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vG\

wH=w0DY,\.bp\

|@?FXx|,G60z0

+[^Su>.\yx6Eb

H
K

J
IH

K
J
I

bSV
higjfXUTUXTWUV[ b_dRdR`c]RZVW W`C*S@* ]_]^ ^^^]

+sz=t,>F9EY}~[<Or

~3}]x}>w}J6c}Rr2B}
B-<GDC*M}uUhPXgza1hPV+k

-;f?C.yFI|. ^^`_aU\e

0+w,?Qg1
:4Y:=a\*^y-644

;4aWTy\*^y-744
.MQgdwI=BztU0w/

+{+_q6-2RWuf

Onq>eYDc_R<

]_R5;w+{+a4

/OmwP/

j.0ai}

c-Eyd
.9J9IY6<IY,0w/.95/

:W<B`g
*^>`D~pSa16-W>\

I?I>5`G76.`y\

avX?zuSu>-,.98/

9EYPA>fc+
iJ6eJ{_<i\HLs6\vJyi81\Y=>-?F_*F9154J^sTkpqa/LlJp.|d

q4J6XCHrp0v?|le/^jfQ@,TYqiJ6\afQp.|dq+tD\`QPcN>b

~[<Or>fMm<U`VfMO*mE]emj8<`n
m~An^]+{+R7M+WSJZ65<=T\:n<T<\Q/lY~qM+}z\{Qa\wO.dyO];.O]

OVO/qdL\yA054mH66\mrL6648T\K_Zm55:/+7\nsQK}TI\zL6C5J\~B

Q??p71/qpVNu^

mU7N2nTKkkL1dll2\^]=P\f\j+Ci[G5694TG\}[rh\1yHa0:<Tq+{j

l^<.+{+:[=l\M:+{jl^5b[dw=Vx\s>B5^OW\wdt>^

m7_9n+{+7g5RwqlqeYp\+~qY<Kv@I\8YLLe.0^eYL+Fix\yGTI^y

]eYL/pK+@q=92G:\>veYK_q/Q[M+QSyrpnn88qY4\Vn9Y*O]Tp]

Fi]ZV0[u^

|}yw
xv~{



bSW
higjfXUTUXTWUV[ b_dRdR`c]RZVW W`C*S@* ]_]^ ^^^]

^^`_aU\e

M3\f

G*u|5qd5\{Q5n1T\

<Gq;<\5\_/l|5RCY

v:qB~`W5cEBp1p^i

IM5CK@KqG]]]oEB|

D\M55|aoK~D_5?mq

a>Fp^

OP.KvCT>s

.K4WF

J2g/lneAp}h\DEB:
9rne+qQBF3J|D\6~

ne+F9]+{+F9^eKjD

~f:9ne+rF\h]_ene

~9]{hner+`7[h\|

evoD~fe-ner+D\|

E\E3YIne+F9^

{=x*|g;n

-`|lQbB1E

li8KPcY~qG+@uPo

g5QPh]8<TaBPcYaq-
tRi/cs9g*8~`h\T<

V*<yq|D>zq90^+_~

`rxgOL~\|_,\e{-l

|0^

KBiR`V

U7xnqVOzRuDWwrWUVX?962>j

y^jD8,.:<7_[mkNo4-Rp

9s]+{+\i\_R~ojaBfEK>KT\T+{+KKq

tfQK*VH\FK>K;A\MpG]0z^_Rc>:444@m

HT\_R.MK5f3MK7=/eYmPT<FewhP]GD>4

v/B0^.?t_X=ImeY\E\[me8Sj=_R6g_f^/

M3nzRWwooBY/py^jD8kN

m6{@Z~J0kN\a_f]ged \a_di]d` \ehga Ybgi Zeg_c

_R^]iI]kLS{7]i@B>W\X265Pjoa]2-

}]/g6S]W:/B0k_,G2wim\V_R+Mqe3/

B]>5whPJ]A+L[^?XyAk 94mHT\8`X]A

+@K]H>>>2R@}z.>>> AQYN @QKTVUM >ZKWM/ufMpqM

O:9\;x?Surcq>-GL;pMCO^

U]nqVOuDWwroBY/y^jD8x+Eh6~J0kN

\a_f]ged Ya]d`^ahd [bd`ih_g]d Zeg_c

^]7Jx>.nWE,i\QW27Jxl3pc6SJ+pPj

=0^_Rk94mHTTymj?X\j|qxDgo\7f3

0^V_R2wMNrc@t\[K>5FehP]C<]e3M

N]ib>]]A+^@L[`g0^

qqGerSkNzI5wH

Onq>eYDc_R

iI]A+_R

+O7JxNx]A+_R



bSX
higjfXUTUXTWUV[ b_dRdR`c]RZVW W`C*S@* ]_]^ ^^^]

^^`_aU\e

~[<Or>fM>\+wb3|NpxAfL[2f6I?2
Fdl2~[ST2x4{2;Fd26Z=
.YgIq=LvXC=/>VUdagVLY5zGBVLhIYSKX=xmF]

<8bd/xhMfIqx~z

+,-z

05^]x2O<Ct22Xa{Hl25V<b^~-u=
^f`dMp2~3.9O
.NsBO58f165zG?65x`FIq7Eg[xqxx[B+xwtQv

/=H<Xp*EvZ-ifmBHb`6O:c

r=H[Xp*E:t>zq/*E`V_<xhpjIqx~z

+,-*

~[<2^D2~[<[fS>F.nYI?2X8<Ct2

X882>w2`wfo
0-|b}k4DRTo7Ccl3P-|CIWxq=H}GM0m?@P}=jCz

dX1C<4RvZ-kfmBH|4R<HGvZ-kfmBHz

+,-{

iR^iR4:^[H_GQ^05^3PhS^8_U
CTQ
d@k[XpvZ-lBHz

+,-~

f|*aY/a<-Z>COCN^ADNQ7IX?>:@?^e\u=
>B]F.T4O?^e\uhb>S6Jo/?l^cudhS
^iR^iReQ>}=d_9?
06WT?~}O=zNNjdxG^\IO=54@eXx-Q2/PzyC_xD

iqmhKER0/.0Uy*y?xO^1d2u47cGxxQ;F~g/yuxYG^

1d@A<PwXP~`]Q[Lz

.YgX~dagMfiCY5xG+YX~xmFd]6Iqx1QhMfIqx~z

dHG[@kvZ-kfmBHz

+,-|

iR^>F29EYPA>fc+l2cDw/2?/}q

2W}E2YEYN2Rr
0pHRj}@dp0VxDF>_0JSF>bSPpXx7@V*zlPq<+

AxF>H\5APpXzD.X@ZGw;l1GG.PFVz

.+MXIMfiCdagVLY5xG?MfkaiCxmm+,CoLqx_<**

cw<Txh,Cpjx~xwtQvz

d@k<o3vZ-kBH

+,-}
+{+jl

OVOg=

05^Li^gWdki;VB>CEzxA3|?YolsX

/WbxVl6K@,m7vm1^yXWXxEkijI
dXH?>Z^{kNgFw+t]Ngp2z^p2o
nd>QP4O-W;s{FE`4OvqF@t4OW-
kCj>?>:C?^~[<>fM>Th?^;5yCt
0NBC]RG<f}Mf{Qf{?@PNs}QSk,vTS-ylpX`Lf{?`

PQ1Vy[akC,WB@a-xVWc3P?[[42C[zX;@a3<~R1

Oxrq::wMs.59z

dXp<JRvZ-lBH|JR<X1CvZ-jBHz

+,-y

9O.05^A[`bJ>fA?^jckiS+,-x
9J9IY6<IY,j.

0ai}c-Eyd

*Fq2J{\O|o`2OVOy

?\li}O{YTq+Ly\poo

Ey}O|T\\rSi[x*33q

TI?+U[Oy^I+3UqEyl

6*Bf;\\KqinnI]<ni

d`Kql<1F]543J`cKq

bfa;\-pp1^Sy[V;e

P\yHrEiVVqOIll^



bSY
higjfXUTUXTWUV[ b_dRdR`c]RZVW W`C*S@* ]_]^ ^^^]

^^`_aU\e

gX9L

52 y];\qX}9;\sD<;Eyke8S=GVP^

62 >\:`g=.E,V.^

72 >\:`g=,[KafH]j>6.]>.4b><>\te|t0\]v:5/j9:;IH^*^2-;

3.v>/a-:84^

82 ?t]>-mF\*u22R<ZzW>\BK.a[bWGh\eX\rNW>1,R=w.v>-8443S/^

B:H.MI:fH\6pZD~6-W>\\*MX^

92 Cf\h<|EW^I=GykYp4\B<MVpZMkA\W|EHH\:pZe^tWDVwRD~\

p8Tj>D~_f\\*/~^

:2 _H1?tl?Hv>.}]\o\-1\^,el9\y7\n0l?_,H:8,x*2s1?t`y>

.}]\7?],>?NsejU^

;2 B1f5=G\aR6*@V\6{_\5l3W6*W{+M4\\-lf.8
<2 lf1E\<|V?FYEyj>LS<li,P\B<=Gf5\S/lir^hJ|VW.E\^

=2 y]5>_RNE_Y@pF\H_YqG:W\V,Y:Wq_R\B1z*h::W\+e?F8D/\

MM\_R?pYK|^^Hl3KPqufqG:WmF\otTgf2RWhWg2Rufhu~_RW

s\T1?tjU^

542 g*v>._,^h.HC?/E,>?Y,5b?>.U;2J^

552 ?tzjZM:nN]b:7?b?WCXU;>.2J^

562 \-|Y4,q[L}=]*P]\-]_R_q<C~0D~\r_Z<U.7Y,ImVKY8h\zy

*j3I9X9\:.c\Ps^BM08h]b:G,v\6o6b^e/jPs^

572 \-]C~<_qq1GLx\Tj>{FD~_f\BK+h\:.c\Ps^

582 Ty;NR?jU^

592 Ty\-hD<De|=w.@B?j.Z=]D/=<.L0/_?sD>.XRUfW97\n0U|^

5:2 {=:=rTb:j?_f\^OZdc\Ps^

5;2 ?t_]sDXRU3W]b:?97\UHg>?Nsh\T1]Y,5eA0jfX^

5<2 {2H=w5N\*z3g>\:b:<N.D6h\?t_97\n0UHWj3I9Wb:|m{\8_

]sD>.XR.ZZZ2ZQUOVUXWKYNS2LVT/x,Y]oo^

5=2 BB9*v>._,^|]i^0<u.v,8yVHH>\:jqAsSsvwvJA\>\tB<iu.

v,8yjHH>\:\I8:0^t?_TIH^?=\T<o6bq4IH1TxD/=v>-744`K|

^?=\*P`g?UkW^<U/jY,Im1[L]ZL>W[>VqI+a1^?=bW.M^?\{

=*uT*P`g?Uk1YE=q_f`zy*k0*v>._,^XR.ZZZ2XQLPR2VWO/^

dG?X1CMfE4NjBMfM<g@Exx]Lofg[dO\lYxO4QqYqx~n46xwttsz

dG?=H>Xp^9gNxmmoLqx7`Xp>=HI^9z

dG?^9/n:i/xmzqx7`,C>W^9zQNz6hn:4ix~xg6FYCS]ExwtQvz

^9edH~wvuv2>xD[qDdag^9Iqz

Vj ]Z O4 S4 t4 e{ `l^9

i 8Q.Xp JA;@A Xp *]L7`+w`nR0C+X^9

j XpgX1C ^9M ,C4Z ^9M|/X1CzA
X1C

*]L+5Sjt7`0jhinKxiIJrWl~

k X1C ^9M ,C4Z ^9M eO2C}uhb^9bsM?c

l X1CgHG ^9M ,C4Z O=51 HG JrWl~.>D^^9 >>W

m HGg@k ^9M ,C4Z =1>N6
@k

5Sjt7`icbUJrWl~

n @kg+MXg@k ^9M ,C4Z GoeA x9WeC+X^9 >@^Kjp9 >>W

o @k ^9M ,C4Z *,@+C+X^9t/ Xp *]L7`+w`nR0C+X^9

p Xpg=H.8Q ^9M ;?-

1Xgp7LUA

d 8otgx^GZdT

n2@T

{56FTM

{=HA3BO5

{@NG]Rs

[L}=a

_+s*v[v.BJ/?>r[U~

[^-a*v.+O BJ866 547935949

[=-a+O.*v BJ867 5:4436484

m[L?FBK|{\6T[v6b}=_f

m+s*v[v6b\[L<?FT[v6bYGD~_

f\M_[>\B?tX8^-\=-WA=-\dZ

D~^=Ht1*v>a.v>-5643^\\*MX^



 

生效日期：01/11/2016                                           PDT-I-OPT-HRB-IBH-016 

東北三省【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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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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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之入場費一般按高度劃分收費，故以上之節目如小童高度超過 1.1米者則按成人收費，1.1米以下者則按小童價收費，嬰兒費用全免。 
8. 收費只劃分為成人及小童兩種，不設任何長者優惠，敬請留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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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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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人民幣)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聖亞海洋世界(包極地、珊瑚、海洋館) 
2小時 上午 3小時 5人 ￥230 大連闖關東影視城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50 

大連 旅順軍港(炮台、日俄監獄) 2.5小時 上午 45分鐘 5人 ￥15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本溪水洞+地質博物館 (包入場門票、車費、電瓶車遊覽、保險費用) 

1小時 上午 90分鐘 5人 ￥220 瀋陽 張氏帥府 2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8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東北虎林園 50分鐘 下午 30分鐘 5人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太陽島極地館 1.5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俄羅斯特色餐 1.5小時 午餐或晚餐 20分鐘 5人 ￥220 自行安排其他餐食 室內冰燈 30分鐘 上午 10分鐘 5人 ￥110 附近自由活動 大型冰上舞蹈秀 1.5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280 二人轉表演 2.5小時 晚間 10分鐘 5人 ￥220 
返回酒店休息 兆麟公園冰燈 1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20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哈爾濱 冰屋火鍋 1.5小時 晚間 20分鐘 8人 ￥280 按原定安排享用團體餐 吉林隕石博物館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10人 ￥8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180 松花湖滑雪雪具* 3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240 

(2017年 1月 1-3日及 2月 19-25日 期間出發適用) 

附近自由活動 松花湖雪服* 4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60 附近自由活動 

吉林 松花湖雪圈* 2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40 附近自由活動 淨月潭中級雪道連雪具* 3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80 淨月潭雪服* 2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00 淨月潭滑雪場索道* 30分鐘 上午 20分鐘 5人 ￥65 
長春 偽滿皇宮 1.5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1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戲台河 1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100 返回酒店休息 浮石林 1小時 下午 20分鐘 5人 ￥10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長白山魔界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00 大關東文化園 1.5小時 日間 60分鐘 5人 ￥200 
附近自由活動 

東東東東北北北北三三三三 省省省省 

長白山 長白山溫泉 2小時 日間 20分鐘 1人 ￥260 返回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