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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龙腾捷旅订房集团，是目前中国颇具规模的、专业的酒店预订（B2B2C）集团，在中国各
大主要城市均设有分公司及办事处，并拥有提供大中华酒店及自由行产品资源的在线预订
平台“订房易”，是目前国内营销网络布局最广及预付产品资源最丰富的的同业批发平台。

长期以来，我们致力向中国各地旅游同业推介香港酒店，至 2018 年底，龙腾捷旅以包销
（G.T.D）模式合作的香港酒店超过 100 间，合作酒店更高达 250 间，平均每月订房量超
过 100,000 间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香港酒店预订资源提供商（F.I.T）。澳门酒店预订资
源亦名列前茅。

2013 年开始，我们已将订房资源扩展至全国范围乃至海外市场，向各地同业提供中国各
大商务城市及度假目的地的酒店预订和自由行套票业务。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成为大中
华区拥有雄厚资源的酒店及自由行产品预订提供商。至 2018 年度，龙腾捷旅销售了超过
350 万间夜酒店客房及自由行产品。是中国强大的酒店预订平台（B2B）之一。

除地面分公司及 PC 端、微信端的预订平台外，我们还出版了《大中华酒店订房宝典》等
宣传媒体，每月并编制了业内权威的“香港酒店订房价格指数”。

以酒店预订为核心的自游行产品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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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订房易系统介绍

2012 年 3 月公司推出全新的 B2B 在线预订系统——订房易。订房易提供优质的酒店资源及自游行产品和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预
付价格。全国各地同业不但可在系统上查询实时预订酒店，更可以在网站上直接预订。如果贵企业有系统及技术人员，我们还将
提供免费的系统 API 无缝对接。

·40 万家中港澳及海外酒店
·享代收代付模式低价优惠  
·港澳台、大陆、海外酒店实时预订  
·每日推出“限时促销”特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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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登录：www.Dingfangyi.com
企业编码：每个同业拥有唯一企业编码               
     操作员：操作员“000”是管理员账号，适用于分配操作员账号（操作员账号可区分预订及查看功能），查看操作员的订单，查看财务账单。

三、PC 端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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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信登陆界面

1. 微信端公众号搜索“cn-travel”或中文“龙腾捷旅订房集团”并关注；
2. 进入龙腾捷旅订房集团公众号，左下角点击“系统登录”再点击“订房易”，即可进入订房易登陆界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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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忘记密码后如何找回

通过点击登录页面的忘记密码，拨打客服电话找回密码
点击“忘记密码”——查看客服电话——拨打客服电话找回密码。

0755-823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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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分配操作员账号

第一步：点击右上角企业编码下拉
列表中的“账户管理”，可查看账
户基础信息及修改密码。

第二步：点击账户管理中心的“操
作员管理”，可以添加操作员或进
行操作员权限分配。操作员的联系
资料务必真实有效，我司跟单同事
必要时会打电话联系操作员，如果
是填写了手机，可以找回密码。管
理员可根据需要，设定操作员账号
的预订权限是否启用以及是否可以
查看所有订单，查看财务报表，交
易报表等。当操作员离职时，请及
时停用账号的使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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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时精选、团房预定、主推酒店

酒店预定界面下拉可进入实时精选、团房预定、主推酒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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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时精选

可查看酒店连续 15 天房价和房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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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团房预订

订房易网站新增团房预定模块，
客户可填写团房需求做个性化
定制，超过 8 间房预定可选择
团房。

第一步：团房预定界面
留下预定人的姓名、手机号和
邮箱。

第二步：团房预定界面
定制需求流程：10 秒钟即可发
布您的团房需求，10 分钟可接
到顾问致电与您沟通更多订房
细节，30 分钟可获得您的团房
报价方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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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订（一）

第一步：酒店预订页面（输入
完整后点击“搜索”）。
在酒店预订界面输入酒店名称、
城市或景点等关键词进行搜索。

入离店时间：选择入住时间，
一般默认为第二天入住；

点击高级搜索栏可选择 :

间数：最多可预订 8 间；

每间人数：区分成人及儿童人
数、儿童年龄；

客人国籍：请选择实际入住客
人护照上的国籍；



12

www.Dingfangyi.com

十、如何在网上预订（二）

第一步：酒店预订页面（显示出已搜索的酒店信息，也可在此页面重新进行搜索）；
本页面可查看酒店的名称、地址、优惠信息、价格、地标及服务评分；
点击“查看详情”可查看酒店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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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订（三）

第一步：酒店预订页面
订房易的房态和价格都是系统自
动筛选后显示的最优方案，子产
品显示该房型的特殊预订规则，
点击“预订”则可以预订该酒店
不同的房型。

房型信息：点击房型下的“查看
详情”，可以查看该房型的面积、
床型等信息。

酒店位置：点击“查看位置”可
查看该酒店交通信息及周边景点。

价 格： 点 击“ 均 价 / 间 / 晚” 可
查看每日库存及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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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订（四）

         取消条款：非常重要，请务必仔细看并勾选。
         在所有界面均有客服联系方式，可点击相应方式联系客服。
         预定客服 / 预定电话：预定咨询及预定房间可以在线 QQ 沟通          
         或直接拨打预定电话。
           售后客服 / 售后电话：订房后有疑问可以在线 QQ 咨询或拨打
         售后客服电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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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定（五）

    第三步：订单确认页面
     订单预览页面，如果发现错误，可以返回修改；如果没有问题，则提交订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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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定（六）

      订单填写完成后，将转入订单预览支付界面，核对订单信息后无误可选择：单单清客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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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在网上预定（七）

    第四步：订单支付完成页面（提供两种支付方式）
     可以点击“订单管理”界面，直接查看订单处理情况。

2019-05-09 201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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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宿预订

   

           订房易网站界面新增民宿预定板
   块，目前已有上千家民宿可供预
   定。
   
   民宿预定界面（输入资料后点击
   搜索）
      目的地：可直接在目的地框内选
   择热门城市，也可以自行输入其
   他城市、商圈或者民宿名称。
      入住 / 退房时间：选择预定时间，
   一般默认为当前时间的第二天。
      人数：选择入住的人数。
      发现精彩目的地：可以下拉此界
   面直接点击相关城市查看民宿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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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景点门票预订

   

        
订房易网站界面新增景点门
票预定板块，众多热门景点
可供选择。
直接在搜索框内输入目的地、
主题或景区名进行搜索
热销目的：可直接选择热门
城市，下拉此页面亦可选择
热门景点直接抢购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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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订单管理

第一步：订单管理界面
如何进入：可通过页面主页最上方第四个
模块“订单管理”进入；也可通过页面主
页账号下拉三角形打开“订单管理”界面
进入。

第二步：订单管理界面
① 可以通过订单号、入住时间、旅客姓名
等查询订单信息，了解订单状态。
② 实时预订的房只要订单提交成功，订单
状态便是“已确认”表明房态和价格已经
确定了。
③ 等待确认的房，订单提交成功后，订单
状态显示“处理中”，待看到状态变为“已
确认”时，单单清的订单需要进行支付。
④ 只要订单状态是“可入住”说明该订单
完成了。
⑤ 点击跟单人姓名，可查看订单的跟进人
联系方式。
⑥ 点击“导出”可以导出查询范围内的所
有订单，或点击“详情”打印订单。



21

www.Dingfangyi.com

十四、如何获取网上订房账户

第一步      网站注册 / 微信公众号注册 / 致电公司。

第二步      与客户签订“订房易系统使用协议”。

第三步    客户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第四步    财务部审核后，将随机生成的账号以邮件方式发送到客户的指定邮箱。

客户在收到邮件后，须在首次登录时自行修改初始密码，表示账号已正常开通。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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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如何获得网上信贷额度

     订房易网站提供两种结算方式
      初期合作没有签订协议时，双方是单单清的结算方式。

     当我们合作的业务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我们将提供信贷额度，供您网上订房。
     请您联系公司销售人员，并提供以下资料：
    √ 填写客户信贷申请表，并且加盖公章
    √ 提供订单模式及合作的订单量金额
    √ 提供客户名片复印件 /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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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常见问题
Q1：我可以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我的酒店预订款吗？
是的，您可以。订房易为您提供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方式来支付酒店预订款。一旦客人选择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将立即连接到支付宝和微信支
付页面完成支付。

Q2：简单的说，网上预订酒店有哪些程序？
1、预订
可在网页预定或致电或以传真（企业、同业客户运用）方式预订。
订房中心回复可入住即表示房间订好，客人可凭预定确认单，或直接到前台报自己姓名入住。由于很多境外酒店是以英文输入入住者的资料，因
此若自己没有英文名，便要清楚知道订房单上自己英文姓名拼写方法。若在前台查不到订单资料，应第一时间与订房中心联络或叫酒店职员先安
排入住。 
2、付款
酒店的房费支付有多种方法，一是网上付款，二是将款项汇入或存入订房中心的银行账户，至于企业或同业客户则可采用月结或周结的结帐。
3、更改
在确认后更改较麻烦，除订房中心事先声明不能更改或退房，允许客人在入住前 72 小时更改或退房，在有些情况下，订房中心可能会向客人收取
50-100 元不等的手续费。
若客人在入住后提前退房，应在退房前先与订房中心联系，或请酒店职员出具同意提前退房的证明文件，否则房费仍要全额支付。
预订酒店后若不去入住又不在事前通知订房中心，所收房费不会被退回或会被追收房费。原理同购买机票一样。 

Q3：网站上订房的取消约束政策是怎样？
如果您取消您的酒店预订，一般情况龙腾捷旅将不收取任何取消费用。然而，您的预订是受酒店的取消政策所牵制。因此我们建议您先提前了解
清楚您所要预订酒店的取消政策，然后才继续进行预订。在您提交某家酒店的预订时，请点击参考该家酒店的“预订规则”，规则内含有该酒店
的取消政策。一旦您的酒店客房预订成功获得确认之后，酒店确认函中的取消政策将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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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联系我们

请联系您公司所在区域的分公司销售人员，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微信公众号：cn-travel 或龙腾捷旅订房集团

（可手机下单，查看促销资讯）

客服热线： 0755-8221 7181 /82300830

团房热线：189-3806-6687

投诉热线： 0755-2588 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