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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华东+黄山15天游 (CITS15)
北京 – 苏州 – 无锡 – 南京 – 杭州 – 黄山 – 上海
2011年12月17日
第一天（12月 17日）：美国–北京
今日搭乘豪华客机飞往见证中国历史五千年兴衰，尽显中国恢宏气度的美丽城市 – 中国的首都北
京。
第二天（12月 18日）：抵达北京
今日抵达后，由我公司专业导游接机送往您下榻酒店休息。
宿：融金中财（4 星）或同级 http://www.royalking-rh.com/
第三天（12月 19日）：北京 （早/午/晚餐）
早餐后，参观【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原是明清时代皇城的正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清同治八
年重修而改名天安门，含―受命于天‖和―安邦治民‖的意思。外观【国家大剧院】。而后参观【故
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先后住过24位皇帝，可参观历代艺术馆、清代典章文物
展览、三大殿、干清宫、御花园等。参观同仁堂，了解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文化。之后漫步在
【什剎海】。晚餐后夜游长安街。
第四天（12月 20日）：北京（早/午/晚餐）
享用早餐后，前往世界建筑史上八大奇景之一的【居庸关长城】，它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明代长城的精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之后参观玉器工厂。随后前
往清朝皇室的夏宫【颐和园】，颐和园原名清漪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慈禧太后挪
用海军经费500万两白银重建，历时10年，竣工后改名颐和园。参观【天坛】皇帝祭天的地方，
也是中国现存晨大的一处庙坛建筑。著名的回音壁、三音石就在此地。随后享受我们的贴心安排
—足浴，以缓解这两日游览的疲劳。之后外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著名的赛事运动馆：【水立方】
及【鸟巢】。晚餐品尝烤鸭风味。
第五天（12月 21日）：北京 / 上海–苏州 （早/午/晚餐）
搭乘航班飞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抵达上海后, 驱车前往 苏州, 游览【寒山寺】, 因唐诗枫桥夜
泊而闻名。参观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留园内建筑的数量在苏州诸园中居冠为江南园林
中的经典。漫步【山塘街】和【观前街】两条古街，山塘街上店铺、住家比比皆是，这里的房屋
多为前面沿街，后门临河。
宿：园外楼酒店（4 星）或同级 http://www.ywl-hotel.com/
第六天（12月 22日）：苏州–无锡（早/午/晚餐）
今日早餐后参观【苏州丝绸博物馆】，之后驱车前往无锡， 无锡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无锡风光
具山水之胜，共河湖之美，兼人工之巧。游览【蠡湖公园】，这里体现的绚丽多姿的庭园，与临
近的山、水、植物相映衬，构成了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感到回归自然的和谐亲情。随后游览
【三国城】，尽显三国时期建筑及人文场景，烟波浩渺，【泛舟太湖】，太湖为无锡代表，该湖
以优良的生态及水质饲养著名的无锡太湖珍珠而闻名。
宿：金龙商务酒店（4 星）或同级 http://www.sujiahotel.com/
第七天（12 月 23 日）：无锡–南京（早/午/晚餐）
早餐后参观【太湖淡水珍珠养殖场】以及【茶壶博物馆】。稍后前往六朝古都 南京, 瞻仰民族运
北京+大华东+黄山 15 天游 (CITS15) 第 1 頁
© 2009-2011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Inc.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th

2 West 5 Avenue / Lower Level Suite 200
San Mateo, CA 94402 / www.chinatravelca.com

中國國旅假期［加州］
(650) 513-1502 / fax (650) 513-1503
(888) 648-1568 / chinatravelca@gmail.com

动领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园–【中山陵】。中山陵位于南京东郊钟山风景区内，肃穆庄严。它
以凝重的历史意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优美的园林景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成为海内外华人瞻仰
的圣地。随后漫步【夫子庙夜市】。
宿：银茂大酒店（4 星）或同级 http://www.jsymbg.com.cn/index.asp
第八天（12月 24日）：南京–黄山（早/午/晚餐）
早餐后参观【雨花台】雨花台风景名胜区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公里处。雨花台，三国东吴时称石
子岗、玛瑙岗、聚宝山；南朝时，佛教盛行，传说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因说法虔诚所至，
感动上苍，落花如雨，始得名。参观参观当地水晶商场。午餐后驱车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黄山，
入住山下温泉酒店休息。
宿：醉温泉酒店（4 星）或者同级 http://hszwq.com/
第九天（12月25日）：黄山（早/午/晚餐）
今日搭乘缆车上【黄山】。明代的地理学者及旅行家徐霞客曾说―薄海内外无如徽子黄山，登黄山
天下无山，观止矣！‖自古也流传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誉!黄山是以自然景观
为特色的山岳旅游风景区，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素称黄山―四绝‖，倍受游人称赞。黄山有名
可数的山峰有72座，也各有特色。其中【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是黄山三大主峰，
海拔高度皆在1800米以上。黄山不仅是峰之海，还是云之海，观【云海】也是黄山旅游的重点之
一，游过黄山的人都认为，黄山最好的景色必须登上高峰才能欣赏到，有云雾时最佳。今日我们
在黄山的山上，由于条件制约，菜肴种类可能没有山下丰富，但我们会确保各位贵宾享用到最新
鲜的食材，最大程度的丰足菜肴品种尤其是黄山山上的特产，如山木耳，新鲜的山里的菌菇炖鸡
等，在如画风景里品尝山珍别有一番滋味。随后搭乘缆车下山。回到酒店，免费享受由我公司提
供酒店内的黄山四绝之一的“温泉”，缓解您一天的疲劳。
第十天（12月26日）：黄山–杭州（早/午/晚餐）
早餐后驱车前往黄山市区，漫步【屯溪老街】，欣赏徽式古建筑，途经黄山土特产综合市场。午
餐后前往杭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杭州以其美丽的西湖山水著称于世。享用杭州本帮特色美味晚
餐。
宿：海外海快捷（4 星）或同级
http://www.hiexpress.com/hotels/cn/zh/hangzhou/hghsr/hoteldetail
第十一天（12月 27日）：杭州（早/午/晚餐）
早餐后【泛舟于西湖之上】，西湖十景尽收眼底。漫步在西湖周边，可走到【花港观鱼】等景区，
并可远眺六和塔。访问著名的【龙井问茶】。漫步在杭州古色古香的【清河坊街】，感受明清时
代的独特韵味。
第十二天（12月28日）：杭州–上海（早/午/晚餐）
早餐后驱车返回上海，参观【城隍庙老街】，领略一百多年前上海的摸样。漫步车水马龙的【南
京路】， 黄浦江畔欧式建筑鳞次栉比的【外滩】，十里洋场崭新面貌尽收眼底。远眺上海的象征
东方明珠电视塔，周边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参观貔貅商店。
宿：五角场假日酒店（4 星）或同级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pc/280/zh/hd?hotelCode=SHGWJ
第十三天（12月29日）：上海自由活动 （早餐）
早餐后，当日自由活动，您可以有时间探亲访友或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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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12月30日）：上海自由活动 （早餐）
早餐后，当日自由活动，您可以有时间探亲访友或购物。
第十五天（12月31日）：上海–美国（早餐）
今日告别上海，返回温暖的家园。

团费：$1899 含税

出发日期：2011 年 12 月 17 日

单房差：$320/人
請注意：
1， 此特別行程，只提供國/粵語導遊服務。
2， 此團只有從舊金山（SFO）出發。
3， 此行程不提供兒童特惠折扣（不占床）。
4， 報名經確認後，出團前 30 天内不接收任何原因取消、更改行程或換人。
5， 旅客臨時要求中途取消行程脱团，加收 USD $50.00/每天/每位。
團費包括：
1， 往返國際機票與中國境內的交通；
2， 全程 4 星豪华酒店（2 人一房）
3， 中國國旅假期優秀導遊；
4， 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如客人放棄不做退還）；
5， 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
6， 旅遊期間的意外傷害保險；
團費不包括：
1， 中國簽證；
2， 美國國内機票（到 SFO 的旅程）；
3， 所有的私人費用；
4， 小費（導遊、司機等）；
5， 因私人因素、疾病、交通、罷工、天氣、政治、政策、戰爭，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所
引起的額外費用
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1－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30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或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出于对您行程所有的可能性，为了您有足够的保险保障您的利益，我们强烈建议您考虑购买额外的保护计
划。请参考我们预订网页上的保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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