做法是离境，然后通过盖签获得新签证。 

简便的做法是通过陆路进入尼加拉瓜或巴拿马，但不要忘记您需要离境至少72小时，并

可能受到与此相关的检查。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发电子邮件至visasGYS@cenat.ac.cr。 

 

15 电流 
插座为110伏，为标准的美国双脚插头。 

16 安全保障 
紧急援助请拨911。 

酒店保安 

代表进住的旅馆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但请代表： 

• 决不透露您的房间号码或请陌生人进入您的房间。 
• 不要将贵重物品留在没有人看管的酒店房间、会议厅、餐馆、游泳池附近等。 
• 即使在白天也要常备不懈地给房间门上锁。 
• 不间断地利用房间的保险箱储存贵重物品，或利用前台可上锁的存储箱存储此类物

品，但一定要请前台开据您存储物品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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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提示 

圣何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被称为“josefinos”的当地居民对游客友好并乐于相助。

根据区域标准，当地的犯罪率较低，但以抢劫为主的小型犯罪并非罕见。多数街道白天总体安

全，但代表夜间要坚持沿照明良好的街道行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结伴而行。 

• 只乘坐配备无线通信设备的注册出租车。 
• 如天黑后从会场步行至附近酒店或购物中心，要提高警惕。 
• 了解城市地理情况，并避开犯罪高发地区和红灯区。 

17 住宿和酒店房间预订 
我们为全球青年峰会预留了一些旅馆房间，并通过谈判拿到了包括早餐和晚餐（午餐在会

场提供）的特惠房价。请注意：只向住在推荐旅馆的代表提供当地交通服务。旅馆的详细

信 息 ， 见 网 站 的 住 宿 章 节 ： http://www.itu.int/en/bynd2015/Documents/bynd2015-
accomodation.pdf.   

 

18 离港税 
离港税为28美元，可以美元、哥斯达黎加科朗或信用卡支付。 

19 着装要求 
出席峰会的着装要求如下： 

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时，由于是正式场合，男士应穿西服套装，女士着职场套装/礼服。 

在9月9日之后的峰会会议上，气氛不那么正式，因此可着休闲时尚装。 

在任何情况下，参加大会均不宜穿露脚趾的鞋/凉鞋和短裤。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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