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尊貴的您安排不一樣的愉快旅程 ~
大连【东北小香港】、旅顺【天然不冻港】、
高句丽王城【洞沟古墓群】、
盘锦红海滩【中国最大的红地毯】、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室内冰雪主题乐园”】
第一天

亚庇

广州

大连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外观，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坐落在大连东港商务区、CBD 核心区。
其交通便利、周边服务配套完善，规划区域内五星、超五星级酒店 10 余家，是夏季
达沃斯论坛中国区主会场，中国十大剧院之一
[东方水城]伊玛纽尔二世长廊、巴别塔、孚日广场、布鲁日风情街、巴别塔码头.等。
午:当地风味 / 晚:饺子风味
大连开元曼居酒店或同級 *四星

第二天

大连 （车程约 1 小时）
旅顺
大连
[军港]旅顺军港地处辽东半岛西南端，黄海北岸。港口门开向东南，东侧是雄伟的
黄金山，西侧是老虎尾半岛，西南是巍峨的老铁山，周围环守旅顺港，天然形胜被
誉为“天下奇观”。
[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课
堂和基地。监狱建于 1902～1904 年,日俄战争期间曾做过沙俄马队兵营和野战医院、
监狱、牢房等。
[怀旧火车站]是沈大铁路旅顺支线的终点站，建于 1903 年，俄罗斯风格砖木结构，
为沈阳铁路局下属的二等站。
[星海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建。
[百年城雕]足跡浮雕上面的腳印由 1000 位真人踩出這些腳印自北向南通向大海，
是按著年齡排序的，排在第一行的是 1899 年大連建市那年出生的。
[虎滩群雕]是在全国最大的花岗岩石雕——群虎雕塑的基础上修建而成，首次采用
国外造园艺术,将怪石,奇石立于种植的花草树木之中,给人一种新颖奇特的视觉.
[滨海路及北大桥](车游)
[青泥洼步行街]自由逛街
早:酒店 / 午:当地风味 / 晚:满族八大碗
大连开元曼居酒店或同級 *四星
第三天

大连
营口（车程约 3.5 小时）
[俄罗斯风情街]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地处大连繁华的胜利桥西北，又称为团结街，保留
了 38 栋原远东白俄罗斯时的建筑,已百年历史.全国第一条具有俄罗斯十九,二十世纪
风格的俄罗斯风情的街道。
[大连现代博物馆]馆内陈列了大量的历史和军事文物，展示着丰富的图片和文字介绍,
从历史、城建、经济都多个角度将大连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呈现在人们眼前。
[安排乘坐双体帆船扬帆出海] 远观象鼻山、跨海大桥，並准备了面包给客人喂饲海鸥
早:酒店 / 午:东北铁锅顿 / 晚:当地风味
营口华联酒店或同級 *五星

《精彩行程》
※ 参观曾是日本侵略者关押和残害中
国爱国义士和国际反战人士的地方「日
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 大连安排乘坐双体帆船扬帆出海，
远眺象鼻山、跨海大桥；並准会备面包
给客人喝饲"海鸥"。
※ 带您游览一个全球保存最完好、有
世界最大的芦苇荡依托~「盘锦红海
滩」。
※ 游览由国内城、丸都山城、14 座王
陵、26 座贵族墓葬等组成的「高句丽
王城文化遗址」。
※ 四季冰雪不落幕；畅玩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夏天都可
以看冰雪了。
《風味美食》满族八大碗、东海头海鲜、
东北铁锅炖、李连贵熏肉、烤鸭风味。

第四天

营口

（车程约 1 小时）世界最大红海滩

（车程约 2.5 小时）沈阳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区]是世界最大的红地毯，这里是丹顶鹤繁殖的最南限，也是世界珍稀鸟类黑嘴鸥的主要繁殖地。
无垠的苇海里栖息着二百六十余种数十万只鸟类。以其特有的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红海滩"而闻名海内外。织就红
海滩的是一棵棵纤柔的碱蓬草，它每年 4 月长出地面，初为嫩红，渐次转深，由红变紫。它不要人撒种，无需人耕耘，
一簇簇，一蓬蓬，在盐碱卤渍里，年复一年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于光阴荏苒中，酿造出一片片火红的生命色泽。
[沈阳中街步行街]自由逛街
早:酒店 / 午:当地风味 / 晚:李连贵熏肉大饼
沈阳东方银座铂尔曼或同級 *五星

第五天

沈阳

（车程约 4.5 小时）高句丽王城遗址

（车程约 1.5 小时）通化

[高句丽王城遗址]集安的高句丽遗存相当丰富，其中包括国内城和丸都山城两座都城遗址、14 座王陵、26 座贵族墓，
再加上辽宁桓仁的五女山城，“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集安周
边的平原上还分布着一万多座高句丽古墓，即是洞沟古墓群。
这些景区有联票，包括好太王碑（太王陵）、五盔坟（禹山贵族墓地）、丸都山城 、[将军坟]因其造形颇似古埃及法
老的陵墓，因此被誉为“东方金字塔”，推算为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高句丽王朝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之陵。
[集安博物馆]世界唯一的以展示高句丽历史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整体为八瓣莲花状，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学理念
和高句丽喜莲、尚石的特点。
早：酒店 / 午:农家风味 / 晚:当地风味

第六天

通化

通化丽景建国饭店或同級 *五星

（车程约 3.5 小时）沈阳

【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又称盛京皇宫，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
殿建筑群之一，有古建筑 114 座，500 多间，至今保存完好。
[张氏师府+赵四小姐楼] 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将军的官邸和私宅，是迄今东北地区保存
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旁边是「满清一条街」，贵宾可自由游逛。
早：酒店 / 午:当地风味 / 晚：烤鸭风味
沈阳东方银座铂尔曼或同級 *五星

第七天

沈阳

（高铁约 2 小时）

哈尔滨

乘坐中国高速铁路(高铁)前往有『黑龙江省-哈尔滨』G47（1000 开车/1200 抵达）
[防洪纪念塔]是为纪念战胜 1957 年特大洪水而建的。当年洪水威胁哈尔滨市，全市人民战胜洪水袭击。塔由圆柱体的
塔身和附属的半圆形回廊组成。
[斯大林公园]原名江畔公园，位于松花江南岸，是顺堤傍水建成的带状形开放式公园，仿造俄罗斯古典式建筑风格和
遍布全园的“五色草花坛”,以及分布在绿地之间的“天鹅展翅”、“舞剑”等十六组艺术雕塑各具特色。
[关东古巷]是一条大型仿古内廊，因古巷为中空结构所以建筑面积要比占地面积大些的巷子由餐饮非物质文化遗产购
物观看表演等多项功能组成
早：酒店 / 午:当地风味 / 晚:东北饺子风味

第八天

哈尔滨香坊永泰喜来登酒店或同級 *五星

哈尔滨

[哈尔滨大剧院]是哈尔滨新落成的一座剧场，即将成为哈尔滨举行音乐会、舞台剧、话剧等演出的最佳场所。这座以
北国冰雪风貌为设计灵感来源的哈尔滨大剧院也是哈尔滨建筑中的新秀。
[俄罗斯风情小镇]于冰城哈尔滨著名的太阳岛风景区核心，紧邻沿江风景线。·整个小镇由 27 座具有俄罗斯风情的别
墅和民宅构成。·小镇掩映在花卉、绿树丛中，错落有至，各具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建筑风貌。
[冰雪大世界室内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题乐园采用国际先进的充气模建筑技术，绿色环保。具有防火性能好、
保温性能强、隔音效果佳、耐久性能长等特点。“主题乐园”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用冰量 10000 立方米，总投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是目前世界面积最大，冰景数量最多，单体体量最大的室内冰雪乐园。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 8℃—零
下 10℃，馆内冰灯采用天然冰和彩色冰雕琢制成。
[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始建于 1907 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哈尔滨的地标性建筑，绿色的洋葱头式大穹顶十分引人注目。
早：酒店 / 午:当地风味 / 晚:东北火锅

第九天

哈尔滨

广州

哈尔滨香坊永泰喜来登酒店或同級 *五星

亚庇

11 SEP
11 SEP
19 SEP
19 SEP

早餐后，前往哈尔滨国际机场收拾心情返回亚比。
愿您有个愉快的旅程。

ROOM TYPE
TOUR FARE (ALL IN)
团费 （全包）

ADULT(TWIN/TRIPLE)
成人 双/三人房
RM

5,588

CHILD (WITH BED)
小孩含床
RM

5,288

CZ8484
CZ6265
CZ3624
CZ8335

BKI - CAN
CAN - DLC
HRB - CAN
CAN - BKI

CHILD (WITHOUT BED)
小孩不含床
RM

4,988

0145 : 0505
0745 : 1135
0810 : 1240
1505 : 1820

SINGLE SUPP.
单房另加
+ RM

1,200

INCLUSIVE 包含

Return ticket+taxes / 23kg check-in baggage (1 piece only) / 8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
Entrance Fees / Meals as mentioned in itinerary / Tour Leader / Local Tour Guide & Driver Tipping /
**China Visa for “H” Sabah Passport only (Additonal charges for other Passport Holder)
来回机票+税 / 23 公斤托运行李（只限 1 件）/ 8 晚酒店住宿 / 入门票 / 餐食 / 导游及司机小费
**中国签证只限沙吧”H”护照 （其他护照有另加收费）

EXCLUSIVE 不含

Travel Insurance 旅游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