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00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628(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48、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9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800

6-78月5、12、19、26日

9月6、9、13、16、20日
$11,798起 $12,798起 $11,798起 $10,798起 $3700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472(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12、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17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MHRBA
10月7、14、21、28日

11月1、4、8、11、15日
CA

MU

FM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1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2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3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11,398起 $12,398起 $11,398起 $10,398起 $3400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250

70歲或以上勁減HK$45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9月4、8、11、15、18日

*10月9、13日

8月7、14、21、25日

$14,598起 $16,598起

*特別通知: 10月份出發團隊，如遇青海湖遊船停航，行程則現退船費每位RMB100，敬請留意!

重要事項: 此團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之港澳及國內外持中國護照之華藉同胞報名(持外國護照或外藉人士不接受報名)。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544(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24、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3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金秋胡楊美景推廣優惠*

10月12、15、17、

19、22、24、26日

$19,398起 $21,398起 $20,398起 $19,398起 $4000

10天絲綢之路．天空之鏡【茶卡鹽湖】純玩深度遊

MSILC

CA

HX

HU

MU

FM

CZ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5-69歲勁減HK$3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7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8-11

CA

HX

HU

MU

FM

CZ

MXNNA

$600

4-5

$16,598起 $14,598起

$17,598起 $17,598起

MXJS
CA

HX

HU

MU

FM

CZ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5-69歲勁減HK$2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4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20,998起 $22,998起 $21,998起 $20,998起
8月3、10、17、24日

9月7、14、21日

$1000

6天青海湖大環線深度秘境純玩之旅

團 號

佔半房

出發日期

*10人可成團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成人優惠價

最高可達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15,598起

10天南疆祕境．穿越中國最美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帕米爾高原風光．萬里胡楊純玩深度遊

$1000

12-15

$15,598起

$4000

$5000

8天關東第一山【長白山】．東北三省【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純玩團

航空

公司

*特別通知: 10月份出發團隊，如遇青海湖遊船停航，行程則現退船費每位RMB100，敬請留意!

重要事項: 此團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之港澳及國內外持中國護照之華藉同胞報名(持外國護照或外藉人士不接受報名)。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544(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24、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3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頁數
全程

服務費

單人房

附加費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小童原價收費
成人原價

佔半房

8月3、10、17、24、31日

9月7、10、14、17、21日

*10月8、12、15、19日

$21,598起 $23,598起 $23,598起 $21,598起 $5700

$19,998起 $21,998起 $21,998起 $19,998起 $5000

《 翠 明 假 期 3 1 週 年 呈 獻 》
指 定 團 隊

頭 1 0 名 早 報 名 優 惠 最 高 可 達
* * * 特 設 長 者 報 團 優 惠 * * *

1 0 人 以 上 同 行 可 自 選 出 發 日 期
( 需 配 合 機 位 及 酒 店 訂 位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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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P-18-CHN-001-Farelist-2018(AUG-NOV)-Effective on 13JUL2018

$1100

11天西藏兩大聖湖【羊卓雍措、納木措】、林芝、藏東美景、波密、然烏湖、米堆冰川、前後藏、青藏鐵路體驗之旅

20-23

$15,398起 $5800

此團號MTIBC暫時停辦，請參閱最新西藏單張行程:

MTIBA10R: 10天西藏【林芝、前後藏、山南澤當、青藏鐵路】西寧深度之旅

MTIBB11R: 11天西藏【林芝、藏東美景、波密然烏湖、米堆冰川、前後藏、羊卓雍措】深度遊

MTIBG10R: 10天西藏【林芝、前後藏、山南澤當精品團】

此團號MTIBD暫時停辦，請參閱最新西藏單張行程:

MTIBA10R: 10天西藏【林芝、前後藏、山南澤當、青藏鐵路】西寧深度之旅

MTIBB11R: 11天西藏【林芝、藏東美景、波密然烏湖、米堆冰川、前後藏、羊卓雍措】深度遊

MTIBG10R: 10天西藏【林芝、前後藏、山南澤當精品團】

9月4、11、18日

*10月9、12、16、19日
$20,998起 $22,998起 $22,998起 $20,998起 $5200

12天炫美北疆．專業推介兩次遊覽世界自然遺產【喀拉峻草原風景區】、隱世美景純玩深度遊

注意：行程第7天印刷出錯，本行程並不前往西藏之景點(然烏湖)，敬請留意

10月8、11、12、15、

16、17、18、24日
$16,998起 $18,998起 $16,998起 $14,998起 $6300

5)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以上旅行團均不設當地停留，必須隨團返港。

6)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7)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於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8)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為星級之前，按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級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9) 以上團別之旅行團服務費以全程計算，全程服務費已包括領隊服務費、當地導遊服務費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10) 各國簽證所需工作天數均由領事館決定，詳情請查詢報名旅行社及各大特約旅行社，敬請留意！

14) 青海、西藏、稻城阿丁團隊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2,000-5,000米或以上，請各團友必須注意個人健康，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行程。

11)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考，以上所有中國之團別，行程內容請參閱2018中國行程書。

2)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3)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MTIBD

MTIBC

10天西藏歷史發源地【山南澤當古城】、林芝、前後藏、青藏鐵路、西寧深度之旅

16-19

$14,598起 $5500

9月6、13、20、27日 $16,398起 $18,398起 $17,398起

MDCYA

CA

3U

HX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2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4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16)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12)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客人必須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13)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回門票差價如景區更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1) 以上稅金為2018年7月價目，而團費內價目不包括香港離境機場稅、保安稅、建設稅、燃油附加稅、各地機場稅及認可行政費。(12歲以下小童免收香港離境機場稅)。

稅項費用與團費一併繳交，繳交時以電腦資料為準。稅項及燃油附加費等如有調整，客人須於出發前14天補回差額，以航空公司最終公佈之資料為準。

*特別通知: 10月份出發團隊，如遇青海湖遊船停航，行程則現退船費每位RMB100，敬請留意!

重要事項: 此團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之港澳及國內外持中國護照之華藉同胞報名(持外國護照或外藉人士不接受報名)。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544(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24、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3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32-35$24,998起 $24,998起 $22,998起

$16,598起

重要事項: 此團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之港澳及國內外持中國護照之華藉同胞報名(持外國護照或外藉人士不接受報名)。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616(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36、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9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1200

28-31

13天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兩次入湖)】、青海祁連仙境、九色甘南、香巴拉、九曲黃河第一灣、藏族天堂探秘遊 

24-27

$17,598起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5-69歲勁減HK$3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7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CA

HX

HU

MU

FM

CZ

MXJNC

8月1、8、15、22日

9月1、5、12、15、19、23

日

MTHH

$1300

頁數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團 號

7月24、31日

8月7、14、21、28日
$22,998起

11JUL2018

4)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全程機場稅：成人約HK$395(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11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11天川西美景．人間淨土《稻城阿丁》、攝影者天堂《新都橋》．海螺溝冰川、稻城亞丁、甲居藏寨、四姑娘山純玩深度遊

8月2、9、16、23日

$6000

15) 旅程中之餐食會因應交通情況或景區人流而調整，部份早餐可能會改為酒店早餐餐盒以便提早出發，特色餐則改中式合菜，敬請留意。

出發日期

*10人可成團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航空

公司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成人優惠價

最高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收費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

$15,598起

CA

HX

HU

MU

FM

CZ

頭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HK$200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450

70歲或以上勁減HK$900

(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25,498起 $27,498起 $25,498起 $23,498起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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