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號碼 350906
包團熱線 23919853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 寧夏/西北大環線/古絲路/內蒙古/ 陝北2018年四至十月份價目表 [A ] 》

http://www.modernchina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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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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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寧夏+甘肅(此行程集-大漠、草原、峽谷、風情、古蹟、文化) 銀川(西夏王陵-東方金字
C3 LNY4-8-D1 塔) 中衛(沙坡頭)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固原(須彌山石窟、火石寨丹霞地貌) 平涼(崆峒山) 六盤山 8 $8,399 $6,699 $1,600 $110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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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園 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暫停)
陝北+西北民族風情 延安塞北明珠-壺口瀑布) 榆林小北京(紅石峽+鎮北臺) 銀川(西夏王陵-東方
金字塔、賀蘭山岩畫) 中衛(沙坡頭-羊皮伐子、九曲黃河)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四飛直航團
古絲路大西北環線(寧夏+甘肅+陝西) 寧夏: 銀川(西夏王陵-東方金字塔、賀蘭山岩畫) 青銅峽(一
百零八塔) 中衛(沙坡頭-羊皮伐子、九曲黃河) \固原(須彌山石窟) 陝西: 平涼(崆峒山) 寶雞(法門
寺-佛指骨舍利子) 甘肅: 天水(麥積山石窟) 四飛直航團 4月28日 / 5月2、12、19、21日 / 6月4、
16、25、30日 / 7月2、7、11、23、28日 / 8月6、15、18、22、25日 / 9月3、8、15、22、24、29
日 / 10月1、13、20、24日 , 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7999 / 出發前20天或
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8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西北大環線(寧夏+甘肅+青海) 寧夏: 銀川(西夏王陵、賀蘭山岩畫) 中衛(沙坡頭-羊皮伐子、九曲
黃河)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 甘肅: 張掖(五彩城丹霞地貌) 蘭州 / 青海: 青海湖 湟中(塔爾寺) 祁連
山(藏民風情、草原) 7月至8月祁連山(觀賞高原油菜花田) 四飛直航團
內蒙古+寧夏(生態文化親子互動之旅)(此行程集-大漠、雅丹、草原、湖泊、峡谷、風情、古
蹟、文化) 阿拉善左旗(西部夢幻峡谷、金色的騰格里沙漠—月亮湖) 曼德拉山岩畫 銀川(西夏王
陵-東方金字塔) 中衛(沙坡頭-羊皮伐子、九曲黃河、通湖草原)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四飛直航團
(暫停)
甘肅-魅力隴南(九寨風光)(成縣西狹頌、隴南萬象洞、宕昌官鵝溝-連瀑)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
郎木寺-世外桃源 合作(九層樓—米巴日拉佛閣) 甘南(小西藏-夏河拉蔔楞寺) 四飛直航團 (暫停)
甘肅甘肅-魅力隴南(
魅力隴南(隴上江南天水 (成縣西狹頌、隴南萬象洞) 天水(麥積山石窟) 天水(石門風景區素有“甘肅的小黃山”之稱) 四飛直航團 (暫停)
絲路《
絲路《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甘肅+青海多彩的丹霞地貌(*張掖-五彩城+*坎布拉國家森林公園-紅色砂
礫岩丹霞地貌) 塔爾寺(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 祁連之旅、青海湖-中國最大的湖泊、*山丹(祁連
山北麓-河西走廊中部的大馬營草原-軍馬場 蘭州 四飛直航團 (暫停)
甘肅、寧夏、陝西古絲路(大西北民族風情) (寧夏-中衛沙坡頭、固原須彌山石窟、銀川西夏王
陵) 甘肅(平涼崆峒山、天水麥積山石窟) 陝西(寶雞-法門寺) 直航團

8 $8,999 $7,899 $2,200 $110 // $220
CA/MU/F
8 $8,999 $7,899 $2,400 $110 // $220 星期一三 M/HX/HO/
六有航班 9C/UO/CZ
/MF
8 $8,599 $7,399 $2,200 $110 // $220
8 $8,899 $7,599 $2,200 $110 // $220
8 $8,999 $7,999 $2,200 $110 // $220

CA/MU/F
8 $8,399 $6,699 $2,200 $110 // $220 六星期一三
M/HX/HO/
有航
班 9C/UO/CZ
/MF
8 $8,399 $6,699 $2,200 $110 // $220
8 $9,999 $8,999 $2,300 $110 // $220 天天有航
班

安
甘肅、寧夏、陝西古絲路(大西北民族風情) 天水(麥積山) 寶雞(法門寺) 銀川(西夏王陵) 青銅峽 10 $12,999 $10,999 $2,800
大 C12 NWY-10-D5 (一百零八塔)
中衛(騰格里沙漠沙坡頭) 榆林(鎮北台) 佳縣(香爐寺) 延安 宜川(壺口瀑布) 直航團
西
北
甘肅、寧夏、青海、陝北 古絲路(西北民族風情) 天水(麥積山) 寶雞(法門寺) 蘭州(甘肅省博物
C13 NWY-13-D5 館) 臨夏(炳靈寺石窟) 夏河(拉卜楞寺) 湟中(塔爾寺) 青海湖 銀川(西夏王陵)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13 $15,999 $14,899 $4,000
中衛(騰格里沙漠沙坡頭) 榆林(鎮北台) 佳縣(香爐寺) 延安 宜川(壺口瀑布) 直航團
山西省 太原(晉祠)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寺) 大同(雲岡石窟) 內蒙古
C14 BTYN4-6-D2 (中部) 入住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包頭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 6 $6,999 $6,099 $1,600
(銀肯嚮沙灣) 四飛高級直航團
山西省(晉-南中北) 太原(晉祠) 吉縣(壼口瀑布) 祁縣(喬家大院) 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入住平遥
客棧)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寺) 大同(雲岡石窟) 內蒙古(中部) 入住呼 8 $8,799 $7,799 $2,200
內 C15 BTYN4-8-D2 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包頭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銀肯嚮沙灣)
蒙
四飛直航團
古
山西省(晉南中北) 太原(晉祠) 吉縣(壼口瀑布) 祁縣(喬家大院) 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入住平遥客
+ C16 THT-8-DD4 棧)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寺) 大同(雲岡石窟) 內蒙古(中部) 入住呼和 8 $7,999 $7,099 $2,200
山
浩特香格里拉酒店+包頭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銀肯嚮沙灣) 直航團
西
此團會員及同行優惠不適用
+
內蒙古(中部):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銀肯嚮沙灣) 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 寧夏: 銀川(西夏王 6 $7,399 $6,599 $1,600
寧 C17 HETS-6-D5 陵-東方金字塔) 四飛直航團
夏
內蒙古(中部):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銀肯嚮沙灣) 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 寧夏: 銀川(西夏王
+
中衛(沙坡頭) 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4月22、29日 / 5月
陝 C18 HETS-8-D9 陵-東方金字塔)
6、13、19、26日
/ 6月3、10、16、23、30日 / 7月1、8、15、21、28日 / 8月5、12、18、25日 / 9
北
月1、9、13、15、16、22、29日 / 10月7、13、20、27日 ,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 8 $8,799 $7,799 $2,000
員, 成人團費按 $7799 / 出發前2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82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
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呼和浩特 塞外大草原 包頭(銀肯嚮沙灣) 寧夏: 銀川(西夏王陵) 陝北(西北民族風
C19 HEX-8-D8 內蒙古(中部):
情): 榆林(紅石峽、鎮北台) 延安(黃土高原、壺口瀑布) 佳縣(黃河懸崖邊-香爐寺) 四飛直航團 8 $8,999 $7,999 $2,000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寧夏/西北大環線/古絲路/內蒙古/ 陝北2018年四至十月份價目表 [A ] 》
生效日期19-FEB-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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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220 天天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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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220 天天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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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00 // $600 天天有航
班
$300 // $600 星期三六
有航班 HX/MU
$100 // $200 天天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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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220 天天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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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220 天天有航
班
有效期至29APR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