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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开始，“余杭旅游江苏
推广周” 正式拉开帷幕。 10 月
24 日至 27 日，杭州市余杭区旅
游局组织区农业局、相关旅游镇
街、旅游集团和主要旅游景区、
饭店来到江苏（南京、常州、无
锡） 三地开展旅游推广活动，重
点推介余杭秋、冬季旅游线路产
品，并发布了“余杭全域旅游十
条特色线路”，线路覆盖了余杭
区内各大特色景区和活动，丰富
的组合让游客可以尽情体验不
同的风土人情。

本次推介会上，来自余杭区
山海协作的衢州市柯城区也为
我们带来了“南孔圣地、围棋圣
地和佛教圣地” 的特色旅游产
品。

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端，
距离上海约 150 公里， 三面环
抱杭州主城区。 余杭文化底蕴
深厚、生态环境优越、经济实力
雄厚。2017 年，全区实现财政总

收入 503.8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280 亿元，排名全省第一。 余杭
是中华文明的圣地， 享有 5000
年“良渚文化”，2000 年“运河文
化” 和 1000 年“径山禅茶文
化”。余杭是旅游休闲的宝地，境
内拥有国家 5A 级景区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洪园景区、江南
三大赏梅胜地之一超山、禅茶圣
地径山、古镇塘栖、双溪漂流等
诸多风景名胜和人文景观。 同
时， 余杭也是信息经济高地，是
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拥有全国
四大人才基地未来科技城、全国
特色小镇“样板”梦想小镇。

秋冬季，正是余杭最富“滋
味”的季节，红彤彤的火柿、香甜
的猕猴桃， 乡村旅游精彩纷呈，
即将粉墨登场的两大美食节庆
品牌———仓前羊锅节、运河鱼羊
美食节，必将吸引各地喜爱美食
的食客纷至沓来。 过年时节，塘
栖年味节、山沟沟年货节也将推

出各色活动，吸引长三角周边游
客来余杭体验一把真正的“年
味”。

作为杭州“国际休闲旅游城
市”的重要一翼，一直以来，余杭
区致力于构建富有余杭特色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配套体系，现全
区拥有 A 级景区 14 家， 其中
4A 级以上 6 家；星级旅游饭店
13 家，其中 4 星级以上 4 家；省
旅游经济强镇 4 个、省级特色小
镇 3 个、 省旅游特色村 9 个。
2017 年 ， 全区共接待游客
1886.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99.23 亿元。 特别是今年以来，
余杭区启动了浙江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坚持以景区理念规
划全区， 以景点要求建设城乡，
推进美丽乡村 A 级景区村庄创
建，完善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
标识、 智慧导览等配套体系建
设，开启“全域大美”，形成“处处
旅游、时时旅游、行行旅游、人人
旅游” 的全域旅游发展环境，不
断努力来满足广大游客，从而让
大家获得更多幸福感。

随着杭州地铁各干线不断
辐射和余杭区域内多条快速路
的建成，游客可以真正享受“自
驾（租赁）+ 高铁 + 地铁”多元旅
游体验，咫尺之间即可“近享自
然，出入繁华”，余杭也将加快融
入长三角乃至华东地区旅游经
济圈。

美丽之洲，休闲余杭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福利来袭
双十一省钱攻略大放送，优惠送不停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11 月
16 日盛大开园， 这里有梦，有
爱，有快乐。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位于浦东新区南汇新城， 距上
海中心城区约 80 公里，总用地
面积约为 29.7 公顷，规划总建
筑面积约 20.5 万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约 14.7 万平方
米。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以海洋
文化为主题， 分为 5 大主题区
和 1 个海洋度假酒店， 由 6 个
大型动物展示场馆、3 个大型
动物互动表演场、2 个高科技
影院及 10 余项游乐设施设备
组成。

走进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梦想开始的人鱼湾、 北欧风情
的极地小镇、梦幻的冰雪王国、
神奇的海底奇域、 神秘的海洋
部落， 将带领我们开启一场精
彩的海洋之旅。 项目展示南北
极特色动物以及海洋鱼类，并
提供设备娱乐、特效电影、动物
科普展示和水上巡游等娱乐活
动，更有精彩纷呈的互动表演；
此外精心打造的“国内邮轮概
念海洋主题度假酒店” 也将同
步亮相， 包含 5 大海洋动物主
题客房，极致 360 度全景天台，
乐享舒适的住宿体验。

除了见识各式各样的海洋
生物， 还能在里面玩转各种与
海洋元素息息相关的娱乐项
目，在海豚剧场、海狮剧场、虎

鲸剧场中， 亲近机智的海洋精
灵；在天幕影院，超感 4D 影院
中，感受亦真亦幻的光影盛宴；
在海陆狂欢中，感受燃情歌舞；
在游乐体验中， 感受飞天遁地
的精彩刺激！ 在六大海洋主题
餐厅汇聚全球珍馐佳肴， 更有
机会与海洋动物零距离接触。
备战双十一，年卡 6 折起

为备战“双十一”，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单人标准年卡 6 折
起！ 尊享优惠价为： 标准年卡
949 元、优待年卡 559 元。在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
卡，可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全年无限次免费畅玩！ 不到 3
张门票的价格，满满 14 个月的
入园时间，还不快 pick 起来！
开园纪念票大放“价”

除了超值年卡， 在“双十
一”活动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的开园纪念门票仅售 216 元
（标准票）， 门票可在 11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间使用。

在 11 月 16 日开园当天，
游客可在现场领取开园纪念
票。 持开园纪念票的游客有机
会享有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周年
庆等专属活动特权， 让每一个
11 月 16 日都成为您的专属节
日。

购票请认准：飞猪：海昌旅
游旗舰店；京东：海昌旅游官方
旗舰店。

地址：北广场客运中心汽车站 2 楼

加盟
热线15051992351
投拆：68971052 许可证号：L-JS-CJ00158

景区专线车 [�������������������]买 门 票 送 往 返 交 通
一人也发班,天天发班

拈花湾一日游 120元 /人
盐湖城一日游 150元 /人
茅山专线车一日游 155元 /人

天目湖一日游◆含游船 180元 /人
南山竹海一日游◆含地轨 180元 /人
灵山大佛一日游 180元 /人
嬉戏谷一日游 180元 /人

88738158郑陆申达花苑
89827157湟里

81188983运河
86731389坂上

88556011戴溪
83994151洛阳18651223278龙虎塘

15312583976百草园

87527909溧阳
85610820魏村

18661121778戚墅堰

15051981137南夏墅

湖塘丽华 83058690

13401359018中吴大道86899966白云

81691323前黄
15295129400百丈 15995079829十里

13951402601丹阳

永宁 13585358883
潞城老街13815037624

83217776奔牛85280959上街1770612750324小时
咨 询
电 话

-----------------------------------------------------------------------------------

-----------------------------------------------------------------------------------

2018 海宁皮革城优惠专线
车一日游 8元/人

双 11巨献好礼. 同里古镇优
惠一日游 66元/人

心有福田，如意如愿.牛首山
优惠一日游 99 元/人

野趣宝盛园.七彩曹山一日游 108 元/人

优
惠
特
推

“鸡鸭鹅大联欢”太极洞.云湖湿地公园
优惠一日游 99元/人

下扬州.大明寺.东关古街纯玩一日 108元/人

太湖渔家宴.鼋头渚.蠡湖公园精品纯玩
一日游 138元/人

“蟹逅南浔，最忆江南”古镇纯玩一日游
158 元/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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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枫林晚”天平山赏枫.明
月湾纯玩休闲一日游108元/人

“芦苇微微”———常熟沙家浜.
虞山赏秋纯玩一日游128元/人

金彩长兴. 十里古银杏长廊.
渔人码头纯玩一日游128元/人

非诚勿扰———杭州西湖.西溪湿地.夜游月
河古街.西塘休闲二日游 298元/人

秋
色
纯
玩

-------------------------------------------------------------------------

-------------------------------------------------------------------------

-------------------------------------------------------------------------

“爱在深秋、红满山”大明山.天子地纯
玩深度二日游 358元/人

“浙”里醉美.长兴仙山湖.北汤赏菊.闲
逛南浔纯玩赏秋之旅二日 398元/人

太湖源头.赠八大碗家宴.走云上天桥.
指南村.神龙川品质二日游 398元/人

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中心湖区.下姜
村.垂云通天河纯玩二日游 498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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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鼓浪屿.华安土楼双飞
五日11/12.21.28 999元/起
◆精选临海客栈◆赠送本港海鲜大餐+
素食自助餐

武汉红楼.荆州古城.天门山森
林公园.玻璃栈道凤凰古城.苗
寨双动五日每周三.六 999元/起

恩施大峡谷.梦幻蝴蝶岩.神秘土
司城.风情女儿城五日 1899元/起
每周二.三.四.五.六

越南芽庄五 /六日
天天发班 999元/起

泰国曼谷芭提雅六日
11/4.5.6.7.8 1999元/起
◆泰式五星住宿◆无自费，三站购物

邮轮诺唯真·喜悦号五日
11月发班 2799元/起
◆四晚五天(体验不一般的海上度假盛宴)

新享巴厘岛六日 2999元/起
11/4.9

-------------------------------------------------------------------------

-------------------------------------------------------------------------

-------------------------------------------------------------------------------------

-------------------------------------------------------------------------

-------------------------------------------------------------------------

-------------------------------------------------------------------------

敬告广大旅客： 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在光大国旅下属的各大门店报名时，请与门店务必签署光大国旅的专用旅游合同。

丽华营业部
88888092

新城南都
88888093

金坛光大交通
82850101

武进分公司
88888036

新北分公司
88888161

大润发怀德店
88888107

龙锦路旗舰店
68888818

新北奥体店
88888192

青山桥营业部
88888035

健身路营业部
88888360

清潭营业部
88888176

勤业营业部
88991581

花园旗舰店
88888165

新天地营业部
88888097

红梅公园旗舰店
88888903

天宁分公司
88888106

兰陵营业部
88888196

吾悦广场店
86573800

钟楼

天宁 金坛武进

新北

精致环岛八日游1900元/起
★常州直飞★全程无自费★两大
夜市 日期：11月每周二.四.六

昆山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许可证号：L-JS-CJ00056

中国
台湾

经 典 出 境 游

江苏省五星级旅行社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江苏省文明旅行社 江苏省示范旅行社 江苏省“旅游百佳”单位 江苏省旅游贡献15强单位 常州市优秀旅游企业

地址：常州市延陵西路 150号（副食品大楼 7楼）
88888100� 88888104�旅游广场

地址：常州市晋陵北路 1号（新天地商业广场A座 19楼）
68888803� 68888805�常州新天地

------------------------------------------

门店加盟电话 叶经理 18961169700出境许可证号：L-JS-CJ00078 监督电话：86635181网上营业厅：www.czgdly.com

北京双飞纯玩4日游1699元/人
★自组团，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景点，精华景
点全部涵盖，赠香山赏枫 11/6.10.16
--------------------------------------------------

桂林.兴坪江.世外桃源.银子岩.阳朔西
街双飞5日游11/8.15.22.291699元/人
★一价全含，含接送，全程住五星酒店，赠梦幻漓江表演

云南昆明.腾冲.芒市.瑞丽三飞6日
游11/2.6.9.13.16.20.23.27.301350元/人
★自组团★派导游、含机场接送、温泉酒店

福建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小资
曾厝垵.环岛路双飞5日游899元/人
★自组团，海边特色客栈 11/3.10.17.24�

浪 漫 长 线 游

新疆天池.吐鲁番.库木塔格沙漠.怪
石林.胡杨林园双飞6日游1999元/起
★一价全含,赠烤全羊、歌舞晚会 每周二.三.四.六

--------------------------------------------------

贵州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陡坡
塘瀑布. 夜郎洞双飞5日游1380元/人
★含接送，当地四星商务酒店 11/8.15.22.29

广西北海.银滩，越南下龙湾.巡
岛游. 吉婆岛. 河内双飞7日游
★双口岸进出， 吉婆岛深度游 1699元/人
★全程 0自费 ★正班机，含接送 11/12.26

--------------------------------------------------

周 边 游 南京牛首山.老门东纯
玩祈福一日游每周三 .六 .日99元/人
徽州大峡谷.赏西递 .塔川秋色
休闲二日游 每周二.四.六 99元/起

苏州天平山赏红枫.太湖桔子采
摘纯玩一日游每周三.六.日128元/人
千岛湖中心湖.梅峰岛.梦姑塘主题公园.
水墨下姜纯玩二日游每周三.六398元/人

日本本州经典6日游 2999元/起
★包含接送服务 11-12月每周一.四.六

泰国曼谷. 芭提雅6日游1599元/人
★泰式国际五星住宿 ★赠送常州机场
接送 ★无自费 天天发班
-------------------------------------------------

普吉岛浪漫6日游 1111元/起
★2晚当地五星+2晚联排泳池别墅 11月1-10日

越南芽庄双飞5/6日游 999元/起
★常州直飞,浪漫出海一日游 天天发

美国西海岸三城.大峡谷羚羊彩
穴9日游★一价全含12/5.186699元/起

中东阿联酋迪拜+沙加经典6日
游 11/17，12/1.15� � 3780元/人

中国港澳经典5日游 2680元/人
★南京直飞，含接送,赠电话卡 11/14.21.28

-------------------------------------------------

-------------------------------------------------

-------------------------------------------------

-------------------------------------------------

欧洲法瑞意德11日游12500元/人
★自组团 ★含机场接送， 专车送录指纹
★升级一晚庄园酒店★送 WIFI★双宫双
船★火车登少女峰★赠送比萨斜塔 1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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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国际机票、各国签证、自由行、境内外酒店预订 咨询热线： 88888171

常州本土大型在线旅游平台，用的就是放心

●特价机票
●特价酒店
●折扣门票
●火车票

●出境游
●自驾游
●自由行
更多...

--------------------------------------------------

海南分界洲岛.南山文化苑.天涯海
角.千古情双飞5日游 2250元/人
★自组团 ★无自费景点，一晚升级海边五
星蓝湾酒店，赠送夜游三亚湾 11/3.8.17.24

--------------------------------------------------

【光大特色】港珠澳大桥.长洲岛港澳
纯玩五日游11/4.11.18.25 3980元/人
★自组团 ★常州直飞，含接送 ★特别
安排港珠澳大桥 + 长洲岛 ★老人畅收

质量监督电话:83337499
常州世友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

L-JS04152 江苏世友国际旅行社常州旗舰店许可证
L-JS-CJ00198

金坛东环一路店82111220
89803811湖塘广电西路店总部：延陵西路99号嘉业国贸广场15楼1505

（瞿秋白纪念馆下斜对面往东 50M）节假日不休

电话：83336499���83335499

世
友
出
境
线
路南宁.巴马.德天.北海.河内.下龙湾双卧 12日游 11/12发班

11/14 发班◆全程无自费景点， 赠送价值 70 元恭王府和价值
280 元杂技表演◆包门票◆旅游大巴◆4晚住宿◆4 早 3 正餐

北京天安门.故宫.恭王府.王府井步行街.长安街夜景.居庸
关.长城.天坛公园.水立方.颐和园.香山公园汽车精华五日游 元

/

人499酬
宾北京

湖北武当山.襄阳.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清江画廊.古隆
中 .土司府 .七星寨 .女儿城 .葛州坝动车七日游

元

/

人1980自组团 ◆纯玩无购物 ◆70周岁再减200元/人

-----------------------------------------------------------------------------------------------------------------------------------------------------------------

-----------------------------------------------------------------------------------------------------------------------------------------------------------------

-----------------------------------------------------------------------------------------------------------------------------------------------------------------

-----------------------------------------------------------------------------------------------------------------------------------------------------------------

武夷山

宁国 元/

人368夏霖九天银瀑.石门.云梯畲乡.花溪谷.千秋关.农家乐纯玩三日游
11/13发班◆纯玩无购物 .赠送2早4正餐◆宿 .车 .票 .导

千岛湖 元/

人198秋韵千岛湖.桐庐全景全包二日游 11/14发班◆包门票一
早三正餐◆宿 .车 .导

-----------------------------------------------------------------------------------------------------------------------------------------------------------------
江郎山江郎山廿八都古镇.戴笠故居.仙霞关.须女湖.西溪南全包三日游 元/

人27811/13发班◆赠送2早4正餐（升级一晚特色徽州晚宴）◆赠送1晚4星住宿+1晚农家乐体验◆车.导

广德 元/

人99太极洞.燕山公园送豪礼含餐全包一日游 11/11发班◆赠送14重豪
礼（油.酒.羊初乳等等....）

仙都农家乐三日游 元/

人299周二.五发班 遂昌农家乐三日游 元/

人299周二.五发班

元/

人99徽州徽州年货节（送 18样大礼包）塔川.齐云山二日游11/6发班

少林寺.开封.万仙山.挂壁公路.南坪等五日游11/12发班 元/

人299郭亮
------------------------------------------------------------------------------------------------

------------------------------------------------------------------------------------------------

雁荡山核心景区.苍坡古村纯玩品质三日游 元/

人398雁荡山 11/13发班◆品质纯玩，赠送2早4正餐◆宿.车.导
------------------------------------------------------------------------------------------------

元/

人象山三日周二.五398青岛五日 元/

人260周一
元/

人磐安三日399
-----------------------------------------------------------------------------------------------------------

------------------------------------------------------------------------------------------------

龙虎山三日 元/

人299元/

人

元/

人三清山四日周五498庐山四日288
桂林七日 元/

人799元/

人

元/

人北京双飞四日 1190厦门六日296

云南双飞十日游 元/

人2980
广东十日

------------------------------------------------------------------------------------------------

元/

人999张家界纯玩五日
海南双飞五日 元/

人3180元/

人1580 贵州双动十日 元/

人2180
------------------------------------------------------------------------------------------------

柬埔寨大小吴哥窟.高棉村.国王行宫双飞六日游11/11发班2199元/人

老挝万象.南俄湖.万荣.琅勃拉邦双飞八日游 3680元/人

清迈清迈.清莱.金三角双飞六日游11/26发班 2380元/人

四国游中国.越南.老挝.缅甸双卧十四日游周一.四发班 1980元/人

日本东京.大阪富士山乐享温泉双飞六日游周二发班 3999元/人

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东宫.夏宫.圣彼得堡双飞八日游12/3.7发班 3999 元/人

------------------------------------------------------------------------------------------------

------------------------------------------------------------------------------------------------

------------------------------------------------------------------------------------------------
------------------------------------------------------------------------------------------------
------------------------------------------------------------------------------------------------

广西 + 越南
-----------------------------------------------------------------------------------------------------------------------------------------------------------------

元/

人2380

无锡 元/

人108送豪华拉杆箱 - 蠡湖欧洲城.南山古刹全包一日游
-----------------------------------------------------------------------------------------------------------------------------------------------------------------
扬州

-----------------------------------------------------------------------------------------------------------------------------------------------------------------

元/

人994A 宋夹城.万福大桥送豪礼含餐全包一日游 11/11发班◆赠送
鸡 . 甲 鱼 . 蟹 . 油

-----------------------------------------------------------------------------------------------------------------------------------------------------------------

11/9号发班◆赠送：拉
杆箱 .丝巾 .小吃 .牙膏

元/

人199武夷山核心景区一线天.虎啸岩.云窝.天游峰.大红袍敬老四日游 11/18发班◆含2早4正餐
◆一价全包，无自费◆宿.车.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