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豌豆导游： 达拉斯购物之星。
国际购物者：
步骤 1
购物、购物、购物、
现在你将不再会只逛不买了！ 购
物吧，直到你到筋疲力尽为止。在
整个德克萨斯州有4,500间商店参
与我们的一站式购物，并且你可以
获得返还的销售税，所以你可以更多
地购物！
参与的零售商包括：蒂芙尼
（Tiffany’s)、古琦 (Gucci)、路易威
登 (Louis Vuitton)、梅西 (Macy’s)、
拉夫.劳伦 (Ralph Lauren) ，甚至包括苹
果！
步骤 2
办理您的退款
您可以在我们总共 13 个便利退款中
心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办理！
请携带原始的销售收据、已购物品
、护照、 I-94 表格、美国签证以及旅
行文件，到您选定的退款中心。 如
果在机场进行办理，请先到我们的退
款中心， 然后，检查您的行李。 我
们必须直观地查看所购买的物品。
步骤 3
收到您的退款
您可由我们总共 10 个即时现金办理处 (Instant Cash
Locations) 中的任何一个收到您的退款，或者，您
也可通过 PayPal 或支票在 90 天至 120 天之后收
到您的退款。
在达拉斯免税购物的退款位置：
沃斯堡机场 (DFW Airport) 航站楼 D*
达拉斯商业街（Galleria Dallas）*
北园购物中心（NorthPark Center）
大草原城名牌折扣购物中心（Grand Prairie
Premium Outlets）*
*即时现金办理处

@SweetPea_TFS
TaxFreeShoppingLTD
TaxFreeShoppingLTD

www.TaxFreeTexas.com

关于在达拉斯购物：

在达拉斯，你可以期待热门的事情。 据说达拉斯是购物
的诞生地，达拉斯有许多新的商店破土动工开业，具备很
多现代购物目的地的流行趋势。 达拉斯全年都有适宜的温
度，使其可以进行室内和室外的购物。

关于免税购物：

免税购物有限公司（TaxFree Shopping, Ltd. ）为停留在
德克萨斯州的国际游客提供州销售税的退还。 在您回家之
前，您可以在即时现金办理处（Instant Cash Locations）
获得即时的现金退还。 当游客回家后，也可以通过支票或
PayPal 办理退款。 税费返还适用于在过去 30 天中购买全
新的、有形的（非消耗品）项目的国际游客。 退款程序包
括从 4,500 家参与免税购物合作商店中的采购。

关于 EEM 定制旅游： 关于 EEM 定
制旅游：

EEM 定制旅游是一种令人易于接受的旅游经营模式，它在达
拉斯/沃思堡市（Dallas/Fort Worth）久负盛名，独一无二，
专门经营 3 种团体旅游类别的单独定制团体旅游。 购物、农
艺和技术观光。
购物比任何其它的美国城市更多，《福布斯》杂志将德克
萨斯州列为在美国排名第一的购物目的地！ 达拉斯沃斯堡
(Dallas Fort Worth) ）也是财富 500 强公司中 19 家公司的总
部所在地，并且周围有很多富裕的县。
德克萨斯州拥有大量的场地和丰富的经验；使 EEM 多
语言旅游经营商可以向您们的旅游团展示德州的殷勤
好客！ 有关团体旅游的详细信息和定价，请访问网站
www.eemcustomtours.com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 info@
eemcustomtours.com。

H 受到意大利米兰著名的艾曼纽购物中心（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的启发，达拉斯商业街（Galleria Dallas）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在一个溜冰场周围环绕着全世界最著名的 200 家商
店。 达拉斯商业街（Galleria Dallas）每年会接待超过 1900 多
万名游客。

北园购物中心（NorthPark Center）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组
合，将达拉斯/沃斯堡（Dallas/Fort Worth）国际设计师们的最
优秀作品组合在一起，周围环绕着永恒的现代建筑和世界级的
艺术展藏。 北园购物中心（NorthPark Center）也是美国第一
家温度自动控制的室内购物商城，以及德克萨斯州北部最大的
购物中心。

H 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1907年在达拉斯成立，

它是一家将达拉斯推向国际零售版图的豪华百货商店。 由赫
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姐妹嘉莉.马库斯（Carrie
Marcus）和她的丈夫内曼（A.L.Neiman）一同创办的， 这家商
店特别推出在南方其它地方没有的专卖系列。 在1926年，具有
传奇色彩的斯坦利.马库斯（Stanley Marcus）从他的父亲中接
管了大权，并使这家商店成为时尚界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旗
舰商店位于达拉斯的市中心，并仍然保持着该店早期开业时的
优雅和风格。

H 高地公园村（Highland Park Village）开始于 1931 年，

它被称为国家历史性地标和国家第一购物中心。 今天，该村继
续作为达拉斯市高地公园的中心广场和大学公园。 购物中心的
开发商曾远赴西班牙、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寻找美丽的西
班牙地中海风格建筑的灵感。 如今，高地公园村保持着质朴的
状况，并以拥有一些在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精品店和商店而自
豪，包括夏奈尔（Chanel）、卡罗琳娜（Carolina Herra）、
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爱马仕（Hermes）、埃斯卡达
（Escada）以及吉米.丘（Jimmy Choo）。 该村也有专卖店，
本地的餐馆和一家经修复的电影院。

H 斯坦利.柯尔萨（Stanley Korshak）是一家位于达拉斯漂亮

的新月球场（Crescent Court）中的独立奢侈品零售商。 该商店
是以经营最好的男性和女性的服装服饰、新娘时装、美容产品和
居家商品著称。

H 公园路上的商店不仅具有最好的时尚

购物，还有独特的餐饮和娱乐场所，所有
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城市的环境中。 精明的
购物者能够以令人惊讶的价格找到设计师
的时装，参与户外的现场乐队，或者在餐
厅的天井中享受当地的精酿啤酒。 公园路
上的商店也非常便利地坐落于来自北园购
物中心（NorthPark Center）的高速公路的边上。

H
艾伦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Allen Premium Outlets）是

一所迎合高层次消费者的名牌折
扣购物中心，拥有 100 家商店，
每天都提供 25%-65% 的折扣优
惠，设计师以及顶级品牌包括：
安.泰勒（Ann Taylor）、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巴
宝莉（Burberry）、盖尔斯（Guess）、凯尼斯.柯尔（Kenneth
Cole）、耐克（Nike）、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
保罗.拉夫.劳伦（Polo Ralph Lauren）、扎列（Zales），以及更
多的。

H
大草原城名牌折扣购物
中心（Grand Prairie Premium

Outlets）是一家新品牌的折扣
购物中心，2012 年 8 月开业，
拥有 420,000 平方英尺的露天
名牌折扣店、100 多家零售商
店，以及一个现场的美食街。 该家名牌折扣购物中心拥有 100
多名引领潮流的设计师和顶级品牌，每天按零售价格提供最高
65% 的折扣优惠。 大草原城名牌折扣购物中心（Grand Prairie
Premium Outlets）不仅是一个高档的商业投资组合，也是每个
人喜欢去和一定要逛的商店汇集地。

H
藤步闲逛（Grapevine Mills）非常便利地坐落在达拉斯/
沃尔斯堡国际机场（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西两

英里的地方，拥有 180 多家商店，例如：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推出的”最后招待”（Last Call）、雨林咖啡馆
（Rainforest Cafe）、洛夫特.奥特莱特（LOFT Outlet）、耐克
工厂店（Nike Factory Store）、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 OFF 5th）、全场包邮（Coach Factory）、安德玛（Under
Armour）以及老海军（Old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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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购物之星。

该购物村位于达拉斯的上城区，
已经成为年轻一族的时尚目的地。
该购物村会聚了时尚精品店、古董
收藏、美术馆、餐馆、夜生活以及
一家木兰电影院（Magnolia movie
theater）。西村是对于所有崇尚新潮
时尚的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购
物场所。

由穿过达拉斯中央高速公路的两条街命名，诺克斯.亨德
森（Knox-Henderson）具有鲜明的对比性。 西方边是诺克斯
（Knox），具有完美无瑕的城市街道，沿街分布着传统家庭装
饰的商店、露天餐饮、温泉和沙龙。 凯蒂小道（Katy Trail）是
一条 3.2 英里长的跑步小径，街道延伸至西边，街坊都是该市
最友善的人们。 东方的游客将会发现亨德森大道（Henderson
Avenue）上时髦的氛围。在街道上，古董商店、餐饮酒吧以
及流行的露台酒吧林立。该街道在不久之前，还未被充分地
利用。 亨德森大道（Henderson Avenue）不仅是城市时髦一
族，也是达拉斯精英们所向往的购物目的地。

达拉斯设计区拥有最前沿的艺术画廊，世界闻名
的室内设计工作室和陈列室，一家新兴的餐馆以及夜
生活的场景，达拉斯设计区是该城市最新和最活泼的
社区之一。 达拉斯设计区是在美国第四大豪华家具展
厅、艺术品和古董美术馆的聚集区，也是西南地区公
认的室内设计师首选场所。 每天晚上，达拉斯人会涌
进该地区的餐馆，享用美食。

达拉斯购物

达拉斯沃尔斯堡国际机场

您可以在我们任何一家
便利的当地退款中心，
获取你的营业税退款！

离达拉斯捷运（DART）线不远，知更鸟站
（Mockingbird Station）是体验都市可供选择的一个
购物场所。 环绕安吉莉卡电影中心（Angelika Film
Center），游客可以找到各种酒吧和餐馆，还有一些
不错且廉价的时装商店和美国连锁店。 例如一些选
择：法朗西丝卡（Francesca’s，这是一家都市旅行
用品商）和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

野蛮比尔西部商店（Wild Bills Western Store）坐落
于具有历史性的达拉斯下城区西部，位于一座有 100 年悠
久历史的建筑物中，保留有锡顶、红砖、硬木地板，以及
世纪之交特色的酒吧鞍座高脚凳。 游客在达拉斯的其它地
方，很难再发现具有如此独特的魅力和引人心动的西部商
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