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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 差旅提供商
会议目标



会议目标——选区差旅

本次会议的目标为：

• 介绍新差旅提供商启用

• 介绍 FCM 差旅解决方案，ICANN 任命的新差旅提供商

• 详细介绍 ICANN FCM 差旅计划

• 了解您所属地区的 FCM 区域办公室详情

• 了解您的差旅计划

• 观看差旅端口的在线演示

• 查看后续步骤、各类问题和常见问题与解答



新差旅提供商的启用介绍



ICANN 差旅服务计划最新资讯

为了改善差旅服务，我们进行了以下活动：

¤ 寻找能够提供新型解决方案和不同交付方案的提供商，用以改善
我们的差旅计划

¤ 专注能够提供更高效的全球性差旅预定的方案

¤ 启动提案征询流程

¤ 邀请多家差旅管理公司参与进来



我们期待找到怎样的差旅提供商？

以服务为主
导

• 为全体旅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 能够提供卓越的培训/合作服务

成本意识

• 该公司应能提供成本透明的差旅方案

• 该公司需要寻求差旅政策和个人偏好之间的平衡

多重交付平
台

• 该公司应能提供满足 ICANN 旅客独立预定风格的各类工具（在线
预定、电话预定和邮件预定）

• 该公司必须能为 ICANN 所有办公场所提供服务，使用不同语言在
各个地区的工作时间段内为利益相关方们服务。



为何选择 FCM

¤ 我们选择的提供商将帮助实现 ICANN 的全球性差旅计划，并持续提
供个性化一流服务/体验

¤ FCM 满足了我们的差旅需求

¤ FCM 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促进差旅计划的发展



FCM 差旅提供商
简介



FCM
概述

90
多个国家

6500
多名全球
员工

500
多家办公场所

60亿
美元

营业额



我们的品牌
FCTG 集团



我们的
客户



我们荣获的

奖项

全球差旅管理公司领军人
2011、2012、2013、2014、
2015 年度

全球差旅奖



区域总部

FCM 办公场所

我们的业务
全球足迹



FCM 区域办公室为 ICAN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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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 迪拜代理人为非洲/中
东/巴基斯坦的旅客提供支持
• 语言：阿拉伯语、英语
• FCM 差旅端口

中东地区/非洲

欧洲
4

FCM 美国代理人为北美旅客
提供支持
• 语言：英语
• FCM 差旅端口

北美地区1

1

FCM 墨西哥代理人为拉丁美洲/加勒
比海岛屿的旅客提供支持
• 语言：西班牙语、英语
• FCM 差旅端口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岛屿

FCM 爱尔兰代理人为欧洲旅客提供支持
• 语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

埃及阿拉伯语、印地语
• FCM 差旅端口

亚洲/澳大利亚/ 
太平洋群岛

FCM 新加坡代理人为亚洲/
澳大利亚/太平洋群岛和印度
的旅客提供支持
• 语言：英语
• FCM 差旅端口

土耳其/中东地区

FCM 土耳其代理人为土耳其/中东
地区的旅客提供支持
• 语言：土耳其语、英语
• FCM 差旅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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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FCM
差旅计划
详情



选择 FCMICANN 商业目标

服务交付模型

亲手体验差旅管理

确保旅客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致力于为各区域提供优秀服务

技术和报告

流程和技术改进

全体旅客活动可视化

价值主张

符合节俭战略

通过技术链接从任何市场中
购置 FCM 全球票务

遵守差旅政策和指南



ICANN 差旅计划——最新服务

ICANN 的差旅需求

每个地区提供以当地语言呈现的
中央在线端口

负责代理人 （ 和 ）

为主要区域提供本地语言和时区
服务支持

最佳票价采购

节约成本（更多航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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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FCM
区域团队详情



FCM 运营——爱尔兰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当地时间早上 9:00 至下午 5:30
世界协调时早上 8:00 至下午 4:30 

爱尔兰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s://portal.fcm.travel/icannirlcon

语言：

• 英语（标准语言）
• 意大利语
• 波兰语
• 德语

• 埃及阿拉伯语

• （阿拉伯语、印地语——如有需求）



FCM 运营——迪拜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
当地时间早上 8:30 至下午 5:30
世界协调时早上 4:30 至下午 1:30

迪拜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s://portal.fcm.travel/icannconsuae

语言：

• 英语
• 阿拉伯语



FCM 运营——墨西哥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当地时间早上 8:00 至下午 6:30
世界协调时下午 2:00 至次日早上 3:00

墨西哥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s://portal.fcm.travel/icannconsmx

语言：

• 英语
• 西班牙语



FCM 运营——新加坡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当地时间早上 9:00 至下午 6:00
世界协调时早上 1:00 至早上 10:00

新加坡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portal.fcm.travel/icannapac

语言：

• 英语



FCM 运营——伊斯坦布尔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当地时间早上 9:00 至下午 6:00
世界协调时早上 6:00 至下午 3:00

伊斯坦布尔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s://portal.fcm.travel/consturkey

语言：

• 英语
• 土耳其语



FCM 运营——美国

代理人预定（营业时间和详细信息）：

代理人工作时间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当地时间早上 7:00 至下午 6:00
世界协调时下午 2:00 至次日早上 1:00

美国端口登录：

端口链接：

https://portal.fcm.travel/cons

语言：

•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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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差旅计划



差旅指南

机票 酒店
全部航班= 经济舱 ICANN 会议和其他差旅

的酒店预订是直接通过

ICANN 选区差旅部完成
的

如需完整指南清单，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trvlconstit
/Air+FAQ



差旅预定流程
您一旦被确定为一名获得支持的旅客，则请注意以下内容：

1. 您将获得选区差旅部发出的欢迎邮件，您可以通过这封邮件开始您的 ICANN 差旅的
预定

2. 登录 FCM 差旅端口，创建/更新您的信息

3. 向 FCM 提交您的差旅请求，并抄送选区差旅部门

4. 与 FCM 区域办公室合作，确认您的差旅行程

5. 预出票核对的质量控制流程现已建立，用以确保信息准确性，全部预订信息的一致
性以及是否提供了最低票价

6. 最终行程单和发票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旅客和选区差旅部

7. 为任何变更和修改提供全天候支持服务。请注意：一旦您的原始机票已经购置，则
您需要负责因变更和/或取消所带来的费用。



差旅签证

1. 如果您需要申请签证，为了方便您的申请，FCM 将为您提供一份差旅行程单，且
ICANN 选区差旅部也将为您提供一份酒店预定确认单

2. FCM 将不会为您处理签证事务

3. FCM 代理人在您收到旅行必须的签证之前将不会为您出票

4. 请登录 FCM 差旅端口，在您的信息下输入有效的签证和护照信息

5. 如需更多有关签证的信息，请点击此处：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trvlconstit/Get+a+Visa



• 行程单/旅行信息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该电子邮件将提供可供下载至日程安排的行程单详情，请
参见以下范例：

差旅文件

Scott Reddie



购置机票的七种方式
最低票价

$4,400
$3,800 $3,500 $3,500 $3,200 $3,100 $2,750

Standard IATA Client 
negotiated

FCM 
negotiated

Internet 
scraped

Creative 
ticketing

Flight centre 
negotiated

FCM global 
network



Sabre

Galileo 

Amadeus

Sabre / Amadeus

Travel Sky

全球分销系统和旅客信息
• 正如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功能类似但稍

有区别的插座一样，全球的差旅行业也各有千
秋

• FCM 和差旅管理公司通常使用多种全球分销系
统 (GDS) 查看本地和各个地区的最佳机票、酒
店预订和租车价格

• 每位旅客都与一家FCM 预订办公场所相匹配

• 这对 ICANN 意味着什么？

• 当预订在一项GDS 中完成——如果您需要进
行修改时，则必须联系原预订系统进行修改

• 分布在全球的每个团队均能为您提供全天候的
预定和修改服务——您的行程单上将提供详细
联系信息

• 每位旅客均有固定住所——这意味着您将与一
个预定中心相匹配，该预定中心将负责您的每
次预定



Ø FCM 只能跟踪通过我们的系统预定的信息

Ø 请务必更新您的旅客信息，提供您的移动电

话号码、家庭联系信息和您的护照信息。

Ø 此举旨在保障旅客的安全，确保在紧急情况

或危机发生时，我们能够快速找到您。

审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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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演示



FCM
端口

ICANN 差旅政策

联系信息

实时差旅预警

旅客安全
程序和注册



开始启用

第 1 步：访问 FCM 端口（该链接将在您收到的欢迎邮件中列示）
第 2 步：点击“新用户注册”
第 3 步：在“旅客信息”中输入您的全部个人信息，包括您所在地区的 FCM 
区域办公室所使用的 ICANN 公司代码
第 4 步：填写公司详情，包括电子邮件，然后点击“现在注册”
第 5 步：查看电子邮件，获取并输入临时密码
第 6 步：填写所有个人差旅偏好、联系信息、您的差旅文件的其他收件人
、常旅客会员号、签证和护照信息，并务必填写您的信用卡信息
第 7 步：一旦您更新了旅客信息，您就可以开始预定了！



FCM 差旅端口的介绍和在线演示：



FCM 差旅端口：查看系统

查看以下截屏，确保在 FCM 系统中填写您的信息



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1. 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一个访问 FCM 差旅端口的注册链接。如果您尚
未注册，请尽快完成这一步骤

2. 请更新您的页面，确保所有差旅信息均已载入本端口——包括全部差旅偏好和详情

3. 培训资料将发布在“社群维基——差旅支持”页面上



会议小结——选区差旅

本次会议我们了解了以下主题：

• 查看了ICANN 的新差旅提供商；FCM差旅解决方案简介

• 查看了 ICANN FCM 差旅计划详情

• 查看了您所在地区的 FCM 区域办公室详情

• 查看了您的差旅计划

• 观看了差旅端口的在线演示

• 查看了后续步骤、各类问题和常见问题与解答



问题



问题

请将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在《常见问题与解答》中
提供答案，并在会后发布到“社群维基——差旅”页面上

请将您的问题发送至：constituency-travel@icann.org



常见问题与解答

我如何变更或取消预订？
请通过您的差旅顾问团队执行预订变更和取消操作

非营业时间的联系人是谁？

我们提供的紧急差旅中心 (ETC) 是一条提供全天候服务的紧急差旅热线，其费用由您所在的代理人团队确定。如果您在
非营业时间内致电，则不论您致电的理由如何，都将产生一定费用。

我们将在“社群维基——差旅”页面中发布《常见问题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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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术语表

术语 定义

GDS 全球分销系统
全球分销系统是所有航空公司销售票务的系统

TMC 差旅管理公司
FCM 是 ICANN 新启用的差旅管理公司

国家代码 在端口中上载信息时需要提供国家代码（请参见下方）

FCM 端口 FCM 差旅解决方案提供的在线旅客信息管理工具

记录定位器 FCM 的行程单中针对预定机票、租车服务和酒店住宿所提供
的通用预定参考识别码（范例：YRFVJK）

服务提供商定位
器

行程单中列示的服务提供商个人预订参考识别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