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HUAN 7DAYS

天府之国
印象四川纯玩7天
* 行程鬆緊適度，輕鬆自由

行
程
亮
點

* 暢遊成都，樂山，峨眉山，川主寺
* 全程五星酒店，舒適超值享受

T1
T2

提供免

服

。

Free airport transfer (08:00-23：00).

(早/中/晚餐 B/L/D)

早餐後乘車前往都江堰風景區(含電瓶車),欣賞岷江峽
谷風光、 隨後前往紅原大草原、月亮灣(含電瓶車)紅
原大草原地域遼闊,自然景觀獨特,資源豐富,素有高原
「金銀灘」之稱。 紅原大草原是花的世界、草的海
洋,風情獨特,氣象萬千。
Day 3 紅原大草原-川主寺

國家重點保護文物。 隨後遊覽報國寺及伏虎寺(不
含電瓶車) 。
Day 6

Chengdu- Hongyuan Prairie

(早/中/晚餐 B/L/D)

Hongyuan Prairie - Chuanzhusi

峨眉山-成都 E’mei-Chengdu
(早/中/晚餐 B/L/D)

Tour
Fee

Arrival Date

大熊貓基地遊覽(不含電瓶車),大熊貓基地是為拯救
瀕危野生動物大熊貓而建的具有世界水準的大熊貓
繁育科研機構,可稱為「熊貓之家」。 之前前往春熙
路。 晚餐後觀川劇變臉後返回酒店休息
Day 7

成都離開 Depart Chengdu
（早餐 B）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從酒店出發，送往機場/高鐵站
（24小時免費）。

古城的風貌依舊可見歷史的痕跡:青色的城牆圍繞著古
城;年代久遠的古橋,橋下流水潺潺的小河,河邊的茶樓
、籐椅,遠處高大的城門,城門外的蒼山.目光所及之處,
都給人一種時光交錯的感覺。 隨後前往牟泥溝風景區
(紮嘎瀑布+二道海),國家4A級旅遊景區,景色不遜九寨

指定自費項目（必須參加）
Compulsory programs* USD300/ 人
川剧变脸+藏族家访+成都名小吃+黄龙风景区+
熊猫基地

溝,因為其民族風情更濃,集九寨溝和黃龍之美于一身,
卻比九寨溝更為清靜,之後藏族家訪,品嘗特色小吃。

天川主寺-茂縣 Chuanzhusi- Maoxian
(早/中/晚餐 B/L/D)

早餐後岷江源源頭。之後前往素有瑤池美譽的黃龍風
景區遊覽（不含上下纜車），景區黃龍溝的數千個鈣
化彩池形態各異，流光泛彩，長達2500米的鈣化硫
是世界之最，沿途主要景區有洗身洞，金沙鋪地，
盆景池，黃龍洞，黃龍寺，石塔鎮海，五彩池，轉
花玉池等.

茂縣-峨眉山 Maoxian-Mt.E’mei
(早/中/晚餐 B/L/D)

1.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參
團，其他客人 另有團 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客人抵
達後，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此特價
團報名之後，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免費接送機服
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 3 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5.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
團，請客人注意。 6.此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最終確
認行程資訊以我公司出發前通知為準。

需预缴(>2歲)
Tipping

單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CAD 299 USD 300 USD 70 CAD 280

旺
季

CAD 399 USD 300 USD 70 CAD 380
2-12歲小童(不占床 无早餐）

2-12歲小童(占床位含早餐)

Child 2-12 y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Child 2-12 y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淡
季

CAD 199

CAD 299

旺
季

CAD 299

CAD 399

鎮,古鎮風光秀麗、環境優美,還是馳名中外的天然影
視攝影基地。 隨後前往位於成都北郊斧頭山的成都

小費

指定自費
需预缴(>2歲）
Compulsory
programs

淡
季

早餐後參觀峨眉山竹藝 博物館,之前前往黃龍溪古

早餐後前往外觀松潘古城(不含上城牆)文成公主雕像,

Day 5

團費

責人,耗時約90年才最終完成,大佛整體開山而建,是

；
。

天08：00AM-23：00PM

Day 4

起

費用列表 Price List

最高的石佛像 。 整座佛建成于唐朝,先後歷經3位負

：

Day 2 成都-紅原大草原

299

4月18；5月16；6月13 ； 7月18 ；8月15；
9月12 ；10月17；11月7

抵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Arrive Chengdu 早餐後乘車前往樂山,船遊樂山大佛,是世界上高度

國 到 一
到 大 四

$

2019 抵達日期

* 全程不進購物站

Day 1
合

團
費

* 四川風味推薦更會讓您深入瞭解四川美食

淡季：3-8月/11-12月 旺季：9-10月
成都春天美居大酒店 Mercure Chengdu North Hotel
紅原麗灣酒店 Liwan Hotel
岷江豪庭大酒店 Minjiang Haoting International Hotel
茂縣國際酒店 Maoxian International Hotel
峨眉山華山銀座大酒店或同級 E’mei Huasheng Hotel
或同級 or Equivalent
费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 :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 專業中文導遊 (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保險 :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费用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 :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自費 :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交通 : 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保險 :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 醫療、失竊、旅
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BPCPA#76109/76110/7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