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郑州入境 - 洛阳 - 登封 - 开封 - 郑州 - 宜昌登船 - 三峡 - 重庆出境（团号：HNYU）

古豫碧水·少林洛阳富丽汴京长江三峡10天游超值豪华游

特 约 旅 行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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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110 8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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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01--2019.08.31

CAD739 CAD679  CAD449 CAD580
2019.05.01--2019.05.31 及 2019.09.01--2019.10.31

CAD799 CAD729  CAD489 CAD610
2019.04.01 — 2019.04.30

CAD879 CAD809  CAD569 CAD610

●  报名费已含郑州 - 宜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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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英文
         服务。
●  凡报名三峡团或涉及三峡团的客人，均表示默认接受游船公司
        的市场定价，并遵守游船公司基础标准间房型的随机安排。
●   报名费不含保险，强烈建议客人在当地报名旅行社购买各
        种旅游保险，如医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以确保您的个   
        人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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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周一抵达 月份 周一抵达

2019. 04. 01, 08, 15, 22, 29 2019. 10. 07, 14, 21

2019. 05. 06, 13, 20, 27 2019. 11. 待告

2019. 06. 10 2019. 12. 待告

2019. 07. 不出团 2020. 01. 待告

2019. 08. 不出团 2020. 02. 待告

2019. 09. 02, 09, 16, 23 2020. 03. 待告

【赠送体验郑州 -宜昌单程高铁或动车组，任尔东南西北游！】

行程亮点：
河南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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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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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段：
● 乘豪华游轮，穿行三峡画廊的四季胜景，赏巫山红叶。
● 长江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段峡谷。由瞿塘峡、巫峡、
     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西起奉节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
     全长 193 公里。三峡的山和水，千姿万态，又似引导人们巡
     礼于一条彩色画廊之中。“游高峡平湖，赏巫山红叶”，走
     进巫山，就如同走进了这红色的海洋。2007 年以来，巫山每
     年定期举办长江三峡国际红叶节。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郑   州：5 ☆雅乐轩酒店 / 同级
登   封：5 ☆承誉德酒店 / 同级 
洛   阳：4 ☆牡丹城宾馆 / 同级
三   峡：5 ☆美维系列邮轮 / 长江二号 / 黄金号邮轮 / 同级
Zhengzhou:5 ☆ Aloft Hotel/similar
Dengfeng: 5 ☆ Cheered Hotel/similar
Luoyang： 4 ☆ Peony Plaza/similar
Three Gorges：5 ☆ Victoria/Ms.Yangze 2/Gold Cruise

早餐后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之后前往【隋唐城遗址
植物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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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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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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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全仿宋建筑文化休闲街区。
Visit：Kaifeng、Northern Song Iron Tower、Qishengjiao

早餐后乘火车赴宜昌（已含郑州 - 宜昌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
抵达宜昌后，午晚餐自理，之后前往宜昌码头登船。

早餐后上岸参观自选项目【三峡人家 / 屈原故里】（门票自理）。
之后返回邮轮享用自助午餐，午餐后上岸游览【三峡大坝】（*
上大坝参观时请不要携带打火机、水果刀），或可自费乘坐观光
船通过三峡大坝升船机，升船机结束后再乘车游览三峡大坝。晚
上游轮上举行盛大的【船长欢迎酒会】（仅限美维）！
Visit：Tribe of Three Gorges(at your own expense)、Three 
Gorges Dam Site

上午游览小三峡，自费游览小小三峡（仅限黄金）或游览 ----
神农溪，午餐后船航行过巫峡和瞿塘峡（仅限美维）。之后上岸
游览自费项目奉节【白帝城】（门票自理），又有“诗城”之美誉。
晚上欣赏维多利亚船员文艺表演（仅限美维）。
Visit：White Emperor City（at your own expense）

早餐后上岸游览【石宝寨】或【丰都鬼城】。（石宝寨和丰都鬼
城均属于游船公司安排的上岸游览项目，根据所安排游船的不同，
仅含其中一项费用，另外一项作为自选项目由客人自理门票，以
游船公司实际安排为准）之后返回邮轮。今晚船长将举行【欢送
晚宴】，船员将为您倾情奉献【同乐晚会】，期待您的加入。
Visit：Shibaozhai/Fengdu（at your own expense）

早餐后抵达终点港重庆朝天门港，结束愉快的长江三峡之旅！（请
订上午 11 点后起飞的航班）。 

指定自费：
【少林寺】+【龙门石窟】+【北宋铁塔】+【开封府】=
USD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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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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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al items:White Horse Temple+Ming and Qing Stree+the 
Qingming River Park+Kaifeng Dongjing Dream Show+Song Du 
Yu Street+Longmen Grottoes cruise ship (Yi River Cruise)+The 
Yellow River Sightseeing area+Steam-cushion boat swims 
the Yellow River+Battery car of Longmen Grottoes and Shaolin 
Temple=USD160P.P

温馨提示：
1. 不同邮轮的行程内容和自选项目略有不同，具体以实际安排为
    准。
2. 游船每航次根据客人情况选择推荐自费项目，您可按自愿原则
    选择参与，若产生费用需自理。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4 洛阳 - 郑州 Luoyang-Zhengzhou                B/L/D

DAY9 长江豪华邮轮 Yangze River Cruise            B/L/D

DAY8 长江豪华邮轮 Yangze River Cruise           B/L/D

DAY10 重庆散团 Chongqing                              B

DAY7 长江豪华邮轮 Yangze River Cruise           B/L/D

DAY6 郑州 - 宜昌 Zhengzhou-Yichang               B/X/X

DAY5 郑州 - 开封 - 郑州 Zhrngzhou-Kaifeng-Zhengzhou       B/L/D

DAY1 郑州入境 Zhengzhou                                    X
抵郑州新郑国际机场（CGO），专人接机后入住酒店，当天自由活动，
不含其他项目。（每两个小时免费接机一次，不含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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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建立较
早的博物馆之一，馆藏文物多来为商丘、洛阳、安阳、开封、淅川、
三门峡、辉县、新郑等地考古发掘的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
瓷器、玉器最具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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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处少室山脚下
的密林中，因其精湛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唐初便有“十三棍
僧救驾李世民”的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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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lin Kungfu 
Show

DAY2 郑州 - 登封 Zhengzhou-Dengfeng               B/L/D

DAY3 登封 - 洛阳 Dengfeng-Luoyang                    B/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