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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an No Shopping 6 Days行程特點

抵達上海 Arrive in Shangha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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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上海機場，迎接後送回酒店休息。 
浦東機場接機匯合點：1 號航站樓抵達層 10 號門內側，2 號航站樓抵
達層“ 星巴克咖啡店 ”門口。
虹橋機場接機匯合點：2 號航站樓抵達層 KFC 肯德基門口。
虹橋高鐵站抵達的客人請通過走廊前往虹橋機場 2 號航站樓接機匯合
點集合。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 : 上海科雅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Keyal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黃山/上海  Qiandaohu/Shanghai(B/L)5
早餐後參觀【徽州博物館】，瞭解千年古徽州文化，後返回上海，前往欣賞【外灘】（自
費專案）， 全長約 1.5 公里，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 52 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
精華就在於這些被稱為“ 萬國建築博覽 ”的建築群。著名的中國銀行大樓、和平飯
店、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大樓再現了昔日“ 遠東華爾街 ”的風采。漫步外灘，全方位
360 度欣賞上海美景，感受上海的百年滄桑。晚上參加推薦自費項目上海雜技表演
或船遊黃浦江夜景（導遊推薦節目，當地付費參加 USD60/ 人）
Visit：Huizhou Museum,Bund(Compulsory programs*)，Acrobatics Show Or 
Huangpu River Cruise (Local Extra Optional)
住宿：上海科雅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Keyal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上海/送機 Departure from Shanghai(B) 6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上海/南潯/ 杭州 Shanghai/Nanxun/Hangzhou(B/L)2
早餐後前往中華第一水鄉古鎮【南潯古鎮】（自費專案），小橋流水人家，
盡顯江南風情，漫步古街，船遊小河，風情無限。午餐後前往杭州，抵達
後遊覽【城皇閣】登閣觀西湖全景，飽覽湖色，天堂美景憶四季。 
Visit:Nanxun(Compulsory programs*) ,Chenghuang  Pagoda, 
住 宿：杭 州 浦 京 花 園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Pujing Garden Hotel 
Hangzhou or equivalent

杭州/千島湖/黃山 Hangzhou/Huangshan(B/L )3
早餐後前往參觀【梅家塢龍井文化村】，地處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西部
腹地，梅靈隧道以南，沿梅靈路兩側縱深長達十餘裡，有“ 十裡梅塢 ”
之稱。梅家塢是一個有著六百多年歷史的古村，皆因此地景色讓人流連
忘返 , 在此品茶休閒，午餐後前往後【千島湖風景區】, 湖中有大小島嶼
四百零九個，低水位時島嶼逾千，故有“ 千島湖 ”之稱 . 抵達後觀賞湖
景，或可參加當地推薦自費項目【船遊千島湖 + 登島觀光】（導遊推薦節
目，當地付費參加，USD60/ 人）。隨後前往黃山，遊覽【屯溪老街】（自費
專案），老街全長 1.5 公裏，街寬 7 米，古色古香，建築古樸典雅，被譽爲

“ 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 ”。
Visit:Mejiawu Village , Boat Ride on Ｑiandao Lake (Local Extra 
Optional), Tunxi Old Street of Mount Huangshan(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黃山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Huangsh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黃山  Huangshan (B)4
早餐後，全天自由活動探索黃山之美。或可選擇參加當地推薦自費節目
前往遊覽【黃山風景區（含纜車上下山）+ 山頂午餐】（導遊推薦節目，當
地付費參加，USD120/ 人）。黃山，天之驕子，國之瑰寶，世界奇觀，大自
然絕唱。她是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是山嶽型國
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天然美景。她與長江、長城和黃
河同為中 華民族的象徵，被世人譽為“ 人間仙境 ”、“ 天下第一奇山 ”。
明代大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兩次登黃山，見黃山之勝狀，歎為“ 生
平奇覽 ”。黃山其“ 奇松、怪石、雲海、溫泉 ”素稱黃山四絕，是大自然造
化中的奇跡，曆來享有“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的美譽。
visit：Free Day。 Optional:the Mount Huangshan scenic area 
cable car and lunch(Local Extra Optional)
住宿：黃山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Huangsh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自費專案 ( 需保證參加 ) : 南潯 + 屯溪老街 + 城隍
閣 + 漫步外灘 =USD 100/ 人 （成人與小童同價）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A 黃山風景
區（含纜車上下）+ 山上午餐：USD120/ 人  B.
船遊千島湖 + 登島觀光：USD60/ 人  C. 上海雜
技表演或船遊黃浦江夜景：USD60/ 人

2020

接機時間：虹橋/浦東機場全天免費接
機，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虹橋/浦東機場全天免費送
機，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黃山千島湖
名山秀水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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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山— 黃山★中國面積最大的森林公園— 千島湖。 ★
處處美景，步步故事 , 江南魅力，名冠中華★特色美食：上海小籠湯包本幫風味 ; 杭州西湖醋魚南宋風味 ; 黃山毛豆腐，臭桂魚。

3 月 :9 日，16 日，23 日，30 日
4 月 :6 日，13 日，20 日，27 日
5 月 :4 日，11 日，18 日，25 日
6 月 :1 日，8 日，15 日，22 日，29 日
7 月 :13 日，27 日
8 月 :10 日，24 日
9 月 :7 日，14 日，21 日
10 月 :12 日，19 日，26 日
11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30 日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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