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赠送体验北京 - 西安单程高铁或动车组，任东西南北游！】

行程亮点：
北京段：感受历史文化古都的悠久与厚重，体验现代时尚北京的
               魅力与辉煌，看古老文明与现代时尚的完美交融！
● 游览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大广场。
● 登长城——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
● 参观明清皇宫故宫——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皇家建筑群。
● 乘坐三轮车游胡同——体验地道的老北京风情。
● 游天坛公园——明清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祈祷五谷丰登之地。
西安段：秦始皇兵马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
               第八大奇迹”。先后已有 200 多位国家领导人参观访问，
               成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秦陵兵马俑惟
               妙惟肖地模拟军阵的排列，生动地再现了秦军雄兵百万
               战国千乘的宏伟气势，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
               量和英雄气概，这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小雁塔又称“荐福寺塔”，是一座唐代密檐砖塔。塔形秀丽，
     是唐代佛教建筑艺术遗产，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文
     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长安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就
     起源于小雁塔。钟灵神秀的宝塔浸润在肃穆的晨钟暮鼓和朗
       朗的诵经声中，遍观千年历史，每每使人喟然。
● 华山，古称 " 西岳 "，雅称 " 太华山 "，为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 " 和 " 华夏 " 之 " 华 "，就源于华山。
     自古以来就有 " 奇险天下第一山 " 的说法。第一批国家重点风  
     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
     岳华山，雄奇险峻天下第一。是道教“第四洞天”、首批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华十大名山、国家级自然与文化双名山，
   “华岳仙掌”为关中八景之首。

独家特色风味美食：
国酒茅台（每桌仅限一瓶品尝）、老北京饺子、老北京炸酱面、宫廷小吃、
正宗北京果木烤鸭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北京：U HOTEL/ 同级
西安：5 ☆亚朵精品酒店 / 同级

●  报名费已含北京 - 西安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火车票。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报名费于报名
     时支付，服务费和指定自费于抵达当日现付导游（这
     两项为团费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足额支付）。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
     2 岁以下免费。服务费含导游、司机小费，不含行
     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以上是针对加拿大华人成人（非学生团）的特价，加拿大
        非华人成人需补 USD1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12 岁以下华人报名费如下：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USD100/ 人 /
        天脱团费用，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我社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以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
         不需提前通知。
●   参加此团前如已参加过江南、云南、张家界或九寨沟中任
        一团，价格另议。

线路 1：北京入境 - 北京 - 北京 - 西安出境（团号：BJNXA8）
线路 2：北京入境 - 北京 - 北京 - 西安 - 华山 - 西安出境（团号：BJNXA9）

报名费
（CAD）

指定自费
（USD）

服务费
（USD）

单间差
（CAD）

BJNXA8 CAD99 USD360 USD90 CAD340
BJNXA9 CAD199 USD360 USD100 CAD390

BJNXA8 BJNXA9

2-11周岁（不占床含早餐） CAD149/ 人 CAD249/ 人

2-11 周岁（占床） CAD399/ 人 CAD499/ 人

2 周岁以下（不占床） 成人价格 x 10% 成人价格 x 10%

相约京华 ●    古都北京西安兵马俑 8-9 天超值经典游

特 约 旅 行 社

可亲身体验西安的风土人情及历史变迁，体验当年金戈铁马的战
争场面。参观【小雁塔】，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
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
明的殿堂，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晚餐品尝【饺子宴】，
之后欣赏【仿唐歌舞】。

早餐后游览有世界第八奇迹之称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4
年，西安市临潼区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大大小小的残俑，由此秦
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逐渐展示在世人的面前。1979
年规模宏大的秦兵马俑博物馆隆重开放，举世罕见的秦兵马俑博
物馆开放后，很快就轰动了中外，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是当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秦兵马俑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
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使观众们惊叹不已。接着来
到【大雁塔音乐喷泉广场】，外观【大雁塔】，欣赏亚洲最大的
音乐喷泉表演，气势庞大、规模宏伟，是喷泉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下
雨、下雪等天气原因停演）。接着游览【钟鼓楼广场】，这里是
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区。随后参观西北地方最大的穆斯林群众聚集
区【西安回民街】，体验西安的民风民俗。是日晚餐自理。

从第 8 天开始，您有以下 2 种线路可选：
线路 1：

早餐后统一送机出境（以最早的航班为准），带着美好的回忆返
回温暖的家乡。

线路 2：

早餐后，参观玉器店，随后前往华山风景区（含门票，进山车 +
北峰往返索道），华山古称“西岳”，是著名的五岳之一，它南
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守着大西北进出中原的门户。华山是由一
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 , 现在的华山有东、西、南、北、
中五峰，主峰有南峰“落雁”、东峰“朝阳”、西峰“莲花”，
三峰鼎峙，“势飞白云外影倒黄河里”，人称“天外三峰”。还
有云台、玉女二峰相辅于侧， 36 小峰罗列于前，虎踞龙盘，气象
森森，因山上气候多变，形成“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
“雪华山”给人以仙境美感。华山的著名景区多达 210 余处，有
凌空架设的长空栈道，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以及在峭壁绝崖上
凿出的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等，其中华岳仙掌被列为关中
八景之首。返回西安，参观丝绸厂。

早餐后统一送机出境（以最早的航班为准），带着美好的回忆返
回温暖的家乡。

指定自费：
8/9 天指定自费：三轮车游胡同 + 天坛公园 + 车游世贸天阶 + 王
府井大街 + 杂技 + 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雁塔音乐喷泉广场 + 仿唐
歌舞 + 饺子宴 =USD36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具体项目及金额以实际安排为准）：
北京段：金面王朝 show USD80/ 人，颐和园 USD40/ 人，全聚德
烤鸭或东来顺涮肉 USD40/ 人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7 西安                                                  B/L/X

DAY8 西安出境                                          B

DAY8 西安 - 华山 - 西安                           B/L/D

DAY9 西安出境                                          B

月份 周三抵达 月份 周三抵达

2018. 04. 04, 11, 18, 25 2018. 10. 17, 24, 31

2018. 05. 02, 09, 16, 23, 30 2018. 11. 07, 14, 21, 28

2018. 06. 06, 13, 20, 27 2018. 12. 不出团

2018. 07. 11, 18, 25 2019. 01. 不出团

2018. 08. 01, 08, 15, 22, 29 2019. 02. 不出团

2018. 09. 12, 19 2019. 03. 13, 20, 27

DAY1 北京入境                                                       X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专人接机后入住酒店，当天自由活动，
不含其他项目。（北京全天免费接机，限每2小时内的航班接机一次，
如有特殊需要安排单独接机，2-3人需另付：USD60/车/次，不含导游）

早餐后，观赏由国际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外景】（车游）。
之后参观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天安门广
场】，广场面积 44 公顷，能容纳 100 万人举行盛大集会。随后继续前
往游览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故宫】又名
紫禁城，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午餐后参观著名的【天坛公园】，
它原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圣地，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祭
天建筑群。参观负离子体验中心，随后【车游世贸天阶】。晚餐后欣
赏精彩【杂技表演】。

早餐后 , 前往京北长城沿线著名古关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居庸
关长城】。随后参观中医养生院，午餐后前往茶叶店品茶。随后【乘
坐三轮车游老北京胡同】，体验地道的老北京风情，参观什刹海酒吧
街。游览【王府井大街】，客人可以尽情自费品尝王府井风味小吃（晚
餐自理）。

早餐后欣赏精美的丝绸。随后前往珠宝中心参观。午餐后车游国家体
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随后参观名贵特产（赠
送足浴）。。

早餐后乘火车赴西安（已含北京 - 西安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接火
车后入住酒店休息，当天自由活动，不含其他项目，是日午晚餐自理。

早餐后前往参观国内保有完好的【西安古城墙（东门风水馆）】（登城墙），
貔貅收藏馆，建于明洪武年间（1370-1378）年，周长 13.7 公里，以
城墙为主体，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女儿墙垛口、
城门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构成严密完整的冷兵器时代城市防御体系。

DAY2 北京                                            B/L/D

DAY3 北京                                                      B/L/X

DAY4 北京                                                      B/L/D

DAY5 北京 - 西安                                           B/X/X

DAY6 西安                                                      B/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