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域冰雕  ●    北京哈尔滨顶级冰雪盛宴 7 日豪华游
线路：北京入境 - 北京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境【团号 : BJNHB7】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周四抵达

2019. 04 不出团 2019. 10 不出团

2019. 05 不出团 2019. 11 不出团

2018. 06 不出团 2019. 12 12

2019. 07 不出团 2020. 01 09

2019. 08 不出团 2020. 02 不出团

2019. 09 不出团 2020. 03 不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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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90 80 10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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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469 CAD569  CAD439 CAD480

●  以上报名费不含北京 - 哈尔滨飞机票，可自理或由我社代出，
       收费标准为 USD170 / 张（含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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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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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花江冰雪大世界——银装素裹的雪世界，精美绝伦的冰之城，世界顶级冰雕艺术经典大全。
◆ 太阳岛雪雕博览会——雪音天籁，雪景天工，雪韵天成，世界最美的童话雪世界。
◆ 伏尔加庄园——置身异域风情的俄式庄园，感受多重文化的完美交融。

独家特色风味美食：
北    京 / 吊烧鸡，都一处烧麦，北京特色炸酱面
哈尔滨 / 伏尔加庄园内自助餐，东北火锅，酸菜白肉锅。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北    京： U HOTEL/ 同级                                                Beijing：U Hotel/similar
哈尔滨： 5 星凯宾斯基 / 同级                                       Harbin：Kempinski/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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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广场面积 44 公顷，
能容纳 100 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故宫】又名紫禁城，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午餐后参观负离子体验中心，随后【车
游世贸天阶】。晚餐后欣赏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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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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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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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飞往东北重要中心城市哈尔滨（注：请订晚上 21:00 之后起飞的航班），抵达哈尔滨
太平国际机场（HRB）后安排专人统一接机，之后入住酒店，不含其他项目。是日晚餐自理。
Visit:Bird Nest, Water cube

早餐后外观【索非亚教堂广场】。参观具有俄罗斯风情的【伏尔加庄园】。鉴赏俄罗斯工艺品店，之后独家精心安排驰
名国内外的顶级大型冰雪艺术工程【松花江冰雪大世界】。晚上品尝东北特色火锅。
Visit:Sophia Church Square, Volga Manor，Songhua River Ice and Snow World

早餐后参观号称 " 世界上最大的冰雪狂欢嘉年华 " 的【太阳岛雪雕博览会】，是全国雪雕艺术的发源地和龙头品味【斯
大林公园】。随后游览百年老街——【中央大街】，进行松花江水上活动：观冬泳，玩极具趣味的冰滑梯；参观东北土
特产，外观【哈尔滨大剧院】，关东古巷。
Visit:Sun Island Snow Sculpture Expo, Stalin Park，Central Avenue，Harbin Grand Theatre

早餐后，送往机场，返回温馨的家。【此天包含 1 次免费送机，以最早的航班为准】

指定自费：
北京 /【三轮车游胡同】+【车游世贸天阶】+【王府井大街】+ 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雕博览会】
=USD28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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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 /【东北虎林园】RMB150/ 人，【极地海洋馆欣赏小白鲸表演】RMB180/ 人，【哈尔滨俄罗斯歌舞表演】
RMB268/ 人（具体项目及金额以实际安排为准）Optional Item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ission fee): 
Beijing/【Golden Dynasty Dynasty show】=USD80 P.P   【Summer Palace】=USD40 P.P 
【Quanjude roast duck or Donglaishun shabu-shabu】=USD40 P.P 【Temple of Heaven】=USD40 p.p
Harbin/【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RMB150P.P，【Polar Ocean Pavilion to enjoy the little white whale show】
=RMB180P.P，【Harbin Russian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RMB268P.P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1 北京入境 Beijing                                                                                           X        

DAY2 北京 Beijing                                                                                           B/L/X

DAY3 北京 Beijing                                                                                            B/L/X

DAY4 北京 - 哈尔滨 Beijing-Harbin                                                               B/L/X 

DAY6 哈尔滨 Harbin                                                                                      B/L/D 

DAY7 哈尔滨出境 Harbin                                                                               B 

DAY5 哈尔滨 Harbin                                                                                      B/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