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品/票务网络预售



中国国际合唱节珍藏版POLO衫
纪念与收藏的最佳选择

微店二维码

客服微信：17081084205
（为保证客服能够及时回复您的消息，如有问题请添加客服微信17081084205

并以文字形式与客服联系。）

发货时间:
组委会将于2018年7月10日后统一陆续发货。

关于运输:
由于商品的特殊性，为保证商品准时送达，我们将全部选择顺丰速运（到付）的

形式，请您理解
（请在签收快递时与快递员索要发票）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高水平专场音乐会>

7月20日
（周五）

14:30

19:30

北京音乐厅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新作品音乐会（一）

“放牛班的春天——童声专场（一）”
俄罗斯莫斯科欢乐合唱团、西班牙共存之声少年合唱团、泰国瓦塔娜女声合唱团音乐会

新作品音乐会（二）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一）”
美国室内舞会组合、加拿大韵律人声乐团、匈牙利声音歌手合唱团音乐会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票价（元）内容地点时间

220、160、120、80

100、60  

220、160、120、80

售罄

220(售罄)、120(售罄)、
80

220、120、80

7月21日
（周六）

14:30

19:30

北京音乐厅 世界青年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爱在西元前——从天使之城到欲望之地”
阿根廷阿图罗贝鲁蒂合唱团、以色列莫兰歌者合唱团音乐会

“致敬柯达伊——匈牙利专场”
潘诺声音混声合唱团、匈牙利声音歌手合唱团音乐会

英国牛津大学室内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放牛班的春天——童声专场（二）”
 俄罗斯思维什尼科夫合唱学院男童合唱团、西班牙共存之声少年合唱团、

加拿大C5少儿合唱团音乐会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北京音乐厅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160、120、80

150、100、60

220、160、120、80

220、120、80

150、100、60

220、160、120、80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高水平专场音乐会>

7月22日
（周日）

14:30

19:30

北京音乐厅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二）”

加蓬洛维歌声合唱团、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音乐会

“迷人的夜莺——俄罗斯专场”
俄罗斯“萨拉凡”歌唱组合、俄罗斯莫斯科欢乐合唱团音乐会

“人声交响——阿卡贝拉专场”
美国室内舞会组合、加拿大韵律人声乐团音乐会

“声醉欧陆——欧洲专场”
英国牛津大学室内合唱团、以色列莫兰歌者合唱团

美国犹他大学室内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匈牙利声音歌手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北京音乐厅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票价（元）内容地点时间

220、160、120、80

150、100、60

220、160、120、80

220、120、80

100、60

220、160、120、80

7月23日
（周一）

14:30

19:30

北京音乐厅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三）”

美国犹他大学室内合唱团、新西兰生命之声合唱团音乐会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四）”
 泰国瓦塔娜女声合唱团、加蓬洛维歌声合唱团、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合唱团音乐会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五）”
阿根廷阿图罗贝鲁蒂合唱团、世界青年合唱团音乐会

“音乐连四海，合唱无疆界（六）”
新西兰生命之声合唱团、拉脱维亚KNIPAS UN KNAUKI合唱团音乐会

俄罗斯思维什尼科夫合唱学院男童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北京音乐厅

220、160、120、80

150、100、60

220、160、120、80

220、120、80

220(售罄)、120(售罄)、
80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评测>
7月20日

13:30

19:00

13:30

19:00

13:30

19:00

13:30

19:0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A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B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C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D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E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F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G组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评测 童声H组、流行/爵士组

新清华学堂

新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票价内容地点时间

80元

7月21日

7月22日

7月23日



唱鸽T恤
合唱团训练、出游统一团服

>
中国国际合唱节珍藏版POLO衫

纪念与收藏的最佳选择

选用亲肤衣料制作而成 
透气吸汗  舒适耐穿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售价：

颜色：

尺码：

尺码   胸宽  衣长   肩宽  身高（建议）    体重

  S      46    63    42   155-160    100-110

 M     49    65    44   160-165    100-120

  L      52    67    46   165-170    120-130

  XL    54    70    48   170-175    130-140

  XXL  56    73    50   175-180    140-150

  3XL  59    76    53   180-185    150-160

￥78.00

注：学生团订购小尺码请联系组委会。

注：屏幕有色差，具体颜色请咨询后订购。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2018年合唱节定制款马卡龙唱鸽拉杆箱，整团出行必备

唱鸽行李箱> 售价：

颜色：

尺码：

￥158.00

￥168.00

￥178.00

￥468.00

即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

购买大中小三件旅行箱套装可享468元优惠价格；

20寸

36*25*56.5CM（可登机）

24寸

43*26*66CM（需托运）

26寸

47.5*28.5*73.5CM（需托运）

抗压铝合金拉杆，拉伸顺滑，坚固耐用

精致的水晶LOGO

侧放支撑脚架，优质耐磨材料大号站
角，四角平行稳固

国际通用TSA海关钥匙锁

360度超静音飞机轮

人体力学把手，把手内含缓冲保护带，
极大保护了用户的手部。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优惠】

【20寸】

【24寸】

【26寸】

【组 合】



采用PVC防水材质
防水，防灰

加强结实插扣设计
防滑花纹腰带

超薄，轻负重
厚度仅0.1CM，净重64g

唱鸽贴身腰包
手机，钥匙随身带

>
售价：

颜色：

尺寸：

￥38.00

长27cm*宽12cm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 售价：

颜色：

尺寸：

￥58.00
唱鸽折叠包

46cm×13cm×35cm

（折叠后）10cm×17cm 

历届合唱节超受欢迎的折叠旅行包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唱鸽双肩包>
售价：

颜色:

￥128.00

藏蓝色

红+白

      

合唱节定制款大容量双肩包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唱鸽随身包> 售价：

颜色：

￥108.00
合唱节定制款腰包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组合购买：即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购买

 **双肩包+腰包组合**

可享受优惠价格，原价236元，现只需要198元！

藏蓝色

灰色

红色

红+白

套餐组合> 售价：

颜色：

￥198.00合唱节定制款双肩包与腰包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优惠】



唱鸽礼品包>
售价：

即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

购买大中小三件礼品包套装可享268元优惠价格；

尺寸：

合唱节定制款几何唱鸽礼品包

单肩挎包

40*27*8CM

链条包

28*17.5*7CM

钱包

20*10*2.5CM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88.00

￥68.00

￥128.00

￥268.00

【链条包】

【钱   包】

【挎   包】

【组   合】

【优惠】



唱鸽音箱>
售价：

￥168.00

尺寸：
直径7.5cm，高3.4cm

合唱节定制款无线蓝牙音箱

*请添加微信17081084205进入微店进行购买

迷你身材，震撼音效、
外出方便携带

金属外观，高保真播放器，
6小时续航音乐不间断。

多种连接播放模式：AUX有线连接、
蓝牙无线连接、TF卡播放
(组委会附送1G容量TF卡一张，
内含预存储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