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b?4byF_

|JCv0CY2_1eo_

{?@LX}{,M<2+0

.ZaXz?4_x}6Ke

H
K

J
IH

K
J
I

cSV
ijhkgWXTU]TWUV[ c`eReRad^RYZZ \eN:_Q. momn nnnm

/|5H}0OWDPi,4`@T{
4=,b-,B,,[Fh,b-<M,

F=@LHN:Y,*ev`el/f5v`[5r
1FtCN2zKT1> __a`bU\f

DPi\LItp;
iL7dJz_Bi_MKu;_yJxi97_^<?0@L_*E:265JavTppp`5LqIs4-i

p9L7[IGus5uE{sk5aiiQF2T^piL7_`iQs4-ip,yG_eVPbM?e

5 G[6]]*z.R7M.\XLZ76=>S_Q2o^,pM.++_

~Qa\zNpiN_xD665lH85_lqL;759S_Jd]o

;6;..7_+L;B:O_/AQ@>u742ps[Sta

5 rUfO6VJnpL4iol4_]]?O\i_o*Ch[F67:5

SG_|[qk_0xGd6;=Sp*zmka;.*z.9`<s_

M9*zmka4g[c|?Uw_x=A;aTV_vgs?a

5 S|V6*z.9f;RyxkpjYu_jYL*En~_|HVNa

x]jYL2oJ1?pB;7H;_={jYJdp.PZM.QS

|usrr77pY:_Um>Y~U`Yr`Gi`_[6Zza

- 65J79I`Y2vHs]HFxf_[]1342sl>6r31./?60

<=97
86>;

4`@T{ItYnpMmsrNtuMRxGZqI}{|ec.tY_tzW~3aJbstw@mom

w<akmm>UAKmm
.bkr{wyX9F

RXM\5>V8g
7oia9Omm 8eqmrU@8

ncI^qpJrsIMJ*PDFo

C.slDdu3q+FbR|+_

-j.NE+D`-j.NGsl`

-j6/]13_C~[342*z.

>C.6r3xJDE[ZU54U.\+

_?OaBC_}mG{?+Dp42
@L_*A;;Xwu`f|?Hx@

p-N`ML_X}p?3{ul,/?60

+K>



cSW
ijhkgWXTU]TWUV[ c`eReRad^RYZZ \eN:_Q. momn nnnm

__a`bU\f

4`@T{ItY/\e*Hha_x0pMmsrN
tuMRxGZqI}{|ec.tY_tzW~3aJb

stw<@mmn}so6Kim64`cY63>66?K

i6FgN
=WoRnG@+KQ561c]PTscLb;4PKcLe0bGOK52

jT[xBkX:2tAcRn{p4yxlz|kZwL7_jn@XjUE

:2y:sAcu_G/+bG@+KQ4rUys

fgh`

ePy,

G~x}4pc5_~Q:u4Y\

;GpA;[5__2o{4XB^

u=pA,_W5hDEu4sal

OM5BJCMpL`b`qDE{

E_M57{`qJ,J_:@tp

`DFoa

khGd;]pY;

GdQtd

O4j2ouhFs}k_CDE;
>uuh0pWGK2I{E_6}

uh0F;`*z.F;ahMiC

.i;:uh0qL\k`cduh

}8`,huhq0`=[m_H2

^Huh0F;a

DY@HE-X5

L}A3i~\N`

sl;JPb^,pL0EtRr

j:SRk`9=SdHPb^dp.
sQh.hr?j~>,_k_T>

X~Bxp*E?yv?6a1b,

_w{fTQ*_{^+_d|-l

{0a

rU@69sg?j=_r<:rpqtZNZ4

B{1_TKGWWS|x42j7QEl8

9x]*z.O\l_bR,ri`AiDJCQT_T*z.MJ

pseQM0UG_EJCQAB_RpH]/}abRb=;555?

lHS_bR-RJ7e38>.jYlOT>Fj}gO`HE?8u

2C6a/>w^WCKljY_K\`lj>So?bR8f_ka0

Ouv=jYCfbR
GLwb,w*m|.,RlXy|}JI`ULzr2

,6qFmz;o/MaVC-N90Ht<npq;

[.,*_yq^UTsw>+d|\:B7vd|

3I=w3I/.yyihVgP4[EK~c:Vg
GD~_FVg4P@b?^zyZ|zw4`@ItYy3
>zwF9.G/
?[5Qi_G/c7AceZr~7NT?pwURh;sSR<3|+a_>
r~7_T92_/]Ns6;Z5Nj<2UZW4TMhB5{6N4Kw
Nj|J,B+72z|;v-5|16C4

t[rB>_+M0|PH6>_B[<Q+M0zPH4

fgh_

PeiGLwWqyz`y=`zw-{.,ifgh^

CML:.
3aU~,5f0g|g
/>J75IX65J86IY23v0

,5A>ULb`zopg|>_~U

Zpg|z>g{21u`|a`
/x_>W.6iUGpj~0,5k
|n]N~_^H3aINgZa
/g|s?tW.>A_j>S?HUP0



cSX
ijhkgWXTU]TWUV[ c`eReRad^RYZZ \eN:_Q. momn nnnm

__a`bU\f

f]8R
63 JDEu343;Tsl>fC._ka
73 ?[@`jC0D-V1a
83 ?[@`jC/[KdkN`o=:4`?43aA>?[sd}w0_]u@4.i8@=HGa*]23:

3/|D0d.;95a
93 >w]?3tLa-t81W>_*VA_AJ.``gWJg_jW[rSVA4/TCv/|D.9554X0a

A@N1RK@kN_5o[C.:0VA_a-O]a
:3 De\k>{JWcH?H~jYt5_A;LUo[SjG[W{JGJ_:o[da{WCV}TC._

s:To=C._k_a-/,a
;3 A7l5?H_dW80?[_5z_[9o3Y80Wz*M3_[3si19
<3 si4K\>}[@L^Jxo=LS>sl,P_A;?Hl5_X/slvcoI}[W1K\a
=3 n?81R^c`j_x9[p0k@_/z*2v4>wc*?4._a
>3 x]7=bRTKd^AsE_H^\pF@Y_U/\@YpbR_A6y-o<@Y_+j@I=E1_

ML_bR>o\J}c]Ho3PPpxkpF@YtL_nsTjk5RYkWj5Rxkkx}bRY
v_T0>wmTa

653 j~|?4d-ck/ID@0D-?>Y24eE?4Z:1La
663 >w}mZL@mT]g97@eEWB]Z:?41La
673 [3{Y42p\N.=`*U`[3`bR^t>F}6C._v^[;W17Y2ItUJY9k_+~

-m7H<]?_:1b[UraAL69k]g9G2u_5n8acd.iUra
683 [3`F}>^tp1GKw_To=+EC._k_AJ.k_:1b[Ura
693 T|ANX>mTa
6:3 T|[3mE>Cd}Cv/?ABi-ZC`E1C>4R60^>rC?4]TUeW89[p0U-a
6;3 ~C@CqTg@o@_k_^OZjb[Ura
6<3 >w^]rC]TU7W]g9@89[WGj?>Trk_T0]Y24d@3ok]a
6=3 ~1JCv6P_-+7j?[@g9>S.I5k_>w^89[p0WGWm7H<Wg9{mz_7^

]rC?4]T/[[[3[RVPWVYXLZOT3MWU0{2^bnna
6>3 CC<~|?4d-c}]lc0;t1{/=xUGJ?[@mpFvRvyz|JB_?[sA;lt1

{/=xmGJ?[@_N=@0a{@^THGaDC_T>n8aq4HG4T{E1C|D.855cJ}
aDC_*U`j>WnWc;W.iY2It4\N`ZNAW[AUuH1d4aDCaW1RaD_~
C~wT*U`j>Wn4^J<s_kc+~-n2~|?4d-c]T/[[[3YRMQS3WXP0a

GLwb-6T@G/6Ben0Ym69[MowAD8Sw{v|c064=iPe
=P2?p8SsKH=bV`]G2jy{6*GL18Ss4*.2?p8SsbGL18Ss1tB@@s2P28Ss

@s2jTRnE:dB2y{.BFr4

>GLB[rj:+M0yv}PHr_/\-s

2GLd[rj:-vDly:j:_=aB2tmkRn{p4

fghe

4`@6kH64`@ktXydQA5,z6]B@G/6]BI6B,6e,k|
?8*O7s}HF\z=Qoa9T8*QW>2sGL+9Z~X7NT30gL4

t[<QB-_+M0{v}PH6-_BVK+M0{v}PH4

fgha

~hw~hKQwq^x]gwGLwJf+iwOukYjg
t|`d[r+M0|PH4

fghd

zr8Sya8dQ3Vgzwzr8}wy2XeBRzmwx8|+iw~hw~h}g

yM]<9Yz
? tG\{i7g,UC3fTf9i2HD;UCa\i<4Ni}o{@Fk,T-u2kxx1=CdpTz}2i*^

eTprKYDQRCydRHTSu8Se4

=WoKiPTsAc]Gb;2P6WKi2jTl[*Rn2@^tAcRn{p4

tVKd|`+M0{v}PH4

fghb

~hwOW6DPi\LItp;m6pU2?6P?2,6g8P6fPi_6b-
?Z:V^7NeZ;I2MTHhyJCTHdCTZa203Fx0tTnFyJ2TH/e~OTZalM9[3M

Ua4w@;;188I4

=.M?WAc]GPTscLb;2P2AcV`]G2jnrsLlPy{aB5qoy/<2tsLmk{p2i^Qh4

t|`BYq+M0{PH

fghc

;hl~AXbE

t +l^dbcXc=X

5GL4>8Ss
5N6Ki_g

tP2[<QAcI:B^KAcZ/h3N2{_4dndBPXZwL2XrZ|Wy{4yr72i^}]4
tP2GLD[r\?h?2jnlPy{Ei[rDGLW\?4
tP2\?}p@T:2jly{EisLHV\?4Z6.<tp@-q{p2hDTW+[[72i^Qh4

\?mX<210/0,62,K[9PTs\?Rn4

cU fM Xr `r qr f1 ii\?

y 9Ei[r sLrA [r XtVWpQcN\?

z [rw[<Q \?Z sLrA \?Z0:[<Q|A
[<Q

9_4:.;zqEi?zxy~T];XtVWp

{ [<Q \?Z sLrA \?Z qC{Lowia\?rgAEs

| [<QwVK \?Z sLrA Cy67 VK -tVWp`Cak\? DHV

} VKw|` \?Z sLrA >7zNt

~ |`w.M?w|` \?Z
,uyxlwL350:

KzQO
|` .;zqEi-tVWp}8\? DHV

YqN3r{h@^s

* |`w[r \?Z sLrA 1~.@A [r XtVWpQcN\?

+ [rwGLi9E \?Z I?t

\N.=d
b*r~|\u/CK0>Aq\U}
^]3d~|i*O CK977 658:46:5:
^<3d*Oi~| CK978 6;5547595

p\N@LAJ{z_5T\u8a.=_k
pL_[A_A>wZ8o[Y2_c[C.a<Gw4~

|Af4|D.6754]_CVsF1Ra4_a-O]a
p*r~|\u8a_\N>@LT\u8a^GC._

k_L_[A_A>wZ8]3_<3W@<3_c[
C.a<Gw4~|Af4|D.6754]_a-O]a

k*v+DSml
;5X;>f_*]*.755

<5fWT|_*]*.855
/LSmcvI<H{wU3v0



 

生效日期：02/09/2017                                           PDT-I-OPT-HRB-IBH-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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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220 自行安排其他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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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室內)主題樂園 
1小時 上午/下午 20分鐘 5人 ￥20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型綜合奇幻舞台秀《魔幻 奇緣》(原名﹕哈秀~穿越冰雪) 
1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288 返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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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遊松花江(放河燈) 1小時 晚間 10分鐘 5人 ￥15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松花湖遊船 1.5~2小時 上午/下午 景區內 5人 ￥280 按原定安排乘旅遊車前往 ￥180 松花湖滑雪雪具* 3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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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返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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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