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亚布力滑雪场】免費滑雪體驗
【冰雪大世界】 集天下冰雪藝術之精華
【東北虎林園】世界最大的人工飼養東北虎基地
【中央大街】匯百年建築風格聚世界藝術精華
【聖索菲亞教堂】 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偽滿皇宮】國家級5A景區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哈爾濱  沈陽  長春

費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2018年01月10日 10 Jan 2018

酒店: 全程入住4-5星酒店(雙人房)

費用列表 Price List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4-5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Meals as indicated (B=Breakfast, L=Lunch, D=dinner)

團費

64%$99

單房差

64%$

2-12歲小童(不佔床位，無早餐)

64%$

2-12歲小童(佔床位，含早餐)

64%$

小費(>2歲) 必須预付

USD $70

Tour Fee
Single Supplement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Child Price: 2-12 yea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Tipping (>2 yrs old) Must prepaid in CAN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Mandarin-speaking local tour guide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Domestic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費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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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小費: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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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www.nexusholidays.ca 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第1天

抵達沈陽 Arrive Shenyang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香格里拉集團今旅酒店或同級 Hotel Jen Shenyang by Shangri-La or equivalent

聯誼假期優秀導遊在沈陽機場迎接，送往酒店。
Arrive at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ree transfer to hotel

第2天

沈陽 Shenyang

早、原味齋烤鴨、晚餐 B, L, D
香格里拉集團今旅酒店或同級 Hotel Jen Shenyang by Shangri-La or equivalent

早餐後，遊覽有300多年歷史的【滿清壹條街】，街上共有300多個
牌幌，整體的佈局為紅色，保存了清代的風俗、滿族的建築風格，
步行在此街上，儼然就像回到了清代。隨後慘觀【沈陽故宮】，是
清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皇宮，清入關後為康、幹、嘉、道等帝王
東巡行宮。整個皇宮樓閣聳立，殿宇巍然，雕梁畫棟，富麗堂皇，
是現存僅次於北京故宮的最完整的皇宮建築。慘觀奉系軍閥首領“中
華民國六海軍大元帥”張作霖和其長子“千古功臣”張學良將軍的官邸
和私宅【少帥府】和【趙四小姐樓】。
1. Ancient Street of Man and Qing Dynasty, 2.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3. Marshal House &Miss Zhao Si’s Building

沈陽故宮

第5天

哈爾濱

Harbin

早、農家宴、晚餐 B, L, D
斯堡萊登酒店或同級 Harbin Splendent Hotel or equivalent

早餐後前往【亞布力滑雪場】，是中國境內規模最大的滑雪旅遊度
假區及綜合性滑雪訓練中心。體驗滑雪2小時(含雪板、雪服、雪杖)
1. Yabuli Ski Resort

第6天

哈爾濱

Harbin

早、東方餃子王、不含晚餐 B, L
斯堡萊登酒店或同級 Harbin Splendent Hotel or equivalent

早餐后，觀賞東北本地人【冬泳】，參觀【中央大街】是全國第壹個
開放式、公益型建築藝術博物館，被稱作“匯百年建築風聚世界藝術精
華”中央大街建築藝術博物館。【聖索菲亞教堂廣場】遠東地區最大的
東正教堂【果戈裡大街】。午餐後參觀【防洪紀念塔】位於哈爾賓市
道裡江岸中央大街終點廣場。1957年特大洪水威脅哈爾賓市，在全市
人民的同努力下，洪水被戰勝了，於是1958年建立此塔以誌紀念。隨
後在阿列克謝耶夫教堂廣場萬達城自由活動購物并自行用餐。
1. Winter Swimming 2.Central Avenue, 3. St. Sophia Cathedral Square
4. Gogol Street, 5. Flood Control Monument, 6. Alekseyev Church Square- Own Leisure

第3天

沈陽 長春

Shenyang

Changchun

第7天

早、午、人參汽鍋雞餐 B, L, D
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Huatian Hotel or equivalent

1. The Imperial Palace of the Manchu State, 2. Most of the Former Eight
3. Cultural Square

長春

哈爾濱

Changchun

Depart Harbin

早餐 B

酒店早餐後前往長春，參觀【偽滿皇宮】，是清末代皇帝愛新覺邏
第三次“登基“時成為偽滿州國傀儡皇帝的宮殿。隨後路經【偽滿八大
部】位於市區新民大街，始建於1938年，當時是偽滿洲帝國的統治
中心，由偽滿新皇宮舊址(地質宮) ，偽滿政務院(白求恩醫大基礎部)
，司法部(醫大校部)等壹組日本宮廷式原貌風格的建築群組成。隨後
前往遊覽【文化廣場】原名地質宮廣場坐落於長春市中心，總面積
約20.5公頃，歷史上曾是偽滿州國的國都廣場。

第4天

離開哈爾濱

Harbin

早、午、火鍋風味餐 B, L, D
斯堡萊登酒店或同級 Harbin Splendent Hotel or equivalent

酒店早餐後遊覽哈爾賓，遊覽【東北虎林園】(含園區用車) ，是世界
上最大的人工飼養及繁育東北虎基地。佔地144萬平方米，有 <成虎
員>、<育成虎員>、<幼虎員>、<非洲獅員>等景區，住有300多隻純
種東北虎。乘搭獨特的 “驚險壹號“觀光車，由鋼筋做防護，隔著這
層鋼筋網與虎近距離接觸，可投食物餵飼老虎，兄猛的老虎直立著
身體，兩隻前爪扒在鋼筋網上。集天下冰雪藝術之精華，融冰雪娛
樂活動與壹員， 當今世界規模最大、冰雪藝術景觀最多、冰娛樂項
目最全、活動最精彩的【冰雪大世界】，是哈爾賓人的盛大節日，
是我國歷史上第壹個以冰雪活動為內容國際性節日，是世界四大冰
雪節之壹，也是世界上活動時間最長的冰雪節。
(自選項目 : 俄邏斯歌舞表演 RMB 268-298/位)
1. Siberian Tiger Zoo, 2. Ice and Snow World
3. Russia singing & Dancing Show *(Optional program: 268-298 RMB/pp)*

東北虎林園

聯誼假期優秀導遊將送您往哈爾賓機場，乘搭飛機返回您溫暖的家。
Free airport transfer to airport.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中國超值遊條款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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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願，
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不可中
途脫團(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USD100/人/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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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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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此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最終確認行程信息以我公司出發前通知為準。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