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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北京入境 - 呼和浩特 - 希拉穆仁 - 响沙湾 - 包头 - 呼和浩特 - 北京出境（团号：BIM ）M ）））））））））））））

特约旅行社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 ）

服务费 
（大小同价）
（ ）

额外接 /送机 
2人/趟
（ ）

提前 /延住酒店 
双人间/夜
（ ）

180 80 60 100
1.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 SD 100/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
3.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送
    机、提前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399 CAD349 CAD249 CAD280

●  报名费包含北京至呼和浩特单程机票及税和呼和浩特至北京火车 
       票或者汽车票。请客人于报名时主动向代理提供最新护照或者证
       件 CO PY，我司会以客人提供的版本为准出票；如由于个人原因
       未及时提或者通知变更，则后果自理。
●  团费=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100/人/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据行
        程更换景点。
●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  温馨提示：内蒙豪华蒙古包内不提供一次性个人洗漱用品，请客人
         提前准备好个人洗漱用品如牙刷、牙膏、洗发水，沐浴液，浴巾浴帽等。。

月份 周五抵达 月份 周五抵达

2019. 04 待告 2019. 10 04, 18

2019. 05. 17, 31 2019. 11 待告

2019. 06. 07 2019. 12 待告

2019. 07. 05 2020. 01 待告

2019. 08. 23 2020. 02 待告

2019. 09. 06, 13, 20 2020. 03 待告

蓝天白云、一望无尽的草海以及牛羊，再加上骁勇的马背民族，汇聚成了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
○ 宿【蒙古包】，亲身感受茫茫草原牧民生活；
○ 玩【响沙湾】，能享受刺激的滑沙，徒步等沙漠独有的娱乐项目；
○ 睹四大美人之一【昭君墓】，中国最大的汉墓之一，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
○ 拜【大召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融为一体。
○ 游【希拉穆仁草原】南迎暖风，北聆铃声，清王朝赐名的“普会寺”喇嘛寺就屹立在召河河畔。
感受历史文化古都的悠久，体验现代时尚北京的魅力与辉煌，看古老文明与现代时尚的完美交融！   
○ 游天安门广场 --- 世界上最大广场；                                                                                                                                    
○ 登长城 --- 一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                                                                                                                             
○ 观明清皇宫故宫 --- 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皇家建筑群；                                                                                              
○ 乘三轮车游老北京胡同 --- 体验地道的老北京风情。

北    京：吊烧鸡，都一处烧麦，老北京炸酱面
内蒙古：黄河鱼、莜面风味、涮羊肉

北       京： U  H O TEL/同级                               Beijing：U Hotel/similar        
包       头： 4 ☆天龙酒店 /同级   Baotou：4☆ Tian long Hotel/similar
希拉穆仁：豪华蒙古包 /同级  Sheila m uren: luxury ger/sim ilar                     
呼和浩特： 5 ☆锦江国际酒店 /同级 Inner Mongolia: 5☆ Jin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专人接机后入住酒店，当天自由活动，不含其他项目。
（北京全天免费接机，限每 2 小时内的航班接机一次，如有特殊需要安排单独接机，2-3 人需另付：U SD 60/ 车 / 次，
不含导游 )

早上乘机前往呼和浩特，抵达后享用午餐，之后乘车前往【希拉穆仁草原】。特别安排[下马酒]、[观看赛马]、[摔跤表演]、
[篝火晚会 ]，让您近距离体验蒙古族文化。游毕入住豪华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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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坐火车或汽车前往北京，抵达后入住酒店，是日午晚餐自理。

早餐后，观赏【国家大剧院外景】（车游）。之后参观【天安门广场】。随后游览【故宫】。午餐后参观负离子体验中心，
随后【车游世贸天阶】（自费专项）。晚餐后欣赏【杂技表演】（自费专项）。是日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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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batics

早餐后, 前往【居庸关长城】。随后参观中医养生院，午餐后前往茶叶店品茶。随后【乘坐三轮车游老北京胡同】（自费专项），
参观什刹海酒吧街。游览【王府井大街】（自费专项），客人可以自费品尝王府井风味小吃（是日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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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欣赏精美的丝绸。随后前往珠宝中心参观。午餐后车游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晚餐自理。之后安排专人统一送机，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晚餐自理，请务必订 21:00 之后起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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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指定自费：【内蒙古席力图召】+【三轮车游胡同】+【车游世贸天阶】+【王府井大街】+【杂技】=U SD 180/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内蒙古 /【响沙湾套票】+【红格尔敖包祭祀】=U SD 100/人
                  响沙湾套票内容：悦沙岛自由自在休闲游（冲浪车、鄂尔多斯婚礼、骑骆驼、小火车）
                  北京 /【金面王朝 show 】=U SD 80/人，【颐和园】=U SD 40/人，【全聚德烤鸭或东来顺涮肉】=U SD 40/人，【天坛】=U SD 40/人                    
                （具体项目及金额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
O ptional Item 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 ission fee): 
Inner M ongolia:【Xiangshaw an】 Ticket Package (Yuesha Island leisure tour) +  【Sacrificing of A obao】=U SD 100P.P 
B eijing: 【G olden D ynasty D ynasty show 】=U SD 80 P.P   【Sum m er Palace]= U SD 40 P.P 
【Q uanjude roast duck or D onglaishun shabu- shabu】=U SD 40 P.P  【Tem ple of heaven】U SD 40/person

享用草原早餐后，前往【响沙湾】（含往返缆车）。乘坐 3# 索道（8 分钟）→沙袜→徒步（3 分钟）→滑沙→ 1#、2#
索道返回。
Visit：Resonant Sand Gorge

早餐后，乘车前往【昭君墓】。接着返回呼和浩特，参观【大召寺】。前往【席力图召】（自费专项）,参观【和硕公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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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Y1 北京入境 Beijing                                                                                     X

D AY8 北京出境 Beijing                                                                                    B/L/X

D AY3 希拉穆仁 - 响沙湾 - 包头 Sheila m uren- Baotou                                  B/L/D

D AY4 包头 - 呼和浩特 Baotou-H ohhot                                                         B/L/D

D AY5  呼和浩特 - 北京 H ohhot-Beijing                                                         B/X/X/

D AY2 北京 - 呼和浩特 - 希拉穆仁 Beijing-H ohhot-Sheila m uren                  B/L/D+

D AY6 北京 Beijing                                                                                           B/L/X

D AY7 北京 Beijing                                                                                           B/L/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