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广州入境 - 顺德 - 中山 - 珠海 - 番禺 - 广州 - 长沙 - 凤凰 - 张家界 - 长沙出境（团号：GDNZJ12）

邂逅粤湘 ●    广东珠三角湖南张家界 12 天美食游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六抵达 月份 周六抵达

2019. 04. 06, 13 2019. 10. 05, 12, 19, 26

2019. 05. 04, 11, 18, 25 2019. 11. 02, 09, 16, 23, 30

2019. 06. 01, 08, 15, 22，29 2019. 12. 07, 14, 21

2019. 07. 06, 13, 20, 27 2020. 01. 04, 11

2019. 08. 03, 10, 17, 24, 31 2020. 02. 22

2019. 09. 14 2020. 03. 07,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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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130 80 9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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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名费已含广州 - 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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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99 CAD499 CAD199 CAD380

DAY1 广州入境 Guangzhou                                    X
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CAN），专人接机后入住酒店，当天自由活动，
不含其他项目。（免费接机时间段：08：00-24：00，相邻 2 小时以
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机；其他时间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如
需我社安排接机，2-3 人需另付：USD 80/ 车 / 次，不含导游）

广州 / 亚运会开闭幕式场地 - 海心沙亚运公园。外观世界第一高塔 -
广州新电视塔 ( 不含上塔费用 )。外观广州歌剧院，广东省博物馆，花
城广场，越秀公园 / 五羊城 . 黄花岗公园，顺峰大牌坊 ( 亚洲第一牌坊 )。
大良特产一条街 /< 品尝李禧记 / 顺德特色小吃 - 双皮奶 >。中山故居，
翠亨村，中山商业文化博物馆 . 孙文西路步行街。
Visit:Haixinsha Asian Games Park,Guangzhou New TV Tower, Guangdong 
Provincial Museum,Huacheng Square,Yuexiu Park/Wuyang City,Yellow 
Post Garden.Shunfeng Grand Archway(First Archway of Yazhou),Da Liang 
Specialty Street,Zhongshan Guju. Cuiheng Village.Zhongshan Business 
Culture Museum.Sun Wenxi Road Pedestrian Street

珠海新文化标志建筑 - 珠海歌剧院 / 日月贝 . 远观最宏伟 / 世界第一大
桥 - 港珠澳大桥。珠海新圆明新园 ( 福海，正大光明殿，西洋楼，十二
生肖兽首像 )。
Visit:Zhuhai Opera House, The world's largest bridge, Zhuhai New 
Marim New Park

珠海渔女，情侣海滨路。石景山公园 ( 不含缆车 )，横琴岛新区，拱北
地下城商场 /< 品尝澳门特色点心 - 葡哒 >。
Visit:Zhuhai Yan Nu. Love Sea Road. Shijingshan Park(excluding cars). 
New district of Guqin Island. Gongbei Dungeon Place

黄埔古港遗址，亚洲第一规模会展中心—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中
国最大 - 广州大学城。外观世界最大科普场馆 ( 号称科普迪斯尼 )- 广
东科学中心。乘全国首列旅游观光 - 醉观光主题有轨电车 / 沿着花海江
畔。穿梭新城地标。北京路步行街 + 广州夜景。
Visit:Huangpu Ancient Port Site,Guangzhou Pazhou International 
Exhibit ion Center,Guangzhou University City,East Science 
Center,Beijing Road Pedestrian Street

早餐后乘火车赴长沙（已含广州 - 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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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后驱车前往凤凰古城，夜游虹桥艺术楼，吊脚楼，石板街，品
尝古城小吃特色风味，前往铜仁入住酒店休息。
Visit：Fenghuang Ancient Town at night

早餐后前往铜仁天下第一【苗王城】感受苗族的民俗风情，下午游
览【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推荐自费 USD100/ 人）。
Visit：The city of MiaoOptional item：Tianmen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Park=USD100P.P

早餐后参观乳胶店，前往游览【袁家界风景区】，乘【百龙电梯】
上，游览【天下第一桥】、【迷魂台】等，乘【百龙天梯】下山，
俯瞰【水绕四门】、【金鞭溪大峡谷】。晚上欣赏【魅力湘西秀】
（推荐自费 USD80/ 人）
Visit：Latex Shop、Yuanjiajie Scenic area、Bailong elevator
Optional item：Charming Xiangxi Show=USD80P.P

早餐后参观丝绸店，游览中华最佳洞府 - 黄龙洞（含游船）（推
荐自费 USD80/ 人），接着参观茶叶店，下午游览张家界大峡谷玻
璃桥（世界最长最高全透明的桥）（推荐自费 USD80/ 人）。
Visit：Silk shop、Tea Shop
Optional items:Huanglong Cav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USD80P.P

早餐后参观参观【军声画院】，被外界称为“砂石画艺术宫殿”，
随后参观珠宝店，游览人间瑶池宝峰湖（含游船）（推荐自费
USD80/ 人）, 进泡脚店，随后返回长沙。是日晚餐自理。
Visit：Military Art Academy、Jewelry shop、Foot massage
Optional item：Baofeng Lak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早餐后全天免费送长沙机场或高铁站，服务结束。

指定自费：
【珠海 / 圆明新园】+【黄埔古港遗址】+【乘全国首列旅游观光 -
醉观光主题有轨电车 / 领略广州新貌】+【百龙电梯上】+【百龙
电梯下】+【袁家界风景区】+【苗王城】= USD420/ 人
（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广州段推荐自费：
船游观世界第一大桥 / 最宏伟 -- 港珠澳大桥 ( 豪华游船 ) + 美食
/ 驰名广式点心 /( 任点任吃 ) 金牌乳鸽脆肉鲩风味宴 + 金牌全烧鹅
风味宴 + 金牌全乳猪风味宴 / 或佛跳墙火锅风味宴 =USD130/ 人
湖南段推荐自费：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USD100/ 人），魅力湘西秀（USD80/ 人），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USD80/ 人），宝峰湖含游船（USD80/ 人），
黄龙洞含游船（USD80/ 人）（具体项目及金额以实际安排为准）
(请提前预收湖南段所有合计5项推荐自费项目，否则将影响正常行程)
Optional Items:
Guangzhou：
(The specific project and the amount of actual arrangements to 
guide the whichever):
The world's largest bridge+Delicious food/famous cantonese dim 
sum /(any order, any eat) golden Suckling crispy grass carp flavor 
banquet+Gold medal roast goose flavor banquet+Gold whole 
Suckling pig flavor banquet/or Buddha jumping hotpot flavor 
banquet=USD130P.P
Hunan:
Tianmen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Park(USD100P.P),Charming 
Xiangxi Show(USD80P.P)，Huanglong Cave (including boat tour)
(USD80P.P),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USD80P.P)，
Baofeng Lak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温馨提示：
1. 广交会期间 15/04-05/05,14/10-05/11 抵达的团行程和酒店相
应调整，价格不变，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2. 行程中可能安排部分精彩推荐项目，您可根据自身喜好选择，
费用自理，指定自费中不含。
3. 湖南全程酒店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
4. 湖南夏季只有当室内温度高于 25℃时才会开放冷气，敬请谅解；
天门洞冬季结冰不开放。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2 广州 - 顺德 - 中山 Guangzhou-Shunde-Zhongshan     B/L/D

DAY3 中山 - 珠海 Zhongshan_Zhuhai                                B/L/D

DAY4 珠海 Zhuhai                                          B/L/D

DAY5 珠海 - 番禺 - 广州 Zhuhai-Panyu-Guangzhou           B/L/D

DAY6 广州 - 长沙 Guangzhou-Changsha                        B/X/X

DAY7 长沙 - 凤凰 - 铜仁 Changsha-Fenghuang-Tongren         B/L/D

DAY8 铜仁 - 张家界 Tongren-Zhangjiajie              B/L/D

DAY9 张家界 Zhangjiajie                            B/L/D

DAY10 张家界 Zhangjiajie                           B/L/D

DAY12 长沙出境 Changsha                         B

DAY11 张家界 - 长沙 Zhangjiae-Changsha                  B/L/X

【赠送体验广州 - 长沙单程高铁或动车组，任尔东南西北游！】

行程亮点：
广州段：游遍珠江三角，走进侨乡故里，品尝南粤美食，感慨珠
               江新貌，观世界历史遗产，体验华夏民族风情！
● 观 珠海地标 -【渔女石像】。
● 看 伟人的故乡、“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山故居】。
● 赏 精彩的【圆明新园】( 福海，正大光明殿，西洋楼，十二生肖
     兽首像 )。

湖南段：
●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体验世界上最长、最高的【玻璃天桥】。
● 畅游【凤凰古城】，感受沈从文笔下浪漫湘西和苗家风情。
● 追踪太阳的足迹，探访秀美大湘西，感受世界之最的魅力。
● 阿凡达潘朵拉、哈利路亚玄幻之旅 --【袁家界】。
● 走进【森林公园】- 畅游张家界不可复制的绝版山水。
● 搭乘世界上最高、载重量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户外观光电梯-
    【百龙天梯】，感受 1 分 58 秒的奇迹⋯⋯

品各地特色风味美食：
广州段：珠海 / 名家豪门宴、粤品轩风味，
               中山 / 乳鸽风味，番禺 / 南海城风味，顺德 / 水乡风味，     

               广州 / 粤菜风味、西关风情宴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广州：准 5 ☆富力空港假日酒店 / 同级（广州前程）
Guangzhou:Quasi-5 ☆ Holiday Inn Guangzhou Airport Zone/similar
中山：准 5 ☆希尔顿欢朋酒店 / 同级 
Zhongshan:Quasi-5 ☆ Hampton by Hilton Zhongshan Nanlang/similar
珠海：准 5 ☆皇爵卓尔巴酒店 / 同级 
Zhuhai:Quasi-5 ☆ Royal Duke Cherrabah Hotel/similar
广州：准 4 ☆智选假日酒店 / 同级（广州回程）
Guangzhou:Quasi-4 ☆ Holiday Inn Express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similar
长沙：5 ☆宇成朝阳酒店 / 同级           
Changsha：5 ☆ Yucheng Chaoyang Hotel/similar
铜仁：5 ☆楚溪大酒店同级              
Tongren：5 ☆ Chuxi Hotel/similar 
张家界市区：准 5 ☆梅洛水晶大酒店 / 同级 
Zhangjiajie（City）：Quasi5 ☆ Mellow Crystal Hotel/similar 
张家界景区：准 5 ☆京溪国际大酒店 / 同级 
Zhangjiajie(Scenic Area)：Quasi5 ☆ Jingxi Intl Hotel/simil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