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純玩】【長春直航】哈爾濱(伏爾加庄園、中國大
街、關東古巷)、長春(孔子文化園、長白島、滿族博
物館)5天純玩團 CCHBC05U

*早報名優惠首1-8名勁減-1500,前9-16名減-1400,17-25名減-1300 *65
歲以上優惠減50,*70歲以上優惠減 100及, 限持回鄉証人仕適用{直航
長春來回，早機去晚機返)

行程特點

● 精選航班:香港航空，直航長春來回長春，早機去，晚機返，節省交通時間，玩足5天!
● 【兩省三市遊】暢遊哈爾濱，長春，吉林睇盡各地風景名勝，感受各地風土人情
● 【保證入住】哈爾濱《連續2晚入住》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永泰喜來登酒店、可享用室內衡溫泳
池及健身室等

● 【重本安排】遊覽伏爾加莊園，欣賞俄羅斯建築風格。
● 吉林~欣賞優美風景的松花江畔，觀賞候鳥的長白島，充滿歷史的滿族博物館。
● 長春～孔子文化園－集歷史，國學文化的省級文物景點，於２０１２年正式開放參觀。
● 【優質保證】全程不設購物點，讓貴賓能有更多參觀時間。

Day1  香港 ─ 長春 ─ 孔子文化園 ─ 偽滿八大部(車遊)
 
Day2  南湖公園─ 國際雕塑公園 ─長春 ─ 哈爾濱 ─ 伏爾加庄園(阿廖娜農舍、巴甫洛夫城堡、普

希金沙龍)
~ *長春往哈爾濱，車程約3.5小時
~ ～俄羅斯風情~伏爾加莊園:莊園位於阿什河畔，風景秀麗，佔地面積60多萬平方米，園內建有俄式建築30多座，城堡、教堂、別墅，
更按1:1比例複製了哈爾濱歷史上最著名的聖尼古拉教堂，莊嚴而華麗。建築物、小橋河畔、園林樹木配上冬日白雪紛飛的景色，莊園
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小鎮。

 
Day3  哈爾濱─ 聖索菲亞大教堂廣場─ 中央大街 ─ 斯大林公園 ─ 防洪紀念塔 

~『聖索菲亞大教堂』城內有十多棟建築物，每座也源遠流長。如城內聖索菲亞大教堂，便是建於公元1045-1050年間，是俄羅斯最古
老的教堂。位於大教堂西部入口的青銅門非常著名，門上刻滿聖經故事，據說這是於1187年自一座瑞典城堡帶回來的戰利品。

 
Day4  哈爾濱 ─ 關東古巷 ─ 五國頭城 ─ 春水大典主題公園─ 音樂主題公園 ─ 吉林─ 松花江畔

~ ～關東古巷：一條室內仿古步行街，將關東文化復原，帶領遊客回到「闖關東」時期。街道兩側的商家門店和牌匾，運用了很多古城
的元素，更增添了古巷懷舊的味道。

~ *哈爾演往吉林，車程約4.5小時
 
Day5  吉林 ─ 長白島(雪地觀鳥)# ─ 北山公園 ─人民廣場 ─ 滿族博物館# ─ 長春 ─ 香港

~ #欣賞霧淞樹掛須視乎天氣情況而定！(此乃天然現象，會受當地天氣影響而改變) #長白島雪地觀鳥：觀長白島鳥乃是自然生態現象，
故候鳥多寡，須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滿族民俗博物館逢週一休館。如遇休館，則不安排入場參觀，敬請留意。
~ *吉林至長春機場，車程約45分鐘。#吉林至長春機場路段或會改用機場高鐵前往，以接待安排為準。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 / 懷舊農家菜風味宴 長春五星級標準金安大飯店(Wifi)或同級

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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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 :俄羅斯特色餐俄羅斯特色餐
內容:
名稱名稱 :東北虎林園東北虎林園
內容:
名稱名稱 :二人轉表演二人轉表演
內容:

2 酒店內 當地餐廳 自費俄羅斯餐
哈爾濱《連續2晚入住》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永泰喜來登酒店

(Wifi)或同級

3 酒店內 當地餐廳
《獨家》蒙式紫銅火

鍋(一人一鍋)
哈爾濱《連續2晚入住》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永泰喜來登酒店

(Wifi)或同級
4 酒店內 當地餐廳 滿族三套碗風味宴 吉林五星級標準金茂翡翠假日酒店或(Wifi)或同級
5 酒店內 當地餐廳 / /

注：注： 交通資料交通資料

1. 旅行團服務費已包括：領隊、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於完團前個別向團友收取。每位全程合共
(港幣)：$400。 如團隊人數為15人或以下，團隊或不設領隊，本公司將於出發前三天向客人發出集合資料短訊，但
仍設當地導遊接待，旅行團服務費已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於完團前個別向團友收取。
每位全程合共(港幣)：$400。

●乘坐香港航空(HX)豪華客機往返
香港航空(HX)香港/長春/香港,直航來回

航班時如有更改，則以航空公司資料為準。

2. 如合資格長者票價優惠人仕，需於報名時提交有效身份證件副本 (香港/澳門身份證 或 香港/澳門護照 或 香港長者
證)。

3. 網上報名注意：如合資格長者票價優惠人仕，請於出發前10天自行致電永安旅遊熱線中心(29288882)，並提供相關
文件副本後，方可辦理退回有關優惠。

4. 以上行程價格及其相關費用(例如燃油附加費、手續費及稅項等)可在永安旅遊網站查看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5. 乘坐香港航空公司,航班及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安排為準,此為包機,如客人缺席去程,回程或來回程,退稅安排只能退成
人之香港機場稅港幣120/位,敬請留意!

6.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
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退票費，以及本公司訂列收取之以下手續費港幣$300；有關退票費，交
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加班機或包機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
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7. 按航空公司要求出發前7天必須集齊証件資料，客人報名時需清楚提供真實旅遊證件 ：回鄉證(包括申領次數00/01
等)，護照(如適用) 之英文全名,証件號碼,出生日期及有效期。

8.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9. 由於內地酒店須開業最少一年，方可獲正式評級，而欲申請提升評級，亦需時辦理手續，故此，酒店在未獲有關單
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五星級標準」或「四星級標準」標示酒店級數，以便客人參考。

10.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1. 客人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旅遊保險
12.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詳情請參
閱收據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3.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14. 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5. 行程所提及之商店，營業時間將視乎當地商店之安排，如遇休業日或提早關門時間，恕不另行通知。
16. 客人可於永安網站查閱或於報名時向分行索取「旅客須知」，以便於出發前作好適當準備。
17. 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閱「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客人可向分行職員索取或參閱收據或報名表背頁，並可於永
安旅遊網站(www.wingontravel.com)下載最新版本。

18.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
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交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
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加班機或包機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
準，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19.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長春長春[自費項目表自費項目表]

自費行程名稱及內容 城市(國家) 活動時間(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計價
方式

幣別
價格

不參加之客人安排
成人 小童

哈爾濱(中國) 1.5小時 午餐或晚
餐

20分鐘 5 人
人民
幣

220 220 自行安排其他餐食

哈爾濱(中國) 50分鐘 下午 30分鐘 5人 人
人民
幣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於旅遊
車上等候

哈爾濱(中國) 2.5小時 晚間 10分鐘 5 人
人民
幣

220 220 返回酒店休息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
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
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
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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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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