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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抵達武漢 Arrive in Wuhan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武漢，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airport and 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住 宿：最 佳 西 方 五 月 花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Best Western May 
Flowers Hotel or equivalent

三峽（船上）  Yangtze Cruise (On board) (B/L/D)5
早餐後，前往遊覽【石寶寨】， 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石寶寨
位於重慶忠縣境內長江北岸邊，距忠縣城 45 千米。此處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
孤峰拔起的巨石，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故稱“ 石寶 ”。此石形如玉印，
又名“ 玉印山 ”。前往遊覽【鬼城豐都】（船上自選自費），自古以來就是文化名城，是
中國最有特色，最有名氣的曆史文化小鎮，以其作爲陰曹地府所在的豐富的鬼文化
而蜚生古今中外。這裏流傳著許多鬼神傳說，《西遊記》、《聊齋志異》、《說嶽全
傳》、《鍾馗傳》等許多中外文學名著對“ 鬼城 ”豐都均有生動描述，頗富傳奇色彩。
晚餐後，船上舉辦同樂晚會。
Visit: Shibaozhai, Fengdu (Promotional programs*) 
住宿：豪華遊輪總統八號或同級遊輪 President NO.8 or equivalent

重慶/送機  Departure from Chongqing (B)6
早餐後抵達重慶，按指定時間送機。（早 9:00 遊船靠岸，隨後碼頭出發送機，建議預
定 13：00 之後的航班，夏季建議預定 14:00 之後的航班）
* 由於長江水位高低等因素 , 遊船抵達靠岸時間可能會延誤（特別是夏季）, 所以預
定下午 13:00（夏季 14:00）後航班比較穩妥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Please Book your flight after 
13:00PM.（Summer: flight after 14:00PM. ）

武漢/宜昌 Wuhan/Yichang (B)2
早餐後車遊我國第一座跨江公路鐵路兩用橋⸺武漢長江大橋（自費專
案）。遊覽游览【楚河汉街】、【户部巷】，外观素有“ 天下江山第一樓 ”之
美譽的【黃鶴樓】始建於三國時期，因詩人崔顥 "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
空餘黃鶴樓 " 詩句而名揚天下，享有“ 天下絕景 ”之稱，與湖南嶽陽樓，
山東蓬萊閣、江西滕王閣並稱為“ 中國四大名樓 ”。遊覽【東湖風景區

（不含電瓶車）】（自費專案），武漢東湖風景區位於武漢市城區中環和內
環之間，是中國最大的城中湖，以其秀麗的山水風景和濃郁的楚文化享
譽海內外，更是解放後毛主席除中南海意外居住最久的地方。東湖湖岸
曲折，碧波萬頃，青山環繞。隨後前往宜昌，抵達後登船開始長江三峽之
旅。（15:00 後可以登船）
Visit: Wuhan Yangtze River Bridge (Compulsory programs*), 
Huanghe Tower (Compulsory programs*), East Lake (Shuttle bus 
excluded)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豪華遊輪總統八號或同級遊輪 President NO.8 or equivalent

三峽（船上） Yangtze Cruise (On board) (B/L/D)3
早餐後，遊覽【三峽人家】（船上自選自費），依山傍水，風情如畫：傳統
的三峽吊腳樓點綴於山水之間，久違的古帆船、烏篷船安靜地泊在三峽
人家門前，溪邊少女揮著棒槌在清洗衣服，江面上悠然的漁家在撒網打
魚��後參觀世界第壹大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自費專案）。午餐後，
觀西陵峽西半段風光。晚餐船长欢饮晚宴後，遊船上舉行時裝及娛樂活
動表演。
Visit: Xiling Gorge, Tribe of Three Gorges(Promotional pro-
grams*), Three Gorges Project. (Promotional programs*)
住宿：豪華遊輪總統八號或同級遊輪 President NO.8 or equivalent

三峽（船上） Yangtze Cruise (On board) (B/L/D)4
早餐後，遊覽【神農溪】（或【神女溪】）（自費專案），堪稱無汙染的天然之
流，溪水碧澈，壹清到底，除“ 三色泉 ”外，幾乎見不到壹縷混水。溪底
遍佈五色石，如花似錦。湍湍處水流如雪似霧，船行如飛；水緩處形成
幽靜平湖，濃綠莫測，扁舟蕩漾；淺灘處水深不及膝，船底與河中卵石
相摩，格格有聲。午餐後，船上甲板觀望長江三峽第三峽【瞿塘峽】，後前
往久享盛名的【白帝城】（船上自選自費），白帝城坐落在紫色的白帝山
上，距奉節城 4 公裏，原名紫陽城，是壹座曆史悠久的古城。西漢末年，
公孫述占蜀爲王，築城自衛，因城中壹井常冒白氣，猶如百龍飛升，公孫
述借此稱白帝，改稱名爲白帝城。晚餐後，船上酒吧自由舞會。
Visit: Shennong Stream or Shennv Stream(Compulsory pro-
grams*), Wu Gorge, Qutang Gorge, White Emperor City (Promo-
tional programs*).
住宿：豪華遊輪總統八號或同級遊輪 President NO.8 or equivalent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車遊長江大橋+東湖風景區+三
峽大壩+神農溪（神女溪或小三峽）：USD280/人（成
人與小童同價）

三峽段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A三峽人家
RMB290, B白帝城RMB290 ,C豐都鬼城（RMB290):船
上自費專案無需保證參加，需要參加的客人請在船上付
費參加。

2020

接機時間：武漢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重慶機場 , 碼頭 09:00 出
發送往機場 , 只此一班。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純玩無壓力，輕鬆自在享受旅遊樂趣  ★全程入住星級酒店  ★乘坐豪華五星長江遊船，飽覽長江三峽風光，優質的旅程  
★武漢：黃鶴樓，東湖風景區，武漢長江大橋  ★萬裏長江、孕育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  ★長江三峽，世界內河峽穀風光的精
華、東方山水神韻的瑰寶，如今的三峽，急流險灘不在，景色雄奇依然  ★三峽大壩： 世界第一大的水電工程

3 月：3 日，7 日，8 日，10 日，
          13 日 -31 日天天開班
4 月：天天開班
5 月：天天開班
6 月：天天開班
7 月：天天開班
8 月：天天開班
9 月：天天開班（30 日不開班）
10 月：9 日 -31 日天天開班 
11 月：1-28 日天天開班
12 月：5 日，12 日，19 日，26 日

武汉黄鹤楼
长江三峡6日

武汉黄鹤楼
长江三峡6日

Yangzte Cruise No Shopping 6 Days
399CAD

399

199

399

550

118

USD280

USD60

USD30

C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