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遊中、俄、蒙三國邊境風情-呼倫貝爾 極地賞雪景: 冰雪那達慕+國際品牌香格里拉大酒店-探訪童話
世界中國冷極村「越冷越熱情」大興安嶺森林中(敖魯古雅馴鹿部落-北歐建築風情) 根河之濕地
大興安嶺保護完好的白樺林 八天四飛深度純玩四飛自由團 (團號HUS-8-D6)
(航空公司 CA/CZ/MU/FM/HX/HO/9C/MF/HU/JD/GS/8L 定期航班)
熱門成團出發日期：11月25，28日 / 3月3，10，17，24日
原價錢$12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5999/ 11至15位：$6499 / 16位或以上：$6999
小童收費：$54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1500熱門成團出發日期：12月2，9，16，20(增加$1500)，22(增加$1500)，25(增加$1500)，30日 / 1月6，13，20，27日 /
2月3(增加$3000)，5(增加$3000)，10，17，24日
原價錢$13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6999/ 11至15位：$7499 / 16位或以上：$7999
小童收費：$64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1800
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以上報價：所有優惠不適用於此團。
攝影推介：大興安嶺，黑龍江美麗、富饒、古樸、自然，無任何污染的黑龍江大興安嶺林區，位於祖國的最北邊陲，從
奔騰的黑龍江、廣袤的大森林、神奇的北極光、淳樸的鄂倫春民族風情到豐富的冰雪、山川、湖泊、濕地和獨特的地緣
優勢。呼倫貝爾，一起前往《爸 X 去哪兒》和電影《尋龍訣》的那鋪天蓋地的曠日雪原。俄羅斯風情十足的滿洲里，洒
水成冰的中國冷極根河，還有芬蘭聖誕老人和精靈馴鹿出沒的中國最後的狩獵部落敖魯古雅。
特別安排：中國冷極點，不僅看到絕美的霧凇與白樺林，參與盛大的冰雪那達慕，還能遊賞中、俄、蒙三國邊境風
情……在一望無際的雪原上體驗冰雪與熱情交織的樂趣，感受-40℃並不如想像中寒冷。
【絕景特集】01 大興安嶺森林中的敖魯古雅馴鹿部 02 根河濕地 03 大興安嶺保護完好的白樺林 04 真正的絕景-呼倫
貝爾雪景(需要看天氣為準)
【全新特集】新選擇，給您想要「看雪、玩雪、體驗雪」不妨換個口味，到中國北端的內蒙古呼倫貝爾，來一趟結合極
地景觀與特色人文的雪地之旅。
【文化特集】呼倫貝爾四季有著不同風貌，除了有美麗的自然景觀和文化傳承，也是北方遊牧民族、蒙古族，以及古代
鮮卑人的發祥地，人文色彩豐富。
【品牌特集】★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滿洲里香格里拉大酒店或同級
天數

行程

1

香港機場集中北京或上海或其他口岸哈爾濱或齊齊哈爾(航班可能要經停
一點前往哈爾濱或其他城市轉)(請客人抵達機場出口，自行打電話給司機，酒
店安排司機舉牌接客人至酒店) 乘機赴中國東方小巴黎之稱的-哈爾濱(晚
抵)，抵達後前往市區，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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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
哈爾濱维景假日酒店或
金世紀酒店或同級或北京或上
海或其他口岸的四星級標酒店
或同級
早餐 X

午餐 X

晚X

2

哈爾濱(聖索非亞教堂廣場、俄羅斯民族風情小鎮、防洪勝利紀念塔、史達林
公園)—火車穿越大興安嶺—呼倫貝爾(海拉爾)
早餐後乘車前往參觀遠東最大的東正教教堂----【聖·索菲亞教堂】廣場（遊
覽時間 30 分鐘）教堂建於西元 1903 年，用作沙俄東西伯利亞第四步兵師
的軍教堂。參觀【俄羅斯民族風情小鎮】獲得小鎮為您準備的特別簽證，
參觀俄羅斯大媽的手工作坊，感受異域情懷。參觀哈爾濱的標誌性建築---【防洪紀念塔】，遊覽中國最長的帶狀開放式公園----【史達林公園】，晚
餐後乘火車赴雪原明珠城市海拉爾。夜宿火車上。

軟臥車廂(如出硬臥，會出現差
價，出團時導遊每位退回
HK$100)
早餐 

3

抵達海拉爾—根河【中國冷極村】—大興安嶺森林中的敖魯古雅馴鹿部落
接團早餐後乘車前往有“中國的冷極村＂、“中國聖誕老人出發地＂之稱
的—冷極根河市。2009 年 12 月 31 日淩晨,內蒙古根河市靜嶺檢查站測出了
-58℃的極端最低氣溫，中國新的冷極，至今尚未打破。這裡年度平均氣溫
-5.3℃，歷史記載最低溫度是-58℃。一路冰雪美景和沿途風光。前往“中
國的使鹿部落＂— 【敖魯古雅民族鄉】在這裡，可以見到了真正的馴鹿。
它們身體健碩，呆萌可愛。(如有積雪容許的情況下)還可以坐上傳說中聖誕
老人的雪橇，可到敖魯古雅鄉的聖誕老人小屋和芬蘭的聖誕老人合影簽
名。敖魯古雅人信奉薩滿教，但受東正教影響，過耶誕節。在敖魯古雅鄉，
觀賞敖鄉的北歐風情，瞭解敖魯古雅鄂溫克人生產生活方式。後入住酒店。

午餐 

晚餐：餃子
宴

根河華興商務賓館或根河綠色
山莊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4

根河【中國冷極點】—額爾古納(途中觀根河濕地)—途中大興安嶺保護完好的
白樺林—額爾古納下午荼: 大列巴（大麵包）是俄國人傳統的主食
早餐後乘車前往（參考自費選擇活動項目）【中國冷極點】冷極點位於距離根
河市區 40 公里處的“靜嶺＂，這裡是中國最寒冷的地方，全年無霜期只有 70
天，而霜凍期卻達到 210 天以上，有史記載最低溫度曾達到零下 57 攝氏度， 來
到冷極點可冷極標識合影，也可欣賞到自然形成的“霧凇＂奇景(看天氣而
定)。可參加自費套票自己動手學習製作粘豆包。粘豆包是滿族人的傳統食品，
額爾古納額爾古納同济酒店或
香粘可口，色澤誘人。進入臘月裡,便家家戶戶開始蒸粘豆包了。滿族同胞蒸粘
伊戈尔酒店或同級
豆包十分講究製作方法。東北各地方粘豆包的原料配方各有不同，家家都有自
己的製作特色。參加自費套票【娱乐推荐：亲手制作冰糖葫芦，感受穿成串的
午餐：冷
火红；穿上花棉袄、背起小腰鼓、跟上音乐节奏，大秧歌扭以来！亲身体验
極八大
一下】(但是表演時間不是太長)。後乘車前往天驕故里—額爾古納市，一路冰 早餐 
晚餐：
碗特色
雪風光，晚餐後入住酒店。


5

額爾古納—滿洲里【猛獁象公園、滿洲里國門之外觀】
早餐後乘車前往---邊境城市滿洲裡。參觀【猛獁象公園】其中最大的猛獁
象王高度 1 5.77 米，長 15.9 米，寬 4.4 米。也是全區地標性建築。【滿洲
里國門】。

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滿洲裡
香格里拉大酒店或同級
午餐：
早餐 

涮羊肉
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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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滿洲里【那達慕會場】—呼倫貝爾(海拉爾)火車回—哈爾濱
早餐後乘車前 往前往呼倫貝爾冰雪那達慕基地—【呼倫貝爾草原景區】
（參考自費套票 那達慕會場 坐騾馬車、滑雪圈、乘馬拉扒、騎馬）
。抵達
草原接受蒙古族獨特的迎賓禮儀馬隊迎賓儀式。品草原手把肉風味。(時間
長短由大會安排)欣賞【冰雪那達慕】1.開幕式：蒙古馬背民族展示《成吉
思汗傳說》
、蒙古民族駝隊展示天籟之聲-呼麥、蒙古族《馬頭琴》
、
《長調》
2.觀那達慕賽事： ※馬群表演：目睹草原萬馬奔騰的壯觀，英雄牧馬人精
軟臥車廂(如出硬臥，會出現差
彩的套馬。 ※草原馴馬：精彩激烈的馴化野馬，展現馬背民族的勇敢和馬
價，出團時導遊每位退回
背技能，危險刺激的野馬馴化。 ※蒙古摔跤：作為蒙古族男兒三項技能之
HK$100)
一，蒙古族摔跤是那達慕大會上必不可少的草原博弈。 ※蒙古賽馬：馬背
午餐：
民族自由駕馭駿馬馳騁在呼倫貝爾草原上，速度與激情的迸發。 3.閉幕式
晚餐：
(所有演出時間長短由大會安排)。後前往海拉爾程火車前往哈爾濱。夜宿火 早餐  手把肉
車上
風味 

6

哈爾濱【中華巴羅克老街】或 齊齊哈爾(龍沙公園)
(請客人抵達機場出口，打電話給司機，酒店安排司機舉牌接客人至酒店)
早餐後乘車前往—哈爾濱老道外區【中華巴羅克老街】故事體驗遊：一
條老街、半個哈爾濱，老道外的故事在歲月中流淌……這裡是曲藝、民樂、
書法、國畫，中華文化的精髓傳承；更是百年餐飲老街。晚餐後入住酒店。

7

哈爾濱维景假日酒店或
金世紀酒店或同級或北京或上
海或其他口岸的四星級標酒店
或同級。
早餐 

哈爾濱 或 齊齊哈爾或其他城市(北京或上海或其他城市轉機) 香港機機散團
(請客人前一天向酒店總台約定今天送機的時間，酒店安排司機送客人至機
場，客人自行辦理換登機牌)
******************行程於此結束，祝君旅途愉快********************

8

午餐：

晚餐：

SWEET HOME
早餐 

午餐：X

晚餐：X

自費節目收費一覽表
地區

滿洲里/
根河

滿洲里

自費專案

冷極村娛樂包括(劇木頭
批絆子/東北扭大秧歌/
製作粘豆包等等)+
蒙古人部落訪牧戶+
夜遊滿洲里
冷極村娛樂包括(劇木頭
批絆子/東北扭大秧歌/
製作粘豆包等等)+蒙古
人部落訪牧戶+夜遊滿
洲里+草原那達慕
俄羅斯歌舞+訪牧戶+夜
遊滿洲里+訪俄戶+草原
那達慕+巴爾虎婚禮

滿洲里/
根河/
額爾古
納

蒙古秘制烤全羊（含全
羊儀式）

哈爾濱

冰雪大世界

1.
2.
3.

成人

十二歲以下/小童

大約活動時間

不參加者安排

大約前往時間

RMB690/人

RMB590/人

3 小時

自由活動

15-30 分鐘

RMB890/人

RMB780/人

5 小時

自由活動

15-30 分鐘

RMB1080/人

RMB980/人

5 小時

自由活動

15-30 分鐘

1 小時

用團體餐

15-30 分鐘

1 小時

酒店休息

15-30 分鐘

RMB3280/一隻羊(按團體的人數
去分擔) 全羊是指羊肉, 收費是
團體餐的差價
RMB390/人

RMB240/人

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此非硬性參加自費項目，團員可以自行決定是否參加及了解自己的保險是否包含保障這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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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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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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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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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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倫貝爾注意的事項：
1、 備齊防寒的衣物：北方冬天氣溫約在攝氏度零下20-30度，個別地方可以達到—33度，服裝以輕便、舒適、
運動、保暖為主。應備羽絨服、羊毛衣、羊毛褲、帽子、手套、圍脖等，室內室外氣溫相差很大，應該及時的
調整，進入室內把應把衣帽脫下！
2、 注意防滑：冬季北方路多遊冰雪，路面多滑，穿皮靴易滑倒，做好傳雪地防滑棉鞋，棉鞋應防滑好！內附
棉毛為佳，鞋綁應偏高，具有保護腳腕的功能，棉鞋內應有鞋墊，且棉鞋號碼應比正常鞋大一些，給腳在鞋內
一定的空間，遊助於活血！
3、 在戶外活動時，如身體某部位感覺寒冷，一定要活動、活活血、如產生凍傷、凍裂或手腳無感覺到情況下，
不能用熱水燙，應用雪搓
4、 冬季天氣乾燥、寒冷、很容易乾裂，護膚品應以油性為佳。天氣乾燥，客人會常感覺口感，每天晚上睡前
可以在房間裡放一些水早晨起來服用會好一點！！
5、 冬季洗手後一定要擦乾淨否則接觸金屬後黏上，一旦黏上後不可以用力扒開，！
6、 每次下車時應注意腳下是否有水或冰，要注意安全，冬季路滑。走路應該以小心，膝蓋微彎曲，重心向前
傾，這樣不會摔倒！！這樣摔倒後不會傷及腦部
7、 照相機保暖：電子快門的照相機或攝像機在—20度時，電池容易放電，相機會失靈，快門不能按下，在戶
外拍攝時完後，要及時將相機放進外衣裡面保暖，用實再拿出來，此外，還要多備一下電池！！
8、 備用藥時：冬季寒冷，出門旅遊要備感冒藥和常用藥！！北方乾燥，需備些清熱沖劑。
9、滑雪時不應該帶相機，手機等，防止摔倒時壓壞機器，要將衣褲口紮進，手套最好為五指分開，防止摔倒
時雪灌到，保護好腦部和臀部。
◆草原旅遊請尊重民族習慣，理解地區文化、經濟的差異，同時希望您自覺保護草原人文和地理環境，您旅遊
途中如安排有嚮導請務必聽從嚮導的指揮，以避免一切不必要的少數民族地區衝突和糾紛。
◆如遇國家政策調整或重大節慶活動，或自然、公路建設等不可抗力影響，我們保留包括調整線路、住宿和價
格在內的相應權利；
◆旅遊線路中的攝影圖片和語言描述，不對產品的品質構成約束；因為自然、天氣、心情等非可控因素造成的
旅遊體驗差異，不成為我們產品品質的標準；
◆遊客如因個人原因終止的行程，將視為自動放棄，費用恕不退還。
◆行程中所含景點所包餐，若客人未去或未用，我社將認為客人放棄，費用恕不退還。
◆旅途中如發生不可預知的矛盾和意外，雙方應在信任基礎之上，保持客觀、冷靜、寬容的態度共同處理和解
決問題；
◆出門旅行，安全第一，請監督司機嚴禁酗酒，保證休息，避免疲勞駕車，嚴防發生問題；旅途休息的晚上，
請勿與司機過量飲酒；
注意事項：
(1)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所有保險費、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建議一件 5 至
10 人民幣/次-部分酒店是沒升降機)等。
(2)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3)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航班時
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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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若安排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改為安排同級酒店，不另作通知。
(6)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7)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中段口岸(按哈爾濱或齊齊哈爾或其他口岸調動)及航班只供參考，以瀋陽兩飛(CZ) 、
大連兩飛(CA)、北京或天津四飛(CA/CZ/HX//KA)、上海四飛(MU/FM/9C/HO/HX/KA)或其他口岸為出入境口岸調
動，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
(8)如不可當天轉機往及當天轉機返香港，第一天或第七天需在中轉口岸住宿，依照口岸調整住宿可能，如有
變動以茶會及當地接待單位公佈為準。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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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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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點，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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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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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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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款時容許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以上所述是本公司所收取之手續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
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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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稅項減少，將會出
發前向客人退回差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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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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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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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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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不安排隨團國內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作(沒有詳
細解說景點)，我們特色是自由團及半自由行方式旅遊，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不會再另行通知(不
是食水深，是人數少各方面成本增加出發)。
(16)東北一般下午 1600 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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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時間會比南方提早。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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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瞭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參
考!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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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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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或團體票優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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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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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安排火車或旅遊車或商務車或乘專線車。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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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這行程旅遊軟硬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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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因安全問題目前營運旅遊車輛只能在早上五點之後通行，淩晨 2 至 5 點不允許上路！所以沒有安排日出。
(26)以上相片資料僅供大家參考。
(27)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成行出發(因部分貴賓遲報
名，所有做成不便)。
(28)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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