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最後的香格里拉 深入: 川藏公路南線 稻城(亞丁自然保護區) 新都橋(攝影天堂)
八天直航團 (團號 DCS-8-D)(航空公司 HX/CA/3U/KA)
出發日期：11月14，18，25日 /2019年 3月31日/ 4月7，14日
原價錢$9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5999 / 11-15位：$6499 / 16位或以上：$6999
小童收費：$55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2500
出發日期：11月3(星期六出發按如下團費增加$500)，4，7，11日
原價錢$9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6999 / 11-15位：$7499 / 16位或以上：$7999
小童收費：$63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2900
出發日期：10月30日
原價錢$10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7999 / 11-15位：$8499 / 16位或以上：$8999
小童收費：$73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3800
以上報價：所有優惠不適用於此團。免收領隊、導遊、司機的服務費 + 沒有購物點。
行程特色：
01 真正的香格里拉─稻城亞丁。早在 1928 年，美國植物學家、探險家約瑟夫‧洛克從雲南麗江出發，經木裡縣進入稻城，
把他在稻城所見及照片刊登發表在 1931 年 7 月《美國地理雜誌》上，稱「稻城、亞丁是我一生看到最美麗的雪峰，不愧
為是藏民族的聖地。」在西方引起很大的轟動，隨後為詹姆斯‧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書中香格里拉由來的依據。對
於信奉佛教的藏族人，能到此處朝拜是他們一生的夙願。
02 新都橋：爲攝影天堂，處在川藏線南北分叉路口，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
行程

天數
香港機場集合  成都或重慶
1

晚宿於五星級標準成都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同
級或晚宿於五星級標準重慶華美達安可酒店或同級

早-X

午- X

晚- X

早-

午-

晚-

成都─雅安─二郎山遂道(或經石棉)─瀘定─康定(康定夜色)

2

晚宿於康定拉姆則林卡酒店或同級或新都橋凱逸酒店
或或同級晚宿於雅江都市 118 連鎖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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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橋 ─路經折多山─雅江—理塘縣(長青春科爾寺)—路經海子山—崩波寺—稻城

3

晚宿於稻城華美達安可酒店或稻城亞丁智選假日酒店
或綠野亞丁酒店或盛廷亞丁酒店或同級

早-

午-X

晚-

自費亞丁自然保護區及公共環保觀光車票(沖古寺、珍珠海、洛絨牛場、觀三個神山)

4

晚宿於稻城華美達安可酒店或稻城亞丁智選假日酒店
或綠野亞丁酒店或盛廷亞丁酒店或同級
5

早--

午-X

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午-

晚-

含亞丁自然保護區遊覽及公共環保觀光車票(自由拍照)—稻城
晚宿稻城翔雲賓館或同級
稻城—新都橋攝影天堂(塔公草原、塔公寺)

6

晚宿於新都橋凱逸酒店或同級或晚宿於雅江都市 118 連
鎖酒店或同級
新都橋—成都(九眼橋-酒吧一條街)

7

住晚宿於五星級標準成都雅居樂豪生大酒店或新希望
早-
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或晚宿於五星級標準重慶華
美達安可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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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或重慶  香港
8

地點

稻城

行程至此完滿結束，祝君旅途歡樂無窮

早--

自費活動好推介
建議收費(人民幣)
景點、節目、交通、風味、紀念品、名稱、
活動內容、性質
成人
小童
亞丁自然保護區及公共環保觀光車票
480 元/人
晚間特色專案推薦：
《亞丁‧三怙主》由稻城亞丁演藝中心演出，
是根據民俗中的神山聖湖生態詮釋最美香格
里拉之魂，用獨特的視覺創意打造旅遊文化
產業劇碼，該劇碼以亞丁景區的三座雪山分
別象徵慈悲、智慧、力量等傳統文化為背景，
280 元/人
充分發揮藏族人民淳樸善良的情懷，通過
《序》
《慈明》
《慧明》《力明》《尾聲》五個
篇章，充分展示藏族傳統文化和當代人民群
眾的幸福生活。

午- X

晚- X

交通時間
(單程)
30-45 分鐘

大約遊覽
時間
5-6 小時

10 人或以上

15-30 分鐘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最少人數

晚間特色專案推薦：
藏家風情晚會 是以體驗原生態的藏民風俗
為主題的互動活動。遊客不僅可以品嘗青稞
250 元/人
15-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酒、酥油茶，烤羊肉等。還能欣賞到藏族漢
子和藏族姑娘優美的歌舞。遊客一同與藏民
跳起熱情的鍋莊，感受最濃郁的藏家風情。
康定
木格措含公共觀光車
290 元/人
15-30 分鐘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瀘定
瀘定橋
60 元/人
10 分鐘
0.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中午自費參加體驗高原特色：高原雪魚或藏
理塘
190 人
15-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式藥膳火鍋、穿藏裝照像……
川戲變臉表演
190 人
15-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黃龍溪古鎮
160 人
40-60 分鐘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成都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含公共觀光車
190 人
15-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四川藥膳
190 人
15-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1.
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2.
此非硬性參加自費項目，團員可以自行決定是否參加，不參加者可以自由活動。由於部分自費活動地點會在城巿與
城巿之間，所以此類項目請客人見諒，盡量取得雙方平衡，使旅遊更充實融洽，敬請注意。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數、高度等。上述之價目表只供參考用途，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任何更改，則以當
地接待為最終標準，客人亦可自行衡量是否參加。
4.
如客人欲參與自費活動時，應衡量身體狀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參加者自行承擔。
5.
自費活動收費按照活動性質而定，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門券、工作人員的超時工作等，
請向導遊查詢。如活動需額外導遊或其他職員，小費則隨心打賞。
6.
不參加自費客人之安排自由活動
行程至此完滿結束，祝君旅途歡樂無窮
備註：

(1)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酒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更觀光行程之權利。
(2)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建議一件 5 至 10 人民幣/次)等。
(3) 以上行程、風味(按季節轉變及簡餐是安排餐盒)、住宿地區及酒店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及視乎天
氣而定。
(4)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5) 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中段口岸及航班時間只供參考，以重慶(CA/HX 晚抵早回/KA)、成都(CA/HX 晚抵早回
/KA/3U) 、 昆 明 (MU/UO 暫 停 /KA) 為 出 入 境 口 岸 調 動 ， 因 成 都 回 香 港 機 位 緊 張 ， 如 果 改 成 都 / 重 慶 至 深 圳
CA/3U/MU/ZH/HU/CZ/TV/EU 等航空公司，再轉乘巴士返港，團費不變，再轉乘巴士返港，團費不變。如有變動
以茶會公佈為準。
(6) 本行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酒店之確認以國內接待旅行社安排為準，但將儘量忠於原本行程，若遇特殊情況將會前
後變更、調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見諒。若離隊視同放棄，恕不退費敬請鑒諒。
(7) 餐廳、廁所、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雕刻品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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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若單人報名，不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9)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0)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
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恕不負責。
(11)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社如因『迫不
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司、郵輪公司、火車公司)等
等因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及本社在處理團員退款時收取
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2)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場稅、保
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給本社，
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
發日期。
(13) 如受塌方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額外多出之費用(包括超公里費、住宿費、餐費等)，需由各團友分擔。
(14) 以上行程因路況崎嶇，車程常超出預計，不一定按行程中地點住宿及只定時間參觀。
(15) 此團可能合併其他團隊出發，去程或回程將沒有領隊隨行；如人數不足 2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
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國語/司機一般只會國語或當地方言
/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餐館服務員
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當地方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16)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2 人至 2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機票
及酒店能否確認)，如果後最只有 2 至 8 人，不安排隨團國內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作，客人一經報名代表
同意以上條款，不會再另行通知。
(17)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臨時取消細則、個人資料私隱政策聲明》。亦需要將
以上資料轉述給其所有同行之人士。
(18)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識(或
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9) 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安排火車或旅遊車或商務車。
(20)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部分貴賓是遲於 30 個工作
天報名的)。
(21)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票成本）
(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配合!
(22) 優惠團報團時全額付清，本社恕不接受，所繳付之費用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出發日期。
(23) 優惠團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扣除團費之 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團體活動（如
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24) 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計算您們
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式，約貴客不配合出示有效證件，所有門票
由客人自理)。
(25) 下午 1700 開始天黑，所以遊景點時會夜黑進行是很正常的同時為您增加一點氣分，這行程景點多相對比較緊湊。
(26)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票成本）
(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配合!
(27) 以上行程均為高原地帶，平均海拔 4500 米，空氣稀薄，如患高血壓、心臟病、癲癇病、哮喘病等等病者，都不
宜前往。為安全起見，請於報名前在香港找註冊醫生做好身體檢查，瞭解是否適宜參團，一經報名，則視為無健
康問題，日後亦不接受以健康理由退團。
(28) 正餐可能要吃杯麵或餐盒。
(29) 高原旅遊軟硬件絕不能與其他中國大城市相提並論，因當地對旅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不足請旅
客前往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來相信您會有美好的旅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如果您的要求是食好住好，請您
不要選擇報此團)。
(30) 偏遠山區，手機沒有信號，無固定的道路，是對生命極限的一種挑戰，請客人做好吃苦準備；
(31) 觀日出及日落需要視乎天氣而定才可以看到。
(32)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33)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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