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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恢弘

長江三峽5 天

Yangtze River Cruise 5 Days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NHCH 0505
美景: 三峽人家、白帝城

499

三峽大壩、巫峽
巫山小三峽、瞿塘峽
石寶寨

$

起
長江三峽

2017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6月: 07, 14, 21, 28
9月: 06, 13, 20, 27
10月: 04, 11, 18, 25
11月: 01, 08, 15, 22, 29

2月: 01
3月: 08, 15, 22, 29
4月: 05, 12, 19, 26
5月: 03, 10, 17, 24, 31

勞動節，國慶節，春節不開團

12月: 06, 13, 20, 27

Unavaliable from Labor Day, the Spring Festival & the National Day

費用列表 Price List

費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單房差

USD $380

酒店: 全程游船上住宿 (雙人房) Cruise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游船上專業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on cruise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12歲以下小童(不佔床位，無早餐)

USD $299

費用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12歲以下小童 (佔床位，含早餐)

Child Price: <12 y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USD $499

自費項目(>5歲) 必須參加，在美國预付!

船上付費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自費: 船上自費無需保證參加，需要參加的客人請在船上付費

團費

Tour Fee
Single Supplement
Child Price: <12 y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Compulsory programs (>5 yrs old) Must prepaid in USA

小費(>2歲) 必須在美國预付!

Tipping (>2 yrs old) Must prepaid in USA

USD $499

Pay on the cruise

USD $50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Optional programs pay on the cruise

交通: 接送机服务 Trasport service to airport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 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第1天

抵達宜昌

Arrive Yichang

三峽人家

神女二号或同級 Goddess No.2 or equivalent

晚 餐 後 請 於 [ 宜 昌 桃 花 村 碼 頭 ] 港 口 登 船 入 住 。 (辦 理 入 住 時 間
18:00pm-22:00pm)
Board the Ship at Yichang. (Boarding time: 18:00pm-22:00pm)

第2天

三峽(船上) Three Gorges

早、午、晚餐 B, L, D
神女二号或同級 Goddess No.2 or equivalent

早上七點啟程，開始一段奢華而愉悅的長江難忘旅程。駛入西陵峽，
船上觀賞西陵峽風光。這里山奇水秀，峽中有峽。早餐後，遊覽【三
峽人家*】，依山傍水，風情如畫：傳統的三峽吊腳樓點綴於山水之間
，久遠的古帆船、烏篷船安靜地泊在三峽人家門前，溪邊少女揮著棒
槌在清洗衣服，江面上悠然的漁家在撒網打漁……午餐後參觀世界第
一大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傍晚參加船長舉辦的歡迎酒會。

第5天

離開重慶

Depart Chongqing

早餐 B

早餐後抵達重慶，結束長江遊輪之旅(請訂14:00am以後航班)。
After breakfast, disembarking in Chongqing. Please book flights after 14:00am.

1. Tribe of Three Gorges*, 2. Three Gorges Dam

第3天

三峽大壩

三峽(船上) Three Gorges

早、午、晚餐 B, L, D
神女二号或同級 Goddess No.2 or equivalent

清晨遊船經過【巫峽】，抵達巫山碼頭，換乘觀光遊船遊覽【巫山
小三峽】。遊船經過【瞿塘峽】，在船上您可以觀看到以威武雄壯
著稱的三峽[夔門]。夔門段江水湍急，兩岸高峽聳立，高達幾百米，
寬卻不足百米，形如一道門口守護著三峽，故名夔門。長江上游之
水納於此門而入峽，是長江三峽的西大門，又名“瞿塘關”。隨後前往
久享盛名的【白帝城*】。白帝城位於重慶奉節縣瞿塘峽口的長江北
岸，是觀“夔門天下雄”的最佳地點。白帝城風景如畫，古蹟甚多。有
明良殿、武侯祠、觀景亭、望江樓等建築，還有劉備、諸葛亮、關
羽、張飛等人的塗金塑像及風箱峽懸棺展覽。

自选項目*包括: 三峽人家+白帝城
船上自費無需保證參加，需要參加的客人請在船上付費
Optional programs* (Pay on the cruise):
Tribe of Three Gorges+White Emperor City

1. Wu Gorge, 2. Qutang Gorge, 3. White Emperor City*

白帝城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中國超值遊條款 Note

第4天

三峽(船上) Three Gorges

早、午、晚餐 B, L, D
神女二号或同級 Goddess No.2 or equivalent

上岸遊覽遊覽【石寶寨】位於重慶忠縣境內長江北岸邊。此處臨江
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
尊五彩石，故稱“石寶”。
1. Shibaozhai

石寶寨

1.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參團，其他客人另有團
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 客人抵達後，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 此特價團報名之後，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 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願，
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不可中
途脫團(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USD100/人/天)。
5. 免費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3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6.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請客人注意。
7. 此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最終確認行程信息以我公司出發前通知為準。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