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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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5月7、13、20、27日

$2,000

$12,998起 $14,998起 $13,998起 $12,998起 $4800

$800
6月3、10、17、24日
9月2、9、16、23日

$13,498起 $15,498起 $14,498起 $13,498起 $5000

7月1、8、15、22、29日
8月5、12、19、26日

$14,598起 $16,598起 $15,598起 $14,598起 $5600

全程機場稅：稅項及燃油附加費等如有調整，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差額，敬請留意！
成人約HK$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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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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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選特色、優質及國際品牌酒店住宿

呼和浩特入住【國際5星品牌】
喜來登大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大同入住【5星標準】
星雲岡建國酒店或金地豪生酒店或同級

太原入住【國際5星品牌】
凱賓斯基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特別安排入住希拉穆仁大草原
蒙古人金帳空調蒙古包或古烈延商務空調蒙古包

(每房落地玻璃設計，安排二人一房，
附設空調、獨立洗手間、浴室設冷熱水設備)

重本安排入住2016年開業【響沙灣蓮花度假酒店】
被美國電視新聞網（CNN）評為最值得期待

的18家中國新型酒店之一，因其獨特的位置、造型、
建築方法而備受矚目。www.xiangsw.com

全程不設購物店舖、為各貴賓奉上【哈達】福布帶以表歡迎、
品嚐地道特色美食、午晚餐包酒水(自助餐除外)及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手把肉風味 蓮花酒店自助餐 呼和浩特酒店自助餐 老大銅火鍋 晉菜風味

蒙古烤全羊 特色涮羊肉 特色蓧面 山西麵食絕藝表演 平遙風味名吃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2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26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註10)

Day 2．

呼和浩特 ~ 希拉穆仁大草原(車程約2小時) ~
蒙古族最高迎賓禮儀(獻哈達、品嚐下馬酒) ~ *觀賞蒙古男兒才
藝表演【蒙古賽馬、摔跤表演】、聖壇敖包山、草原牧民體驗

(學習蒙古語、跳蒙古舞、寫蒙古字，穿蒙古袍、炸果條、
品嘗蒙古奶茶、草原放風箏、觀賞民族表演及篝火晚會) ~

各貴賓可自費草原騎馬或乘馬車遊覽自然保護區
*草原活動如受天氣因素影響取消，本社不作退補安排 ; 如天氣情況
影響，篝火晚會可能取消或改為室內表演，敬請留意!

希拉
穆仁
大草原

觀賞草原風光，一望無際的景色，讓人如醉如癡，還可以
騎馬，乘駝，欣賞民族歌舞，參加篝火晚會，品嘗美味的
草原風味餐飲，體驗一下蒙古族人豪邁奔放的文化風情。

#膳食: 早：酒店︳午：手把肉風味 ︳晚：蒙古烤全羊

住宿:

#希拉穆仁草原
金帳空調蒙古包或古烈延商務空調蒙古包

(每房落地玻璃設計，安排二人一房，
獨立洗手間，浴室設冷熱水設備)

#蒙古包住宿及餐食水平較低，不可與城市酒店相比較。

Day 1．

香港呼和浩特(經北京轉機)(註11)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客機飛往呼和浩特，

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
呼和浩特【國際5星品牌】

喜來登大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Day 4．

蓮花度假酒店(自由參加酒店安排之觀賞沙漠日出活動) ~
北方兵器城 ~ 城寺合一經典建築【美岱召】~ 呼和浩特

美岱召
始建于明朝慶隆年間（1564-1582年），它是喇嘛教傳
入蒙古的一個重要的弘法中心。

膳食: 早：酒店｜午：特色涮羊肉 ︳晚：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呼和浩特【國際5星品牌】

喜來登大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Day 5．

呼和浩特 ~ 大召寺(安排大召寺高僧為各貴賓祈福，
包每人一串高僧開光佛珠）~ 大同(車程約3.5小時) ~
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包乘景區單程電瓶車) ~

夜遊大同古城牆

雲岡
石窟

石窟依山開鑿大小窟龕252個，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
門石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

膳食: 早：酒店｜午：特色蓧面｜晚：老大銅火鍋

住宿: 大同【5星標準】雲岡建國賓館或金地豪生酒店或同級

Day 8．

太原香港(需經停北京轉機)(註11)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客機經停北京轉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餐盒 ︳午：--- ︳晚：---

責任細則

註：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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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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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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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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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

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6.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

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

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7. 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形式補償。

8.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9.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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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團隊會因應航班機位情況，有可能更改為太原入，呼和浩特出，整體

行程不變唯行程次序會倒轉走，敬請留意!

12.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

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3.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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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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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旅行社

中國長線(內蒙古．山西)自費節目收費表:

地區 項目 費用(大小同價) 成行人數 交通時間 遊覽時間 客人不參加之安排

草原內

草原騎馬或乘馬車(4-6人1車) 

A) 遊覽自然保護區、牧民家

B) 遊覽自然保護區、牧民家訪、敖包山

A) 380RMB

B) 480RMB
4人或以上 草原內 約60分鐘 周邊自由活動

金戈鐵馬魂草原

祈福大型表演【漠南傳奇】
280RMB 8人或以上 20-30分鐘 約60分鐘 周邊自由活動

**以上自費節目，會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節目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Day 6．

大同 ~ 九龍壁 ~ 世界最險要建築之一【北嶽恆山懸空寺】
(車程約1.5小時) ~ 太原(車程約4小時)

懸空寺
位於恒山金龍峽翠屏峰的懸崖峭壁間，始建於北魏，距
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是國內現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
高空木構摩崖建築。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山西麵食絕藝表演

住宿:
太原【國際5星品牌】

凱賓斯基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Day 3．

希拉穆仁草原(自行觀賞草原日出) ~ 庫布其沙漠 ~
響沙灣蓮花度假酒店(車程約4小時，享用酒店專用通道) ~
【*重本安排多項酒店沙漠活動﹕滑沙一次(包沙襪)、

任玩項目包括﹕高空滑索、騎駱駝、沙地摩托車、軌道自行
車、沙漠沖浪車、高爾夫揮杆、沙漠排球、沙漠足球、沙漠
觀光火車、蒙古風情表演(鄂爾多斯婚禮或雜技表演)、沙漠
泳池、咖啡廳及酒吧飲品任飲、傍晚可自行觀賞沙漠日落及

晚上自由參加酒店安排之夜觀沙漠星河活動
*部份活動有年齡或體重限制並需於前臺預約，酒店有權隨時更改
活動內容、開放或活動時間，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蓮花
度假
酒店

蓮沙度假島上碩大的蓮花度假酒店是不用磚、瓦、
沙、石、水泥、鋼筋而建造的綠色建築，環保生態，
是心靈深處的一片淨土…

膳食:
#早：酒店｜午：*酒店自助餐 ︳晚：*酒店自助餐

*如當天入住人數不足30人，午晚餐改為酒店桌餐。

住宿:

2016開業【5星標準】

響沙灣蓮花度假酒店【*外景房】
*蓮花度假酒店即日起，原【沙景房】改名為
【外景房】，敬請留意!

Day 7．

太原 ~ 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 ~ 古城牆 ~  古縣衙 ~

平遙日升昌 ~ 榆次 ~ 國家4A級景區【常家莊園】 ~  太原

平遙
古城

因擁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格局，被美國紐約
時報評選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遊的41個地方之一。

常家
莊園

是一座規模宏大的清代北方民間建築群，在山西眾多
晉商中，常氏家族可稱翹楚。

膳食: 早：酒店｜午：平遙風味名吃 ︳晚：晉菜風味

住宿:
太原【國際5星品牌】

凱賓斯基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