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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票券完售的超人气活动将更加等级提升！

园区史上首次！整年活动将可以在一夜里享受
豪华、兴奋的新跨年倒数派对即将诞生！
春、夏、万圣节、圣诞节，园区整年里的人气活动将大集结至一晚里！

『环球跨年派对 2019』
「派对入场券」将于明日抢先发售！
日本环球影城将于 2018 年结束之际推出特別活动『环球跨年派对 2019』，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下午
7 点开始至新年开始 2019 年 1 月 1 日（二・元旦）凌晨 2 点举办。

符合一年结束之际以 3000 发以上色彩鲜艳的烟火（高空烟火）打在一面的夜空上，还有豪华的到数瞬间
及超人气游乐设施 26 小时无限次乘坐，是博得广大人气的一日限定特别活动。去年入场券早早就完售，展现
出空前盛况的这项活动，今年将更加等级提升幻化出“新跨年派对”。除了有每年惯例的倒数计时豪华阵容外，
今年也将推出园区史上“一夜限定的特别版季节性活动”。园区的一整年将浓缩在一日里，将更加特别更加豪
华地为游客呈现在这一年里只有一次的特别日子里。『新跨年派对』是从 2018 年里在园区里举办过的各个表演
娱乐项目里，严选出可以代表各季节的活动，作为“一夜限定的特别版本”推出。有今年春天改版推出后就广
受好评的街头表演及园区夏季以水和雪兴奋展开的季节性活动“UNIVERSAL ヘンザップ SUMMER”里的「小
黄人雪花派对」都将一同登场。另外还有园区自豪最恐怖的季节性活动“万圣惊魂夜”里，今年陆续登场的新

僵尸们也将参战。一夜限定的“僵尸群舞”，游客将被卷入兴奋的漩涡里。除此之外“环球奇幻圣诞节”的光
之感动、
『环球奇幻树』及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魔法界里展开的城堡灯光秀『霍格沃茨™魔法之夜』也将
可一同享受到。

从左开始，今春首次登场的街头表演『尼特罗舞团』，夏季的参与型街头秀『小黄人雪花派对』，今年万圣节新登场的参与型街头秀『僵尸群舞』。
※图像为示意图。

■『环球跨年派对 2019』概要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营业时间
上午 9:00
下午 5:00
一般营业时间
园区清场
可凭 12 月 31 日前有效的各
种「园区入场券」入场，但
至下午 5 点园区清场。
「派对入场券」不可入场。

2019 年 1 月 1 日（二）营业时
间
晚间 7:00
上午 2:00
晚间 9:00
『环球跨年派对 2019』
一 般营 业 时间
仅能凭「派对入场券」入场。于隔日 凭 1 月 1 日 有効 的 各 种「园 区
1 日（二）晚间 9 点前可重复入场。 入 场 券」可 于 凌晨 2：00 入 场 。
包含「全年影城入场券」在内的各种 也 可凭 「 派对 入 场券 」 入场 。
入场券都不可入场。

※因天候因素有可能导致演出内容的变更。
※根据不同时间部份游乐设施有可能暂停营运。

■『环球跨年派对 2019』的票种及价格
售完为止！请尽早购买！
★今年也将推出可以于格拉梅西公园的特别座位观赏倒数瞬间的「VIP 区域入场券」！
可于派对时间里自由进出 VIP 区域及园区，推荐给想尽情享受在倒数派对的游客。

名称
单品贩卖

套票贩卖

价格

「派对入场券」（※1）

11,852 日元（含税 12,800 日元）

「派对入场券」
+「环球快速通行券」

19,260 日元（含税 20,800 日元）～

「派对入场券」
+「环球快速通行券」+「特别观赏区入场券」（※2）

24,815 日元（含税 26,800 日元）

「派对入场券」
+「环球快速通行券」+「VIP 区域入场券」（※3）

26,667 日元（含税 28,800 日元）

「派对入场券」
+「特别观赏区入场券」（※2）+「倒数计时派对 buffet」

25,278 日元（含税 27,300 日元）

以上价格大人、小孩、老年人一律适用。同行的 3 岁以下幼儿可免费入场。各种票券都是售完为止。
※1「派对入场券」的有效期间于「环球跨年派对 2019」开始后，一直到 1 月 1 日的晚间 9 点，共计 26 小时。
※2 可以于特別观赏区里观赏倒数瞬间
※3 可以于 VIP 区里观赏倒数瞬间
详情请确认日本环球影城官网（仅限日文官网）

■『环球跨年派对 2019』贩卖日期‧地点
贩卖地点
日期

抢先发售
9 月 12 日（三）～

罗森门票 预售
Yahoo!门票

一般贩卖
月 14 日（五）～

日本环球影城官方网站(日文頁面)www.usj.co.jp
LAWSON
Yahoo 门票
日本环球影城合作酒店（部分除外、仅对入住旅客贩售）
合作旅行社（部分除外）

『环球跨年派对 2019』是由合作企业「株式会社 NTTdokomo」所赞助。
※各种票券的贩卖地点，会有不经预告而变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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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环球影城
日本环球影城为 COMCAST NBC Universal 完全持有。
日本环球影城不只是国内游客也是众多海外游客所造访的地方，今后将以娱乐界的地标为目标前进。在「将
世界最棒呈现给你」的强烈信念下，日本环球影城除了好莱坞的人气电影之外，把世界上各种人气娱乐项目及
品牌的主题以非常真实的方式呈现在游乐设施及表演秀当中，游客也可以尽兴的享乐于季节活动中，像这样日
本环球影城提供世界最高质量的娱乐，让前来的游客制造出世界最棒的回忆。
自 2001 年开幕以来不断的创新，近年来除了有获得超高人气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外，还有在「侏罗纪公园」
区域的飞行式云霄飞车「飞天翼龙」，再来还有超人气区域「小黄人园区」，在这里有像小黄人们一样超越想象
〝疯狂″的「小黄人调皮闹剧乘车游」等等，接续推出世界最棒的娱乐飨宴，不断的进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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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球影城联络窗口（媒体报导刊登用）
日本环球影城上海推广事务所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93 号 2208 室
销售经理 夏真妍 xia-zhen-yan@hotmail.com
TEL: 021-60431090 手机： 156-0178-2255
销售助理 忻彤 mrbrains@163.com
TEL: 021-60431090 手机： 156-0192-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