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USD230/人（大小同價）神話金沙雜技秀+胡同遊+世貿天階+車遊長安街夜景。
推薦自費（自願參加）：A承德避暑山莊：USD50/人；B金面王朝表演：USD80/人；C頤和園：USD40/人；D全聚德烤鴨或東來順涮肉：USD40/人；

E天壇公園：USD40/人；F：承德避暑山莊：USD80/人；G：天津一日遊：USD90/人(八天團） 。
行程特色：★世界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承德避暑山莊，世界最大廣場—天安門廣場，世界七大奇跡——萬裡長城 ★極盡奢華的“瓷美樓奇”—天津
瓷房子 、體驗道地老北京風情——三輪車遊胡同 ★尊享大宅門官府美食、地道老北京炸醬麵、餃子宴、承德燉菜 、百年老字號“都一處”燒麥、品嘗

當年乾隆皇帝禦筆親提牌匾之美食 ★京萃國粹雙體驗：京萃——宮廷八珍燒鴨（每桌2只）、國粹——國酒茅臺（每桌1瓶窖藏15年特供）。

04月: 天天出發

09月: 天天出發(除28、29、30日不開班)

03月: 天天出發

08月: 天天出發05月: 天天出發

10月: 天天出發(除1-7日不開班)

06月: 天天出發

11月: 天天出發

07月: 天天出發

12月: 天天出發

D1 抵達北京 Arrive Beijing

各位貴賓抵達北京，接後送往酒店休息。抵達當天全天免費接北京國際機場或高鐵站
服務。Arriv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r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Pick up and transfer to the 
hotel. The rest day is on your own.   Hotel:5★北京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2019抵達北京日期 Arrive Beijing Date:

2019

01月: 3、7、10、14、17、21(走2018年版) 02月: 25、26(走2018年版)

費用包含：1、行程所列豪華酒店、景點、餐膳；2、豪華空調旅遊巴士；3、專業國語或粵語導遊；

                  4、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費用不含：1、國際/國內機票及其稅項；2、簽證費用、小費及自費專案；3、個人旅遊、醫療保險；

                  4、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5、因私人原因及航班延誤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特價團特殊條款：

1、僅限持美加澳籍華人或持有永久身份的華人，其餘國籍需與組團社確認；

2、全程中文導遊，恕不設英文翻譯，其餘國際人士費用另議； 3、12歲以下不占床兒童早餐費用請自行諮詢酒店前臺；

4、客人需全程跟團，中途離團需另付脫團費$100/人/天，且所有費用不再退回；

5、包含部分購物行程，客人報名代表已同意接受安排，並遵守自願購物的政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行程的安排，否

     則將有罰金產生,客人在旅途購買的商品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等請與商店聯繫、所產生一切糾紛均與組團社無關；

6、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

     暴亂、內亂、恐怖主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環境天氣等等；

7、訂位一經預訂恕不能取消及退款，如因國家政策法規等因素無法成行將扣除手續費後退回預付的自費專案，但團款

     外一切損失請自行承擔；

8、組團社保留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行程及酒店的權利，圖片資料僅作參考，以實際行程景點為准；

     最終解釋權由組團社所有。

免費機場或高鐵接送服務時間//：24小時免費接送，根據客人航班和高鐵時間分批接送

D2 北京 Beijing (B/L)

早餐後，外觀人民大會堂及國家大劇院。之後遊覽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天安
門廣場】。隨後繼續前往參觀世界皇宮面積最大保留最好的【故宮博物院】，又名紫
禁城，被譽為世界五大宮之首。午餐後品嘗“越陳越香”的【普洱茶】,“香陳九畹芳
蘭氣，品盡千年普洱情”。Today will visit Tian An Men Square, Forbidden City and Tea 
store.    Hotel:5★北京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D3 北京 Beijing (B/L)

早餐後，前往參觀【中醫文化館】。接著前往遊覽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居庸關萬裡
【長城】。參觀【家居用品館】。午餐後外觀 2008 北京奧運會的主場館鳥巢和水立
方。隨後享受舒適的【足底按摩】消除連日的疲勞。隨後欣賞神話金沙-【雜技秀】
(指定自費)。Today will visit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Center, then go to [Great Wall] 
and [Home supply store], after lunch will outside view Bird’s nest Stadium and 
Water Cube.Enjoy the foot massage and watching Acrobatic Show.     Hotel:5★北京
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D4 北京 Beijing (B/L)

早餐後，參觀【絲綢館】,之後遊覽【荷花市場】，接著遊覽北京最有名的商業街【王府井大
街】，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六十年代。自費品嘗王府井風味小吃(晚餐自理)。車遊長
安街夜景(指定自費)。Today will visit Temple of Heaven, Silk Exhibition Center, Lotus 
market and Wangfujing Street enjoin the local food (by self), Changan Street Night view 
tour.     Hotel:5★北京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CTCD07/08 新皇城 北京承德天津7/8日遊

$89

天數
DAYS

7天

8天 $99

5-12

$89

CHILD BW 5-12 
YRS W/O BED

$99
$149
$199

$200
$230

$100/間/晚

$100/間/晚

$230
$230

$70
$80

$30
$30

D5 北京Beijing-承德Chengde(B/L)

早餐後，遊覽【前門仿古大街】,北京最古老、最著名且又別具一格的古老街市和繁華的商業
鬧市區，保存著大量原汁原味的古老建築。特別安排聞名京城的淘貨【秀水街名牌市場】。
前往中華老字號【家居用品館】。體驗地道的老北京風情，乘三輪車、逛四合院。遊覽【世
貿天階】(指定自費)。晚餐後乘車前往承德，入住承德酒店。
Today will visit [Qianmen Street], [Xiushui Market], [Home Supply Store] and Place Mall.  
Hotel：承德福滿家大酒店Fumanjia l Hotel或同級

D6 承德Chengde- (B/L)北京Beijing

早餐後，登【魁星樓】看承德全景，魁星樓是著名的道教建築，魁星是漢族傳說中主宰文章
興衰的神，在儒士學子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外觀【小布達拉宮】,這裡是舉行重大的
宗教儀式或清帝接見重要的少數民族部落首領及王公大臣們的場所，還可在此遠眺棒槌山。
之後乘車返回北京。返回北京。前往【寶石店】參觀。Today will visit [Kuixing Lou], [Chengde 
Potala Palace] and [Diamond Store].    Hotel:5★北京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D7 七天團：離開北京Departrue Beijing (B)

7天團體貴賓送往機場或高鐵站，結束愉快行程。當天全天免費送北京國際機場或高鐵站服
務。Pick up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r the railway station. See off.

八天團的客人安排如下：

D7 北京Beijing/(天津Tianjing -北京Beijing)(B/L/D)

早餐後，自由活動。或者選擇參加天津一日遊，行程如下：驅車前往天津，遊覽著名的中國
古瓷博物館【瓷房子】，著名的【天津食品街】，獨創了“集八方名菜於一處，攬四方遊客
聚一餐”的先例。遊覽【義大利風情街】，是目前義大利在亞洲保存最大最完好的風貌建築
群落。(自由活動的午晚餐自理；參加一日遊的包含午晚餐)  Today can choose enjoy your own 
free day (meals by your own ) or choose Tianjing one day tour,go to visit [Food Street], [Italy Style 
Street], one day tour is including lunch and dinner.   Hotel:5★北京溫都水城湖灣酒店或同級

D8 離開北京 Depart Beijing(B)

早餐後，結束愉快行程。當天全天免費送北京國際機場或高鐵站服務。
Pick up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r the railway station. Se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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