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北京入境 - 北京 - 郑州 - 洛阳 - 登封 - 开封 - 郑州出境（团号：BJNHN10）

游历京豫 ●    古都北京 / 锦绣河南 10 天文化游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周四抵达

2019. 04. 04, 11, 18 2019. 10. 10, 17

2019. 05. 09, 16, 23 2019. 11. 不出团

2019. 06. 06 2019. 12. 不出团

2019. 07. 不出团 2020. 01. 不出团

2019. 08. 不出团 2020. 02. 不出团

2019. 09. 05, 12, 19 2020. 03. 不出团

标红日期执行牡丹花展价格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2 人 / 趟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400 110 60 10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5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 送
    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2019.05.09--2019.10.31

CAD239 CAD499 CAD149 CAD420
2019.04.01--2019.05.08( 牡丹花会期间 )

CAD319 CAD579 CAD229 CAD420

●  报名费已含北京 - 郑州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火车票。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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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送体验北京 - 郑州高铁或动车组，任尔东南西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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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段：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十三朝古都均在
               此处，更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之说，游河南，重
               走名人故地，重温前朝旧事。
● 少林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在寺庙中寻找
     康熙乾隆帝的笔迹，穿梭在塔林中缅怀历位高僧。其中少林
     功夫表演：中国功夫，必称少林，在一招一式中领悟少林功
     夫的博大精深。
● 龙门石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内有
     1300 多个石窟，10 万余尊佛像，是北魏晚期至唐代 6 个朝代
     长达 400 多年里，许多杰出工匠耗费一生精力的心血之作。“龙
     门山色”更是洛阳八景之首。仰视万尊造像，细读碑刻题记，
     观赏书法魏碑之精华，品味初唐楷书之典范。龙门石窟与莫
     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 开封府：北宋时期的第一首府，包公打坐主持的公道之地。在
     游览中寻找包公威严刚正的足迹。
4 月团有机会参观牡丹花会展（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一种明丽高贵的、
雍容大气的典雅美。秦淮烟月浩繁，扬州青楼薄幸，长安秋风凄
怨，玉门寒雁悲怆，唯有洛阳，中州故地，从容博大，深刻安详，
才载的起牡丹这份绝世的美丽。

品各地特色美食：
北京段：吊烧鸡，都一处烧麦，北京特色炸酱面
河南段：河南素斋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北京：U HOTEL/ 同级            Beijing: U HOTEL/ similar
郑州：5 ☆雅乐轩酒店 / 同级 Zhengzhou: 5 ☆ Aloft Hotel/similar
登封：5 ☆承誉德酒店 / 同级 Dengfeng: 5 ☆ Chengde Hotel/similar
洛阳：4 ☆牡丹城宾馆 / 同级 Luoyang: 4 ☆ Mudancheng Hotel/similar

DAY1 北京入境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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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游览【故宫】又名紫禁城。午餐后参观负离子体验中心，
随后【车游世贸天阶】。晚餐后欣赏【杂技表演】。是日晚餐自理。
Visit：Location of national grand theatre, Tian 'anmen square, "The 
palace",  [car tour to world trade center], acrob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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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可以自费品尝王府井风味小吃（晚餐自理）。
Visit:Juyongguan Great Wall, [taking a tricycle ride to old Beijing alley], 
Wangfuj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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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自理）。
Visit:Bird Nest, Water cube

早餐后乘火车赴郑州（已含北京 - 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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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后游览【如意湖】位于 CBD 中央公园的中心，周围分布着【河
南省艺术中心】、【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和【郑州会展宾馆“大
玉米”】，都是郑州的地标。环湖的木栈道长约千米，为游人漫
步湖畔、休闲游憩提供了一个富有情趣的亲水平台。湖岸边林木
成荫 , 周边建筑飘逸流动 , 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周围鳞次栉比的高层
楼群，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湖里游弋、跳跃，令人心醉不已。后参
观【河南博物院】。之后车赴登封，入住酒店。
Visit：Ruyi Lake、Henan Museum

早餐后游览世界文化前往世界文化遗产——【中岳嵩山】。参观
禅宗祖庭，功夫圣地【少林寺】是中国名气最大的古刹。参观【塔林】，
即少林寺历代得道高僧圆寂后埋葬的佛塔。观看【少林功夫表演】，
少林派是武林中范围最广、历史最长、拳种最多的武术门派，自
古就是国人心目中的“天下武林第一大门派”，天下武学的泰山
北斗，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的美名。之后
车赴十三朝古都洛阳。
Visit：Mont Song、Shaolin Monastery、Tallinn、Tallinn

早餐后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
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佛像，高达 17 米，规模宏伟、气势磅礴，
将佛国世界充满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的淋漓尽致，显示了唐
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之后前往【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以洛
阳的山、水、植物和隋唐城遗址文化为基础，包括千姿牡丹园（四
季均可赏牡丹）、野趣水景园、木兰琼花园等 17 个园区，春赏牡丹，
夏赏荷花，秋览菊花，冬览梅花，到处流水潺潺，水鸟纷飞，如
诗似画。（4 月牡丹花会期间赠送花会门票）。之后乘车返回郑州，
入住郑州酒店。
Visit：Longmen Grottoes、Sui and tang city ruins botanical garden

早餐后乘车前往八朝古都汴京——开封。开封是是世界上唯一一
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亦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有 " 东
京梦华 " 之美誉。抵达后参观【开封府】。之后参观汴京胜景“铁
塔行云”【北宋铁塔】。之后前往【七盛角】。
Visit：Kaifeng、Northern Song Iron Tower、Qishengjiao

早上统一送机出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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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轮车游胡同 + 车游世贸天阶 + 王府井大街 + 杂技 + 少林寺 +
龙门石窟 + 北宋铁塔 + 开封府 =USD400/ 人
（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北京段推荐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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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公园】
USD40/ 人
河南段推荐自费：白马寺 + 明清街 + 清明上河园 + 开封东京梦华
秀 + 宋都御街 + 龙门石窟游船（伊河游船）+ 黄河游览区 + 汽垫
船游黄河 + 龙门石窟和少林寺两景区电瓶车 =USD160/ 人（具体
项目及金额以实际安排为准）
Optional items (at your own expense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ission fee):
【Golden Dynasty Dynasty show】 USD80P.P 【Summer 
Palace】 USD40P.P 
【Quanjude Roast Duck or Donglaishun Shabu Shabu】 
USD40P.P 【Temple of Heaven】=USD40 p.p
White Horse Temple + Ming Qing Street + Qingming Riverside 
Park + Kaifeng Dreamland + Yu Street in theCapital of Song 
Dynasty + Longmen Grottoes (I River Cruise) + Yellow River 
Tour + Steam Boat Tour Yellow River + Longmen Grottoes and 
Shaolin Temple Battery car = USD160P.P (The Specific items 
and the price will be subjected to actual arrangements by the 
tour guide)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2 北京 Beijing                             B/L/X

DAY3 北京 Beijing                                           B/L/X

DAY4 北京 Beijing                                           B/L/X

DAY6 郑州 - 登封 Zhengzhou-Dengfeng           B/L/D

DAY7 登封 - 洛阳 Dengfeng-Luoyang                B/L/D

DAY8 洛阳 - 郑州 Luoyang-Zhengzhou                B/L/D

DAY9 郑州 - 开封 - 郑州 Zhengzhou-Kaifeng-Zhengzhou                   B/L/D

DAY10 郑州出境 Zhengzhou                      B

DAY5 北京 - 郑州 Beijing-Zhengzhou           B/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