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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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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 Database(简称OD)  
登陆：www.register.newzealand.com  

由这里开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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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gister.newzealand.com/


完善注册信息 

请选择：China 

请再次输入邮箱地址 

设置密码 

请勾选 

完成所有信息，点击 Register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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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注册信息 – 返回注册邮箱，确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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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链接，最终完成注册 

请于72小时内点击确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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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注册账号后， 
您就可以登陆OD， 

开始添加您的 
公司介绍和产品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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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Add 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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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册邮箱登陆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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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a business 四个步骤： 
 
第一步：Type and description 
第二步：Business contact info required 
第三步：Social Media 
第四步：Map location optional 
第五步：Business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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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公司名字和业务类型（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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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公司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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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只需填写website，但是不是网
站首页，而是新西兰产品页面 



3、Social media（针对Int版本，请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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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公司在地图上的位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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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添加公司标志（请务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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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上传图片！（图片必须是JPG

或者PNG格式，而且像素宽度不小于
600pixels） 

点击从你的电
脑里选择图片 



你的business已提
交，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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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Add a business, 
你还需要继续add a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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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Add a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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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a listing 四个步骤： 
 
第一步：Type and description 
第二步：Feature image 
第三步：Images and video 
第四步：Contact and booking info  
第五步：Map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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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公司类型（必填） 

选择Travel agent or Airline！ 

选择贵公司产品类型标签：这里
会影响到产品页面在nz.com上出
现的页面，建议选择General 

Travel。其他类型是新西兰当地的
旅游供应商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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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和公司介绍，会出现在
newzealand.com上的不同位置，
有字数限制要求。 

选择Chinese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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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图片 

目前，中文不支持视频。 

点击自动导入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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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图片和视频 

目前，中文不支持视频。可点
击蓝色框导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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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联系方式和预定信息（必填） 

一般情况下，listing的联络方式和
business相同，请勾选此处。如

有特殊情况，需要点击蓝色的编
辑按钮添加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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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图（可选） 

点击此处，提交申请！一般5-7个工作

日，你的申请会被批复，最终完成
business lis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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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后，你的主页面会显示Pending 

approval，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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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申请被批复，你的主页面会出现绿色的
按钮，你需要继续add a translation，输入
对应的中文信息，来让中文页面显示在
newzealand.co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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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中文信息的四步： 
1.Type and description 
2.Feature image 
3.Images and video 
4.Contact and booking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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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点击same 

as Business 

name旁边的方
格，然后在下
面的框中输入
正确的旅行社
名称；继续完
成summary和
full description

的信息，点击
“save” 

 29 



2.在中文页面添
加图片，点击
“use your 

business logo”
导入business的
头像，然后点击
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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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片和视频 （视频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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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联络和预定信息。如和Business信
息一致，则勾选same as，直接save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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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色的编辑按钮，修改中
文联络方式的信息 



第四步：Add a travel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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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在OD中“add a travel deal” 
（注意：需要在business listing 申请被批复后，才可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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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D的主页，你可以点击add a travel 

deal来添加你的旅游产品推荐  
（注意：需要在business listing 申请被批复后，才可以添加） 

点击 add user，可以添加管
理此business的其他账户，且
该账户已在newzealand.com

上注册（注意，添加的账号需
要是从newzealand.com上注
册的普通账号） 

请点击此处，继续添加你的中文产品
页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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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D的主页，你可以点击add a travel deal

来添加你的旅游产品推荐  
（注意：需要在business listing 申请被批复后，才可以添加） 

当跳转出现此英文界面时，请点击语言栏
切换至中文界面后，点击“你的旅行”进
入“你的账户”—“你的旅游产品推
荐”—“添加新的优惠信息” 

点击此处，切换至中文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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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你的账户”，点击“你的产品推荐”，
点击“添加新的优惠信息”。。。 

你发布的deal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可以随时更新 

请点击 

37 



1、选择你的公司
（默认你已经绑定
的Business 

listing） 

 

2、选择产品类型：
价位 

 

3、点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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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RMB 

2、确认已勾选中国 

3、填写具体的内容，

可以参看旁边绿框里
的“预览”。因为
newzealand.com上

的模板是固定的，所
以请控制每一行的字
数，以免超出线框，
影响整体的效果 

4、点击“发表您的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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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题第一行 （9中文字符以内） 

产品标题关键信息建议： 

主题 + 几日游 

 

产品标题第二行 （9中文字符以内） 

旅行社名称 

 

产品描述第一行（ 15中文字符以内） 

行程的关键目的地 

 

产品描述第二行（ 15中文字符以内） 

行程主打的特色项目 

 

产品描述第三行（ 15中文字符以内） 

其他行程的特色主题 

 
价位前缀 

自 或者 起 

 

价格 

该产品价格 

 
产品补充说明 

其他补充信息，特色服务或者航空公司信息等 

 

“进一步了解”链接（必填） 

建议只填“进一步了解”的产品链接，这样显示的是
“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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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在newzealand.com/cn上登陆后，
在“你的账户”—“你的旅游产品推荐”中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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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打开newzealand.com/cn，点击
红框中的登陆，进入你的账户，开始添加
travel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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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你的账户”，点击“你的产品推荐”，
点击“添加新的优惠信息”。。。 

你发布的deal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可以随时更新 

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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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旅游产品信息的步骤如方法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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