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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附加限制 — 您不得适用法律术语或者 技术措施 从而限制其他人做许可协议

允许的事情。

禁止演绎 — 如果您 再混合、转换、或者基于该作品创作，您不可以分发修改作品

非商业性使用 — 您不得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您不必因为公共领域的作品要素而遵守许可协议，或者您的使用被可适用的 例外或

限制所允许。

不提供担保。许可协议可能不会给与您意图使用的所必须的所有许可。例如，其他

权利比如形象权、隐私权或人格权可能限制您如何使用作品。

了解此协议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iki.creativecommons.org/FAQ

声明：

署名 — 您必须给出适当的署名，提供指向本许可协议的链接，同时标明是否（对原始

作品）作了修改。您可以用任何合理的方式来署名，但是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许可人为

您或您的使用背书。

惟须遵守下列条件：

本文件使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CC BY-NC-ND 4.0）国际文件共享标准。

您可以自由地共享 — 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本作品，

只要你遵守许可协议条款，许可人就无法收回你的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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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每一位期待已久的同好们：

展信佳！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在美丽清爽的泉城济南，我们恭候各位前来参加本次第二届济

南 THO—東方清泉鄉暨第一届山東 THO—東方雨川集大型东方同人展会。相信本次

活动能为大家带来一场畅快的体验，犹如在炎炎夏日送来的舒适清凉，倍感愉悦。

回首过去，第一届济南 THO 在全体筹委会成员，社团和游客共同的不懈努力之下，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汇集了更多更优秀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

往日的经验教训。因此，我相信，在此次更为盛大的山東 THO，我们能继往开来，

登峰造极。

在本次 THO，我们将贯彻全新理念，优化活动体系，为大家提供全新的同人活动体

验，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各位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致最美好的你们！

顺颂时祺！

山东 THO 筹委会全体成员

2021 年 5 月 20 日

欢迎辞



山东 THO

山东 TouHou Only 东方雨川集 创立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相关事务暂由济南

THO 筹委会全权代理。在山东 THO—東方雨川集存续期间原济南 THO—東方清泉

鄉也同样会得到保留。

雨和川取自全唐诗，李白的【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散为飞雨川上来，遥帷却

卷清浮埃。”。集则有由散聚合之意，意味着团结和聚集。

展会核心理念

“3L”THO 计划 The Triple-L THO Project

山东 THO 将围绕“Link Light Luxury”的新品牌理念开展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活动。

Link 智联

山东 THO 将全面应用自研的票务系统，社团系统与组织管理系统以支撑活动的高效

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营，给游客和社团带来全新的便利体验。

Light 畅轻

山东 THO 将全面优化 THO 活动流程与成本测定，删减冗余的形式项目，减除不必

要成本支出，将活动比例和开销价值最大化设置，给游客带来更满足的活动体验。

Luxury 非凡

山东 THO 一直认为服务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并立志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体验，

在最大程度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山东 THO 集中了大量的优质资源与服务低偿甚至无

偿提供给游客和社团，给游客和社团带来卓越的出行体验。

关于山东 TouHou Only



相关计划

星火计划 The Spark Project 地区发展与活动计划

2020 年度社会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作为大区性非盈利独立同人展会，山东 THO 关

心着省内各城市地区，乃至周边城市地区的东方同人发展状态，严重的疫情冲击过后，

山东 THO 筹委会决心帮助辐射范围内各地区的东方社群一同恢复当地的发展水平，

为中小型活动提供定点帮助，保证各地区有需要的中小型活动的顺利举办，恢复当地

区生态。

THO 与社团发展计划 THO&Groups Development Project

经过了长时间疫情冲击，国内东方同人整体发展情况不甚乐观，尤其是 THO 与社团

发展问题。很多社团因疫情被迫解散，也有相当量社团的发展情况因疫情面临体量骤

减，社员创作积极性降低，活动减少甚至停滞等诸多问题。

山东 THO 始终致力于提高本地区与周边地区东方同人的发展水平，也十分关注各社

团的发展情况。

综合以上情况与部分社团及地方东方活动筹委会的帮助需求，现发布“THO 与社团

发展计划”。本计划针对发展欠佳，需要帮助建立，需要提供运营管理建议等需求的

地方活动筹委会和社团而发布的，以提升社团综合发展水平与活性的计划。

若您及您的社团对我们的各种计划颇有兴趣，或想支持和改进我们的相关计划，请与

筹委会人员联系。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1.费用减免（票位代码：X）

我们深知自己拥有对所有东方 project 及东方同人文化爱好者提供平台的使命。

对于一小部分渴望并迫切想要参与到山东 THO 的爱好者来说住宿交通及展会相关费

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我们从不认为经济条件应成为限制东方爱好者参与本次活动

了解同人文化，结交朋友，开拓视野的阻碍。因此，我们将视具体情况对本次参与活

动并且生活有明显困难的同好提供费用减免办法，其中包括减免门票，交通补助与提

供额外的住宿折扣。

注：获得由此方式获取的门票享受普通门票同等待遇。

2.申请方式

由官网下载申请表单，将您的个人相关信息及相关材料如实填写发送至邮箱：

wilson@crestruction.org

进行申请。

您需要提供包括但不仅限于收入证明在内的材料以帮助我们确认您是否符合要求并

确认具体减免额度。我们会在审核相关资料后尽快告知审核结果。

注：郑重承诺！山东 THO 不会将您的申请（包括个人信息和申请材料等）公开或提

供给任何无关人员。



展会名称：2021 年度 山东 TouHou Only 东方雨川集

第二届济南 THO 暨第一届山东 THO

展会时间：2021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为期一天

即卖会：9:00-16:00 日场活动：9:00-21:00

Live·夜：18:00-21:00

展会地点：中国，山东省，济南市

历下区-奥体西路-星河工业园 M 栋-战术熊猫 Panda Q Arena

展会类型：地区性独立非营利同人展会及即卖会

游客参展标准费用信息（票位代码）

山东 THO 即卖会：

普通票（T）：120.00CNY/人 VIP 票（H）：180.00CNY/人

山东 THO Live 夜：

普通票（L）：120.00CNY/人 VIP 票（I）：180.00CNY/人

山东 THO 全天套票：

普通套票（N）：210.00CNY/人 VIP 套票（V）：320.00CNY/人

标准费用为现场购票或不参加任何优惠且在非官方渠道订购门票的游客所需支付的

标准费用。

请注意，本次展会任意类型门票一经出售则不可退换（特殊情况除外）；展会期间如

果您对场内的设施有非自然的损坏，那么将会收取您额外赔偿费用。

基本信息



山东 THO 门票费用优惠政策：

平台优惠政策（票位代码）

在 2021 年 7 月 30 日 18:00 前通过官方线上平台渠道报名及缴费的游客，均可享受

平台专属票价，新价格标准如下：

山东 THO 日场即卖会：

普通票（A）：⑨⑨.00CNY/人 VIP 票（P）：150.00CNY/人

山东 THO Live 夜：

普通票（C）：⑨⑨.00CNY/人 VIP 票（G）：150.00CNY/人

山东 THO 全天套票：

普通套票（O）：180.00CNY/人 VIP 套票（W）：280.00CNY/人

请注意，平台优惠计划可与以下其他费用减免计划叠加，并不冲突。

疫后回归政策（票位代码：R）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由于疫情持续原因，原定将于 2020 年 7 月举办的第

二届济南 THO 遗憾停办。凡报名并购买第二届济南 THO 预售门票的可凭付款凭证

免费参加本届 THO 并享受 VIP 票同等待遇。

请注意，您同样需要在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出示相关材料以兑换新票据，若在线上平

台关闭前未成功注册登记则自动视为放弃该资格。

社团团体与组织团体报名优惠政策（票位代码：N、E）

根据本届 THO 社团政策与票价政策，任意社团社内人员报名满⑨人以上，每位参展

人员均可获得⑨折的票价优惠，合作社团社内人员参展则均获得 8 折的票价优惠。

若选择该报名方式，请社团负责人直接与筹委会相关人员联系。



Crestruction 系统

本次展会游客参展报名采用线上平台，地址为：

· https://crestruction.org/tickets-booking/

您亦可在我们的官网首页中找到该系统链接。

1. 注册

每位游客初次登录均需注册 Crestruction 系统账号。（注册后可用于所有后续相关

项目）

请您事先准备好登录所需的个人邮箱地址以及密码（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组合，不可使

用特殊字符，长度在 6-20 个字符之间，请妥善保存并牢记您的密码）。

您亦可使用个人的 Google 或 Github 账号进行注册。

在填写完成注册信息后，我们的网站会向您发送一封激活邮件，您需要点击邮件中的

激活链接来激活您的账号，激活完成后即可正常登录使用。

2. 登录

请在我们提供的网站中登录您的账户，登陆后会自动弹出本次游客报名界面。

您亦可使用注册时提供的 Google 或 Github 账号进行登录。

3. 信息

您需在登录后并阅读相关协议后完善以下游客参展信息：

A.个人基础信息

网站账户 ID（本人使用自己的账户购买供本人使用的门票时无需更改填写该项）、

参展人真实姓名、参展人身份证号、参展人联系名（CN/ID）、参展人电话号码。

报名参展

https://sdtho.crestruction.org


B.付款信息

门票种类选择、其他优惠政策选择（及其他优惠政策验证信息）、付款订单号。

C. 其他信息

预计到场时间。

D.提交订单

检查您填写的信息准确无误方可提交订单。

注：本次展会费用相关项目因平台合作及信息联网等方面原因，仅可使用支付宝支付，

敬请谅解。请务必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您的相关讯息，山东 THO 筹委会承诺将对您的

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请注意：如果到场人员信息与您门票所属人对应的信息不一致，山东 THO 则有权拒

绝相关人员入场，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向山东 THO 筹委会方面反映。

4. 主页

在完成报名信息填写的填写后，系统将在出现反馈确认界面之后，您可点击提示的链

接进入主页。您将会在此界面随时查看到您本人的票务信息，展会相关信息、同人创

作推送、参展社团信息等讯息。

5. 缴费

在您决定报名并已经开始填写游客参展报名申请时，您需要同时进行缴费。

在缴费完成后您需要打开您的付款信息，并从中找到您本次交易的订单号，然后将订

单号准确无误的输入到对应的信息框内。

6. 资格

在您完成了全部工作后，系统会锁定并保密封存您的相关信息，相关验证完毕后会在

两个工作日内发放您本次参展的电子票据，届时以代表您完全可以参与本次展会。



游客礼遇

普通票

山东 THO 即卖会普通票：

1.THO 标准时段①入场资格；2.THO 无料②领取；3.免费迎宾饮品③一份；4.THO

标准时段①内官方游戏区畅玩；5.场内开放类活动④参与资格。

山东 THO Live·夜普通票：

1.Live 入场资格；2.夜场无料⑤领取；3.免费迎宾饮品③一份；3.游客休息区权限；

4.官方游戏区畅玩。

VIP 票

山东 THO 即卖会 VIP 票：

1.VIP 专属通道入场，并可在 THO 标准时段①之前半小时入场；2.VIP 特典及 THO

无料②领取；3.THO 标准时段①无限量迎宾饮品享用；4.官方游戏区优先资格畅玩；

5.场内开放类活动优先参与资格；6.免费一次官方日场抽奖机会；7.场内特别体验区

项目⑥八折优惠；8.官方合宿免费客房升级⑦。

山东 THO Live·夜 VIP 票：

1.VIP 专属通道入场；2.夜场 VIP 特典及夜场无料⑤领取；3.夜场 Live 时段无限量迎

宾饮品③享用；4.VIP 游客休息区权限；4.官方游戏区优先资格畅玩；5.免费一次官

方夜场抽奖机会；6.场内特别体验区项目⑥八折优惠；7.官方合宿免费客房升级⑦。



套票

山东 THO 全天普通套票：

1.套票专属票价优惠；2.THO 标准时段①入场资格与 Live 入场资格；3.THO 标准无

料②领取；4.日夜场免费迎宾饮品③各一份；4.官方游戏区全天畅玩；5.场内开放类

活动参与资格。6.夜场游客休息区权限；7.免费一次官方抽奖机会。

山东 THO 全天 VIP 套票：

1.VIP 套票专属票价优惠；2.THO 及 Live 的 VIP 专属通道与 THO 标准时间①的提

前半小时入场资格；3.双场无料与双场 VIP 特典领取；4.日夜场迎宾饮品③无限畅饮；

5.额外的 VIP 套票特典奖励；4.官方游戏区全天优先资格畅玩；5.场内开放类活动优

先参与资格；6.夜场游客 VIP 休息区权限；7.免费两次官方抽奖机会；8.场内特别体

验区项目⑥八折优惠；9.官方合宿免费客房升级⑦；10.官方免费聚餐⑧邀请；11.

活动期间 20h 专属一对一客服；12.提供专业私人出行咨询与解决方案。

①THO 标准时段为即卖会时段 9:00-16:00

②THO 无料为纪念款门票，手提袋，定制版扇子，定制版签字笔，消毒湿巾，口罩，

卫生纸巾，瓶装水

③可自选展会方可提供的软饮饮品。

④由官方举办或承办的 THO 持续期间的场内活动。

⑤夜场无料为 Live 入场凭证，消毒湿巾，口罩，卫生纸巾，瓶装水

⑥与场地方联动举办的特别游戏项目，此项目费用不包含于门票费用。

⑦THO 官方合宿活动时效内提供合宿人所选房型的免费升级一级。

⑧THO 展会次日中午的官方聚餐庆祝活动。



For a Better You ！

我们希望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有人会去想：“东方到底是什么”，“东方给我带来了什么”，“THO 有什么

意义”等等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毕竟每个人认识东方的方式，生活条件上的境遇甚至人生中平凡或不平凡的

遭遇不尽相同。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William Shakespeare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去简单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不妨先说说济南和山东 THO。济南是中国资源第一大经济第三大省山东省的省

会，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但因政策，历史等问题，济南的发展曲折，在习大上任之

后，山东省和济南市的发展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借着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一群怀

揣着对东方无限热爱并且有着想要发展东方之梦想的青年学生决定进行以济南为中

心的鲁中及鲁西南地区甚至到全省及华北华东地区的东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东方厨遍布各地。近两年更是踊跃出更多的想为发展东方献出绵薄之力甚至“洪

荒之力”的东方厨们。但总之，不管新老东方厨，都想以自己不尽相同的方式去把

东方维护得更好。同时，每个东方厨相信也有着自己想留在这个大圈子里的不尽相

同的理由。

对于那些留在圈子里很多很多年的东方厨们来说，他们多数留下的原因显然并

不是通过这一兴趣爱好去消磨闲暇时光，他们已然可以通过学习、工作、旅游等等

结束语



让自己收获更多，让自己的闲暇时光更加充实。对于他们而言，东方已经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兴趣爱好，而是一个可以托付心中美好向往的平台，一个维系真挚友谊

的纽带，甚至精神上的寄托，因为有朋友、前辈后辈还在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努力，

这个就会充满无尽的生机与快乐。年少时经历这一切无疑是幸运的，人的一生又能

又多少如此为人生增色的机会呢？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看待东方，它对多数人来说终是一个兴趣和爱好，能有

多少人把它当作毕生的事业去做呢？任何寄托在它上面的超出范畴之外的愿景或者

期盼都是不切实际的。我相信，东方的本意绝不是培养怠惰和绝望的摇篮，绝不是

提高知名度的工具，绝不是日后在他人面前小言詹詹时的谈资，更不是勾心斗角的

名利场。它只是个日常休闲的兴趣爱好甚至说是一种精神寄托，仅此而已。秉承着

对 东方 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去努力，我们去做新的尝试与实践。

我们这么努力，这么奔波，真的值得吗？

活动前，我们精心充分的筹备活动所需的各项资源，以保障 THO 届时保质保量

的进行；活动时，我们用心负责的组织团队，会对每位参与者保持高度的用心与关

心，并无时不刻的关注参与者们的参与及体验情况，我们鼓励每一位参与者在期间

能够全身心的融入到这只属于我们东方众的盛宴之中；活动后，组织团队将整理大

家的反馈并继续与每一位参与者保持联系，听取大家在各个方面的建议。我们也将

在活动后提供平台以保持大家的互动，努力让东方的精髓，同好们的友谊永不褪色。

我相信，这一定是值得的。

我们意在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绝佳体验，让每一位悉心参与

其中的东方众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山东 THO，而是无论你以后进入什

么样的学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成就什么样的事业，都会同最初一样，热情的期



待大家再一次光临的地方。这，就是山东 THO，是你的家。

若能让每一位东方众在参与后都感觉“收获颇丰”，那将是山东 THO 能够得到

的最大成就与认可。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在山东 THO 以及其相关活动中的参与者，都能得到自己所

想要得到的，或是入手自己垂涎已久的周边，收纳到自己丰富缤纷的私家珍藏当中；

或是认识一群情投意合的好友，收获一份多年之后还会时时怀念的珍贵友谊。一段

无论何时还会经常浮现在脑海中的快乐时光。

我们希望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顺颂时祺！

济南东方活动组织与执行委员会

山东 TouHou Only 执行董事&质量顾问

Waya



联系我们

山东 THO 总裁&质量总监

射命丸老白

QQ：1286201440

邮箱：ayaya@crestruction.org

山东 THO 执行董事&质量顾问

Waya

QQ：732105613

邮箱：wilson@crestruction.org

山东 THO 设计总监&质量顾问

R·L 中校

QQ：19980618

邮箱：lappland@crestruction.org

山东 THO 董事&协调总监

依蓝

QQ：1294055033

邮箱：yilan@crestruction.org

山东 THO 高级公关顾问

Darkxixin

QQ：337557305

邮箱：darkxixin@crestruc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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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THO 筹委会全体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