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號碼 350906
包團熱線 23919853

http://www.modernchinatravel.com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絲路系列(南北疆/中絲路2018年4月16日-10月份價目表[B] 》

生效日期 19-MAR-2018
總行 旺角電話：2391 9900 / 分行 銅鑼灣 電話: 2893 8133
下列團隊：免收領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請您注意價格表所列之行程內容(線路名稱)及價目僅供參考，個別團種及出發日期價格有所不同，價格不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稅、燃油附加費、簽証費、行李生小費，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您詳細參
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詳細行程的備註及注意事項。一切正確資料均以報名時索取之行程表及價目表作準。本公司有權更改行程內容及價目，恕不另行通知，祝您
旅途愉快。

地 編 團號
區 號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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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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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名稱

團費

數 成人

持回鄉証之港澳長者門票優
需出示回鄉証方有此優惠)

單人房 惠(報團時減收, 但買門票時

小童 附加費

絲路系列(真正南北疆聯遊) 北疆～烏魯木齊 走進阿爾泰山脈(大喀納斯環遊(合共住宿3晚)-哈巴河、鐵熱克提、中哈
URA3-11薩交界-鐵列克提大峽谷、白哈巴村-西北第一村、喀納斯湖、禾木村-攝影天堂) 伊寧(果子溝、賽里木湖) 克拉瑪依 11 $23,499 $20,399 $4,400
B1 NSA2 (魔鬼城)
那拉提風景區(空中大草原-後山夏牧場) 布爾津(五彩灘) 富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五彩城) 南疆～巴音布魯
克草原(天鵝湖、九曲十八灣) 庫車天山大小龍池 三飛航空團
行程基本同URA3-11-NSA2增加安排 獨山子(獨山子大峽谷-天山公路-天山雪峰-青松翠柏-野花綠草) / URA-12-NSA1沒
有去庫車天山大小龍池 航空團
4月7、14、21、28日 / 5月5、12、19、26日 / 6月
B2 URA-12-NSA2 2、9、16、23日 / 7月7、14、15、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1、8、15、22、29日
12 $19,999 $16,999 $4,800

60歲至69 // 70歲或以
上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0 $22,999 $18,999 $3,400

$150 / $300

CZ/HU
/ZH/G
天天有航班 S

16 $29,999 $25,999 $5,8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18 $32,999 $28,999 $6,6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CA/3U

12 $24,999 $20,999 $4,9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CZ/HU

14 $25,999 $21,499 $5,700
15 $27,599 $23,599 $5,900

$150 / $3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14 $27,999 $24,599 $5,7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CZ/HU

15 $28,999 $25,599 $5,900

$200 / $400

出發前60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
60天或之前報

團及首8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
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
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
15位名額按$
位名額按$19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
團及首8位會員,
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18999 / 出發前30
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B3
B4
B5

北 B6
疆
奇 B7
異 B8
精
華 B9
風
光 B10
B11

航機

$150 / $300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絲路系列(真正南北疆聯遊) 北疆～烏魯木齊 那拉提風景區(空中大草原-後山夏牧場) 南疆～巴音布魯克草原(天鵝
URA4-10- 湖、九曲十八灣)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口
NSA3 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草
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及第二條及支線沙漠公路(共3條) 庫車(天山大小龍池) 四飛航空團
絲路系列(真正南北疆聯遊) 北疆～烏魯木齊 走進阿爾泰山脈(大喀納斯環遊(合共住宿3晚)-哈巴河、鐵熱克提、中哈
薩交界-鐵列克提大峽谷、白哈巴村-西北第一村、喀納斯湖、禾木村-攝影天堂) 伊寧(果子溝、賽里木湖) 克拉瑪依
(魔鬼城) 那拉提風景區(空中大草原- 後山夏牧場) 喀納斯湖(白哈巴村) 布爾津(五彩灘) 富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五彩
URA3-16- 城)
南疆～巴音布魯克草原(天鵝湖、九曲十八灣)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塔什
NSA2 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
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及第二條及支線沙漠公路(共3條) 庫車
(天山大小龍池) 三飛航空團
URA3-18行程基本同URA3-16-NSA2,
URA3-18-NSD2安排 四飛直航
NSD2
北疆走進阿爾泰山脈-大喀納斯環遊(合共住宿3晚)-哈巴河、鐵熱克提、中哈薩交界-鐵列克提大峽谷、白哈巴村-西北
URC4-12-NA2 第一村、喀納斯湖、禾木村-攝影天堂) 伊寧(霍爾果斯口岸) 博樂(賽里木湖、怪石溝) 克拉瑪依(魔鬼城) 那拉提) 巴音
布魯克草原-天鵝湖、九曲十八灣 喀拉俊大草原 布爾津(五彩灘) 四飛航空團
可可托海(額爾齊斯河峽谷) 奇台(江布拉克草
URC3-14-NA2 行程基本同URC4-12-NA2增加安排 富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五彩城)
原-仙境般的美境) 烏魯木齊 三飛航空團
URC3-15行程基本同URC3-14-NA2增加安排 奇台(江布拉克草原-仙境般的美境) 三飛航空團
NA19
北疆走進阿爾泰山脈(大喀納斯環遊(合共住宿3晚)-哈巴河、鐵熱克提、中哈薩交界-鐵列克提大峽谷、白哈巴村-西北
URC4-14-ND2 第一村、喀納斯湖、禾木村-攝影天堂) 伊寧(霍爾果斯口岸) 博樂(賽裏木湖、怪石溝) 克拉瑪依(魔鬼城) 那拉提草原
巴音布魯克(天鵝湖) 布爾津(五彩灘) 富蘊(五彩城) 可可托海(額爾齊斯河峽谷) 庫車(天山大小龍池) 四飛直航團
行程基本同URC4-14-ND2增加安排 奇台(江布拉克草原-仙境般的美境) 四飛直航團
URC4-15-ND2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10大古國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尉犁(羅布人村寨) 塔克拉瑪干沙漠第一條沙漠公路「死亡之海」之邊城-(若羌、且末、民豐) 和田(葡萄長廊) 葉城(新
URK3-11-SA2 藏公路終點) 莎車(莎車王墓) 英吉莎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
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草原、雪山) 阿圖什(蘇
里唐麻札) 新疆大峡谷(伽師縣2014年新推景點: 天門神秘大峽谷) 三飛航空團

出發日期

11 $22,999 $18,999 $4,000

$150 / $300

/HX

/ZH/G
S

/ZH/G
天天有航班 S

CZ/HU
天天有航班 /ZH/G
S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9大古國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與
尉犁(羅布人村寨) 若羌(背靠阿爾金山) 且末(古墓群) 和田(葡萄長廊)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
別 B12 URK3-12-SA2 場(冰川、草原、雪山)
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 12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及二條沙漠公路+沙漠觀景臺、新疆兩大峡谷(伽師縣: 天門
不
神秘大峽谷+温宿大峡谷 阿圖什(蘇里唐麻札) 三飛航空團
同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8大古國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尉犁(羅布人村寨) 和田(葡萄長廊) 葉城(新藏公路終點) 莎車(莎車王墓) 英吉莎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阿圖什(蘇里唐
南 B13 URC3-12-SA7 麻札)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 12
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條及第二條沙漠公路+沙漠觀
疆
景臺 新疆三大峡谷(伽師縣天門神秘大峽谷+温宿大峡谷+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高山湖泊-天山大小龍池 三飛航空
尋
團
奇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8大古國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全
和田(葡萄長廊) 葉城(新藏公路終點) 莎車(莎車王墓) 英吉莎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阿圖什(蘇里唐麻札) 塔什庫爾干
(紅其拉甫、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 12
探 B14 URC4-12-SD2 塔格冰川牧場(冰川、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條及第二條沙漠公路+沙漠觀景臺) 新疆三大峡
索
谷(伽師縣:天門神秘大峽谷+温宿大峡谷+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高山湖泊-天山大小龍池 四飛直航團

南
疆
鐵
路
穿
越
天
山

$150 / $300

CZ/HU
天天有航班 /ZH/G
S

$24,999 $20,999 $4,800

$150 / $300

CZ/HU
天天有航班 /ZH/G
S

$24,999 $22,999 $4,7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HX/U

15 $26,999 $22,999 $5,3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ZH/G

11 $21,999 $17,999 $3,9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ZH/G

13 $20,999 $17,999 $4,800

$150 / $300

13 $25,599 $21,599 $4,8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CZ/HU

15 $26,999 $22,999 $5,5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新疆: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四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武威、酒
NUL-8-D2 中絲路(3區域)
泉) / 古絲路寧夏: 中衛(騰格里沙漠-沙坡頭、九曲黃河)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銀川(西夏王陵-東方金字塔) 三飛直航團 8 $11,399 $8,999 $2,500
中絲路(3區域)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四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
城、武威、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 古絲路寧夏: 中衛(騰格里沙漠-沙坡頭、九曲黃河)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銀川(西夏王陵-東方金字塔)
四飛直航團
4月7、14、21日 / 5月5、12、19、26日 /
NUN-11-D7 6月2、9、16、23日 / 7月7、14、15、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1、8、15、22、29日/ 10月6、13、20、27 11 $17,999 $16,299 $3,300
日

$100 / $200

星期六有航班 CA/CZ

$150 / $300

星期六有航班 CA/CZ

$150 / $300

星期六有航班 CA/CZ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12大古國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尉犁(羅布人村寨) 若羌(背靠阿爾金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第一條沙漠公路「死亡之海」之邊城-(若羌、且末、民豐) 和
葉城(新藏公路終點) 莎車(莎車王墓) 英吉莎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阿圖什(蘇里唐麻札) 塔什庫爾干(紅
B15 URA3-15-SA2 田(葡萄長廊)
其拉甫、紅其拉甫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
格冰川牧場(冰川、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條沙漠公路 新疆三大峡谷(伽師縣:天門神秘大峽
谷+温宿大峡谷+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高山湖泊-天山大小龍池 阿圖什(蘇里唐麻札) 三飛航空團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5大古國 南疆鐵路穿越天山+塔克拉瑪幹沙漠美景 烏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岳普湖(達瓦昆沙漠)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
B16 URA-11-STA2 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
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及第二條及支線沙漠公路(共3條) 麥蓋提(刀郎之鄉) 航空團
行程基本同URA-11-STA2增加安排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高山湖泊-天山大小龍池 航空團
/ 5月5、12、19、26日 / 6月2、9、16、23日 / 7月7、14、15、21、28日 / 8月4、11、
B17 URA-13-STA2 18、25日4月7、14、21、28日
/ 9月1、8、15、22、29日/ 10月6、13、20、27日
南疆尋奇全探索~全新設計，更多新發現-帶您追蹤: 西域11大古國 南疆鐵路穿越天山+塔克拉瑪幹沙漠北邊緣美景 烏
魯木齊 和碩(博斯騰湖-蓮花湖) 庫爾勒(鐵門關) 尉犁(羅布人村寨) 若羌(背靠阿爾金山) 且末(古墓群) 和田(葡萄長廊)
葉城(新藏公路終點) 莎車王墓 英吉莎 喀什(老城和高臺民居) 阿圖什(蘇里唐麻札) 塔什庫爾干(紅其拉甫、紅其拉甫
B18 URC3-13-STA6 口岸、卡拉庫里湖、慕孜塔格雪山-“冰山之父”之稱、公格爾峰、石頭城、帕米爾高原)
奧依塔格冰川牧場(冰川、
草原、雪山) 塔克拉瑪干沙漠「死亡之海」第一條沙漠公路 新疆兩大峡谷(伽師縣2014年新推景點:天門神秘大峽谷+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庫車(高山湖泊—天山大小龍池) 三飛航空團
B19 URC3-15-STA6
行程基本同URC3-13-STA6增加安排 二條沙漠公路 温宿大峡谷+庫車天山神秘大峽山谷) 航空團

中 B20
線
絲
路
+ B21
古
絲 B22
路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

特別優惠

出發前60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
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
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23,899 $19,899 $4,400

$19999 / 出發前30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
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
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
15位名額按$
位名額按$20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 出發前60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
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
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16999 / 出發前30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
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
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
15位名額按$
位名額按$17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NUN-12-D3

行程基本同NUN-11-D8 增加安排 鄂爾多斯臺-馬蘭花大草原 四飛直航團

12 $19,599 $17,899 $3,600

CA/3U
O

CZ/HU
S

CZ/HU

S
CZ/HU
天天有航班 /ZH/G
S
/ZH/G
S

/HX
/HX
/HX

寧 B23
夏
西
安
中
線
絲
路

B24
B25

中絲路(5區域)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廊(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
NUN-15-D7 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 古絲路寧夏: 中衛(騰格里沙漠-沙坡頭、九曲黃河)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銀川(西 15
夏王陵-東方金字塔) 固原(須彌山石窟) 青海: (奇妙祁連山之旅、青海湖) / 陝西: 平涼(道教聖地--崆峒山) 四飛直航團
中絲路(4個區域) 新疆: 鄯善(吐峪沟-樓蘭大漠邊緣) 哈密(魔鬼城) 東天山景觀(巴里坤大草原)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
XUT-11-D2 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 / 青海(奇妙祁連 11
山之旅、青海湖) / 陝西: 西安(世界第八奇蹟兵馬俑) 四飛直航團
中絲路(3個區域) 新疆: 鄯善(吐峪沟-樓蘭大漠邊緣) 哈密(魔鬼城) 東天山景觀(巴里坤大草原)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
13
XUY-13-D2 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
四飛直航團
臨夏(劉家峽水庫、炳靈寺石窟) / 青藏高原: 夏河(拉卜楞寺-黃教的 13
XUT-13-D2 中絲路(5個區域) 行程基本同XUT-11-D2 增加安排
六大寺院) 四飛直航團
XUT-15-D3
中絲路(5個區域) 行程基本同XUT-13-D2 增加安排 天水(麥積山石窟) 三飛直航團
15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 9
CSN-9-D2 中絲路(3個區域)
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 / 青海(奇妙祁連山之旅、青海湖) 四飛直航團
中絲路(4個區域)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
CSC-11-D3 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臨夏(炳靈寺石窟 / 青海(奇妙祁連山之旅、青海湖) / 青藏高原: 夏河(拉卜 11
楞寺-黃教的六大寺院) 四飛直航團
中絲路(5個區域)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
CSC-13-D3 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臨夏(炳靈寺石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青海(奇妙祁 13
連山之旅、青海湖) / 青藏高原: 夏河(拉卜楞寺-黃教的六大寺院) / 陝西: 寶雞(法門寺-舍利塔) 四飛直航團
中絲路(6個區域)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走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
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臨夏(炳靈寺石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 青海(奇妙祁 15
CSC-15-D3 連山之旅、青海湖)
/ 青藏高原: 夏河(拉卜楞寺-黃教的六大寺院) / 陝西: 寶雞(法門寺-舍利塔) 西安(世界第八奇蹟秦始
皇兵馬俑) 河南: 洛陽(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 三飛直航團
(蘭新客運專+++沙漠動車-穿越祁連山脈) 新疆: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 8
LTU-8-D2 中線絲路(兩區域)走廊(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 直航團 (暫停)
中絲路(3個區域)(蘭新客運專+++沙漠動車-穿越祁連山脈) 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吐魯番(交河故城)
/ 甘肅: 河西四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武威、酒泉) 嘉峪關(祁連山七一冰川) 蘭州 臨夏(劉家峽水庫、炳靈寺
石窟) 山丹(軍馬場) / 陝西: 寶雞(法門寺) 西安(世界第八奇蹟兵馬俑) 四飛直航團
LTX-15-D2 4月7、14、21日
/ 5月5、12、19、26日 / 6月2、9、16、23日 / 7月7、14、15、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 15
1、8、15、22、29日/ 10月6、13、20、27日
古絲路寧夏:
古絲路寧夏: 中衛(
中衛(騰

$24,999 $23,199 $4,700

$200 / $400

星期六有航班 CA/CZ

$19,699 $17,699 $4,0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MU

$22,999 $21,099 $4,8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MU

$21,399 $19,399 $4,7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MU

$24,599 $22,799 $5,300

$200 / $400

天天有航班

$16,399 $14,899 $3,000

$150 / $300

$19,299 $17,599 $3,800

$150 / $300

$20,466 $18,799 $4,300

$150 / $300

$24,599 $22,799 $5,300

$200 / $400

$10,999 $8,699 $2,500

$100 / $200

/HX

格里沙漠格里沙漠-沙坡頭、
沙坡頭、九曲黃河)
九曲黃河) 青銅峽(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一百零八塔) 銀川(
銀川(西夏王陵西夏王陵-東方金字塔)
東方金字塔)

B26
B27

中 B28
線 B29
絲
路 B30
+
河
南 B31
絲 B32
路
蘭
新 B33
動
車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20,999 $17,999 $5,300

, 出發前60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
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
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19999/
19999/ 出發前30
出發前30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絲路系列(南北疆/中絲路2018年4月15日-10月份價目表 [B ] 》

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
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
15位名額按$
位名額按$20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生效日期19-MAR-2018

$200 / $400

MU
天天有航班 CA/CZ
/HX/U
CA/CZ
天天有航班 /HX/U
O
CA/CZ
天天有航班 /HX/U
O
CA/CZ

天天有航班 /HX/U

O
星期一 有航班 UO

CA/CZ
星期一 有航班 /HX/U
O

有效期至29APR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