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質江南8天
New Jiangnan

單房差 ( USD )

A : 酒店品質升級為國際品牌五星
 入住上海浦西洲際酒店1晚
 入住上海大寧福朋喜來登1晚
 入住蘇州吳宮泛太平洋酒店/
蘇州清山會議中心1晚
C : 20/09 - 30/11之间独家专享大闸蟹
每人一对

出發日期
Depart on

340
150

Single Suppl.$

產品亮點
B : 全面提升景點品質
 參觀新圓明園景区
(含大型露天實景秀《夢幻圓明》)
 參觀古城绍兴和被譽為“民族魂”的偉人 魯迅的故居
 參觀無錫靈山小鎮 - 拈花灣景区
 參觀江南第一水鄉古鎮 - 烏鎮

2016年12/10
2017年03/11，04/08，04/22 ，05/06 ，05/20
拈花灣

Child Price

$

65

上海  烏鎮  橫店  紹興  杭州  南京
洲际酒店

西湖

5歲以下小童
5-18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18歲以下小童 (佔床位，含早餐)

小童價 (USD )

新圆明园秀
Child Price : <5 years old
$0
Child Price : 5-18 yea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150
Child Price<18
: yea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270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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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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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 : 共USD80/人，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USD8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自費項目(>5歲): 行程
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120/人 (必須參加! )
必须在 美国预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USD120/person (>5 years old) Must prepaid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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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 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交通: 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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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抵達上海

上海浦西洲際酒店/大寧福朋喜來登或同級

抵达上海由专业人员接机(24小时)後送回酒店休息。

第2天 上海

烏鎮

橫店(早、午餐)

横店铂逸梦秦酒店或同級

由我公司專職導遊帶領，從酒店出發乘坐豪華旅遊BUS前往江南保存
最完整的水鄉古鎮【烏鎮 *】(國家5A級旅遊景區，一塊古老神奇而
又美麗非凡的土地，1300年建鎮史的江南水鄉古鎮，中國首批十大
歷史文化名鎮和中國魅力名鎮之一。2001年，烏鎮被列入聯合國世
界文化遺產)。在烏鎮用過中餐後前往参观橫店【新圓明園*】(新圓
明園總佔地7000餘畝，總投資500億元。5A級景區，橫店圓明新園分
為新圓明園、新長春園、新綺春園、新暢春園(紅樓夢園)四大園區(
又分別稱為春苑、夏苑、秋苑、冬苑))前往【宮市街小吃街】後晚餐
自理，客人可根據自己的口味隨意的選擇自己中意的小吃，晚餐後
欣賞【大型室外水秀《夢幻圓明》*】

第3天橫店

紹興

杭州(早、午、晚餐)

杭州精品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古城紹興並參觀【魯迅故居】，魯迅先生在這裡出生，並度
過了整個少年時期。屋宇是周家新台門的一部分，裡面有不少什物是當
年的原物。屋後就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百草園，是遊人不會
錯過的地方。下午遊覽【西湖風景區】及杭州市區自由活動。西湖，是
一首詩，一幅天然圖畫，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不論是多年居住在這裡
的人還是匆匆而過的旅人，無不為這天下無雙的美景所傾倒。陽春三月
，鶯飛草長。蘇白兩堤，桃柳夾岸。兩邊是水波瀲灩，遊船點點，遠處
是山色空濛，青黛含翠。此時走在堤上，你會被眼前的景色所驚嘆，甚
至心醉神馳，懷疑自己是否進入了世外仙境。晚餐特別安排正宗百年老
字號山外山杭州風味。

第4天 杭州

南京(早、午餐)

南京鼎鼎国际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中國第一茶村【梅家塢】，品嚐中國國茶龍井【龍井問茶
】。午餐後前往南京，經過明城牆，遊覽【中山陵】景區，是中華民
國國父，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的陵墓、被譽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一
陵，晚餐後前往【夫子廟】遊覽，秦淮風光，帶以十里秦淮、明城牆
風光、夫子廟為景觀特色及旅遊觀光、美食購物、節慶文化等功能於
一體，前往夫子庙小吃后晚餐自理，夫子廟小吃名列中國四大小吃之
首，客人可已根據自己的口味隨意的選擇自己中意的小吃。

第5天 南京

無錫(早、午、晚餐)

最佳美洲國際錦亭酒店或同級

參觀【玉器博覽中心】。然後遊覽【南京長江大橋】，參觀大橋內部
中國一絕墨耕軒水晶內畫，長江大橋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
和建造的雙層鐵路、公路兩用橋塹飛鴻，品尝华东有名的淮阳风味。
午餐後前往無錫參觀靈山小鎮【拈花灣*】，是世界級禪意旅居度假
目的地。這座由靈山大佛投資方歷經五年而精心打造的東方小鎮，以
唐風宋韻格調，在太湖邊的山坡旁修建的仿古建築一條街。

第6天 無錫

蘇州(早、午餐)

蘇州清山會議中心/泛太平洋或同級

早餐後往美景如詩如畫的【蠡湖公園】。然後參觀【太湖珍珠館】，琳
瑯滿目的太湖珍珠以物美價廉而著稱。前往被蘇東坡先生譽爲“世間茶
具堪爲首”的【紫砂壺博物館】。午餐後前往蘇州遊覽【寒山寺】，“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寒山寺因此詩而流芳百年。之後遊覽
【山塘古城】，山塘古城蘇州是著名的江南水鄉，城內水港交錯，街衢
縱橫。晚餐自理

第7天 蘇州

上海(早、午、晚餐)

梅家塢

浦西洲际酒店/大宁福朋喜来登或同級

早餐後參觀【絲綢工廠】，後前往上海，遊覽遠近馳名的【外灘】，全
長約1.5公里，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52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
精華在於這些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建築群。午餐后前往被誉为“中华
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及參觀【珠寶店】及【中藥養生中心】。步
行外灘看黃浦江夜景。參加推薦自費:上海時空之旅雜技表演$50/人。

第8天 離開上海(早餐)
早餐後，分批前往機場送機(08:00am-16:00pm)，結束愉快的行程。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USD120/人，包括:
乌镇+新圆明园(含《梦幻圆明》表演秀)+拈花湾
推薦項目共USD50/人: 上海時空之旅杂技秀/浦江游船

外灘
Day 1 Arrive Shanghai
InterContinental Shanghai Puxi or equivalent
Free airport transfer (24 hours).
Day 2 Shanghai Wuzhen Hengdian (B, L)
Boyi Hotel or equivalent
1. Wuzhen*, 2. Hengdian world studios- New “Old Summer Palace”*
3. Gongshi night market
Day 3 Hengdian Shaoxing Hangzhou (B, L, D)
The Inn Boutique Hangzhou or equivalent
1. Lu Xun's former residence, 2. West Lake
3. Dinner for Hangzhou Shanwaishan flavour
Day 4 Hangzhou Nanjing (B, L)
Dingding International Hotel Nanjing or equivalent
1. Meijiawu, 2. Dr. Sun Yat-sen's Mausoleum scenic area in Nanjing
3. Confucius Temple
Day 5 Nanjing Wuxi (B, L)
Wuxi Americas Best Jin Ting International or equivalent
1. Jade Museum, 2. Yangtze River Bridge, 3. Smile Bay Wuxi*
Day 6 Wuxi Suzhou (B, L)
Suzhou Qingshan Hotel or Pan Pacific or equivalent
1. Lihu Park, 2. Pearl Centre, 3. Dark-red Enameled Pottery Museum
4. Hanshan Temple, 5. Seven-Mile Shan tang St
Day 7 Suzhou Shanghai (B, L, D)
InterContinental Shanghai Puxi or equivalent
1. Silk Factory, 2. The Bund, 3. Nanjing Road, 4. Jewellery Store
5. Tongren Herbal Institute
6. Huang Pu River Cruise/ ERA Intersection of Time Show(USD50pp)
Day 8 Departure from Shanghai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after breakfast(08:00am-16:00pm).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120/person
Wuzhen+Hengdian world studios- New "Old Summer Palace”+Smile Bay Wuxi
Recommend Program: total USD50/person, ERA Intersection of Tim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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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