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美景美食七天游

全球大散拼

全球大散拼比较特殊，
全球大散拼比较特殊，请在收客人前 再次确认下 位子
出發時間：2017 年 全年（春节和大假除外）
日期

行

程

景

点

5*酒店或同级
酒店或同级

风 味

【抵达当天 12：00-24：00），2-3 个小时一班特殊要求
D1

D2

D3

D4

D5

接机/
接机/ 上海

的送机收费：RM145/人/次】
接机送往酒店休息（酒店入住时间为 12 点以后）

上海蓝海博龙

上海/
上海/杭州

【指定自費項目】前往【楓涇古鎮】，鎮區內河道縱橫鎮區
規模宏大。前往有“人間天堂”美譽的杭州。參觀天然乳
膠工廠。登上【G20 城市觀景平臺】，眺望錢塘江和錢塘新
城。漫遊【西湖景區】
，遠眺雷峰塔，柳浪聞鶯、金牛池等
景區。觀著名的西湖噴泉晚上客人可在西湖新天地自行品
嘗當地風味。

杭州石塘
瑞莱克斯

BL

杭州/
杭州/无锡

品杭州特色龍井，感受茶文化。中餐品嘗西湖魚頭宴，
中餐後前往無錫，遊覽 5A 級景區【三國城】
，它是拍
攝電視劇《三國演義》而興建的大型影視文化景區，在業
內首屈一指的，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坐落在蔥蘢蒼翠的
軍嶂山麓、風景秀麗的太湖之濱。
【指定自費項目】乘古戰
船遊太湖，以身融入歷史氛圍，感受歷史實景還原。
【指定
自費項目】晚餐後可觀賞《夢回江南》或夜遊古運河。

无锡瑞雅

BLD

无锡/
无锡/南京

參觀淡水珍珠養殖場及紫砂博物館，瞭解紫砂茶壺的製作
過程。前往南京。經過【明城牆】，遊覽【中山陵景區】，
是中華民國國父、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陵墓，被
譽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一陵”。前往【夫子廟】，秦淮
風光帶以十裡秦淮、明城牆風光、夫子廟為景觀特色，集
旅遊觀光、美食購物、節慶文化等功能於一體，更有夫子
廟小吃名列中國四大小吃之首，晚餐就在美食雲集之地自
理。

余坤开元

BL

南京/
南京/苏州

參觀玉器博覽中心。南京素有石頭城之稱，他的玉雕和浙
江的東揚木雕齊名。參觀手工精湛的玉雕作品。遊覽【南
京長江大橋】
，此橋以“天塹飛虹”成為新金陵四十八景之
一。前往東方威尼斯--蘇州。遊覽著名景點【耦園】
，始建
於清初，三面臨河，一面通街，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
名錄》
。前往【金雞湖風景區】
，堪稱二十一世紀蘇州“人
間新天堂”的象徵。
【圓融時代廣場】位於金雞湖東岸，其
世界第一天幕的風採取代了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 400 米
天幕而成為世界第一。
【指定自費項目】漫步【七裡山塘古
街】
，有將近 1200 年歷史，自古有“姑蘇第一名街”之稱。
晚餐姑蘇河畔品嘗姑蘇風味。

中华园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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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D7

苏州/
苏州/上海

參觀蘇州絲綢廠，瞭解蘇州特產蠶絲被的製作和生產過程。
前往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參觀養生中心，瞭解博大的中
醫藥文化。
【指定自費項目】遊覽黃浦江畔的外灘，周圍還
有位於黃浦江對岸的新建築—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等地標景
觀，52 座風格迥異的古典復興大樓所組成上海時期的金融
中心。遊覽【上海新天地】
，以上海近代建築的標誌石庫門
舊區為基礎，漫步新天地，仿佛時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紀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遠眺東方明珠塔，參觀珠寶店，沿途
欣賞浦東新貌，晚上品嘗上海本幫風味。

上海/
上海/出境

【 免费送机2次（8：00；和12：00）
，抵达前提交航班信息，
由于人数较多，可能会有几个航班一起送机的情况，特殊
要求的送机收费：RM145/人/次】
】

上海金仓永华

BLD

B

★各地好礼相送：
各地好礼相送： 1 瓶矿泉水/
瓶矿泉水/人天
★购物店：
购物店：无锡珍珠+
无锡珍珠+紫砂、
紫砂、苏州丝绸、
苏州丝绸、上海同仁养生+
上海同仁养生+玉器、
玉器、杭州茶叶，
杭州茶叶，南京国购（
南京国购（购物点停留时间不少于 80 分钟）
分钟）
因上海有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所以需要抵达前提交准确航班信息（以确认书上显示接机信息为准）如果接机人数较
多，可能会有几个航班一起接机的情况，特殊要求的接送机收费：RM145/人/次】
】
18 岁 以 上 华
人
（成人）
成人）
6-18 岁占床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报价： RM1079 /PAX

单间房差:RM1039
单间房差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报价： RM979/PAX

单间房差:RM1039
单间房差

2-18 岁以下不
以下不
占床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报价：RM629 /PAX

2 岁以下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含保证自费含小费含团费全包报价：
报价： RMB 0 /PAX

单间房差:RM1039
单间房差
单间房差:RM1039
单间房差

报价已含保证自费
报价已含保证自费：
保证自费： 古战船游太湖+梦回江南或清明桥历史街
古战船游太湖 梦回江南或清明桥历史街+枫泾古镇
梦回江南或清明桥历史街 枫泾古镇+七里山塘
枫泾古镇 七里山塘+夜游外滩
七里山塘 夜游外滩
报价不含：
报价不含：推薦自費項目 Local Program ：
（隆重推薦，
人
隆重推薦，費用請於當地支付給導遊）
費用請於當地支付給導遊）上海 ERA 雜技表演或夜遊浦江=US$50/人
雜技表演或夜遊浦江
报价含：
报价含：全程 6 早餐,
早餐, 8 正餐，
正餐，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空调旅游车，
空调旅游车，景点门票，
景点门票，中文导游服务，
中文导游服务，旅行社责任险
报价不含：
报价不含：机票等计划外费用，
机票等计划外费用，若上海继续延住每晚马
若上海继续延住每晚马币 600 每间含早
每间含早
☆ 购物：
购物：同仁堂，
同仁堂，玉器 ，龙井茶，
龙井茶，丝绸，
丝绸，珍珠，
珍珠，紫砂壶，
紫砂壶，
☆ 赠送：
赠送：每人每天赠送 1 瓶矿泉水。
瓶矿泉水。
☆备注

1. 入境口岸必须为上海。
（若杭州入境客人可以在杭州第 2 天上团或客人自费高铁前往上海酒店集合）
入境口岸必须为上海。
天上团或客人自费高铁前往上海酒店集合）
2. 全部客人
全部客人都
客人都含早餐
3. 行程操作以当地地接社安排为准。
〔请注意
行程操作以当地地接社安排为准。
〔请注意，
请注意，若遇满房，
若遇满房，本公司保有更换同等级酒店之权利。〕
本公司保有更换同等级酒店之权利。〕
4. 以上为马来西亚籍华人或新加坡籍华人报价，
以上为马来西亚籍华人或新加坡籍华人报价，非马来西亚华人和
非马来西亚华人 和 新加坡华人和其他客人报价另

议！
5.（
5.（报价有效期：
报价有效期：出发时间：
出发时间：2017
2017 年 全年（
全年（春节和大假除外）
春节和大假除外）
6. 季节不同苏州无锡小景点稍有增减微调，
季节不同苏州无锡小景点稍有增减微调，以地接安排为准。
以地接安排为准。

★ 中途客人不可以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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