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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报爱游俱乐部”从
开办以来受到广大读者一
致好评，为给大家提供最安
全、最放心、最实惠的旅行
团，冷胖君走访省内多家旅
行社，逐一筛选，选出一系
列精品活动。

最近会逐渐推出精品采
风、邮轮、包机、摄影团，活动内
容将在本报、官方微信群中公
布，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同时欢迎知名旅行社携
优秀线路咨询、合作。
联系电话（微信）：
冷胖 13406502888

0531-85051525

近报与你约稿啦

只要你愿写，只要符合
我们要求，就可以把自己的
游记发表。您可以把自己在
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
下来，给其他游客有引导性，
再通过我们的筛选，就可以
在报纸上发表，如果内容足
够优秀，还可以轻松赚到稿
费，如有意向请致电：
13406502888

0531-85051525。

这个六月，笑夕阳号希望能够帮你完成这场迟到的远行。向西，我们走遍丝绸之路沿线，探神秘文化遗产，品美丽
中国；向北，我们穿越内蒙草原，重走闯关东之旅；向南，同庆香港回归20周年，相约刘三姐，爱上桂林；搭上时下最环
保、最经济的旅游专列，2017年全新升级的专列车体，随着火车不疾不徐的行进节奏饱览沿途风光，你准备好了吗？

5月下旬开始，很多城市步
入夏天，这个时候最凉快的地方
肯定是东北。

5月26日乘坐专列横跨东北
三省、避暑胜地北戴河，感受夏
日丝丝清凉；东北除了凉爽，还

有美到爆的风景。
放眼大东北，豪情满怀，心

潮澎湃，满眼是“大”，处处是
“海”。

大森林、大火山、大农田、
大湿地、大界江。还有国内最

纯净的长白山天池，草最长最
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充满浓
厚俄罗斯风情的城市建筑的哈
尔滨，直达中国边境满洲里，
体验俄罗斯边境旅行风景线的
浪漫。

她是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有
着传统的文化信仰。她是藏羚羊
的摇篮，牦牛的乐园。蓝天，白云，
西藏孕育了世世代代的藏族牧

民，也造就了这独特的异地风情。
危耸的皑皑雪峰，辽阔的高原牧
地，这个充满神秘，充满诱惑的地
方。让我们搭乘本趟 6 月 13 日出

发的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大昭
寺、羊卓雍措、米拉山口、苯日神
山、林芝，青海西宁、青海湖、塔尔
寺，宁夏中卫沙坡头，内蒙通湖草

原空调专列，一同去叩响雪域风
情的神秘之门，一起去靠近雪山
下的浪漫，探索灵魂深处的美丽，
感受神奇的布达拉宫。

5月底6月初，西北地区正是浓
情的春天，此次行程所经城市、景区
15-20度的平均温度让人神清气爽，
再加上满路万物生长的气息，精选

知名景区景点“人间瑶池”——— 天山
天池，吐鲁番人民生命之泉——— 坎
儿井，沙漠第一泉——— 月牙泉，中国
四大沙漠之一——— 沙坡头，东方瑞

士——— 喀纳斯，高原湖泊——— 青海
湖，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一眼
七彩丹霞，天下群山无色。

西部精华一网打尽，真正的西

北全景游。5月26日空调软卧参与交
100抵500后价格仅为3999起，6月13日
空调硬卧仅3099起，车体更舒适，线
路更超值。

1999元起，11天畅游北戴河、长白山、呼伦贝尔大草原、哈尔滨、沈阳

15 天软卧空调专列深度游西北+喀纳斯
原价 4399 现 3999 元起

15天穿越雪域高原，青海+西藏深度游，原价4299现3899元起，6月13日左右出发。

报报名名咨咨询询电电话话//微微信信（（冷冷胖胖））：：

1133440066550022888888
00553311--8855005511552255

报报名名地地址址：：高高新新区区舜舜泰泰广广场场
（（东东侧侧））BB55BB 楼楼

夕阳红专列特色路线

国 内

俄罗斯
花样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

莫斯科+贝加尔湖四飞10日济南起止

只要带上护照，说走就走。双点进出不走

回头路。全程配备讲解器，赠送旅游大礼

包。国际正班，俄罗斯第二大航空公司。

5月31日出发，特价9980元

近郊
一日游

产品名称 原价 活动价 发团日期

欧乐堡一日游 258元/人 240元/人 每周六

泉城海洋极地世界一日游 230元/人 200元/人 每周六

九如山一日游 150元/人 128元/人 天天

九顶塔一日游 148元/人 130元/人 每周六

淄博 周村古商城、鲜花港一日游 136元/人 99元/人 每周六

临沂
天蒙山一日游 168元/人 138元/人 每周六

沂水地下大峡谷、萤火虫水洞一日游 258元/人 168元/人 每周六

枣庄 台儿庄古城、大战纪念馆、微山湖红荷湿地二日游 460元/人 358元/人起 每周三、周六

青岛

青岛市区+崂山（动车）二日游 620元/人 580元/人 5.2-5.15

青岛海底世界崂山（动车）二日游 799元/人 700元/人 5.2-5.15

青岛市区威海蓬莱（动车）三日游 720元/人 620元/人 5.2-5.15

山东半岛常规（动车）四日游 850元/人 790元/人 5.2-5.16

山东半岛品质（动车）四日游 1100元/人 920元/人 5.2-5.15

烟台
蓬莱长岛自由行二日游 460元/人 渔家355元/人 每周六

蓬莱大黑山岛三日游 1100元/人 高档渔家890元 每周五

威海

大乳山、石岛、赤山、西霞口、海驴岛威海
高品纯玩三日游

1120元/人 960元/人 每周五

大乳山（含电瓶车）、银滩、石岛、赤山、西
霞口、威海刘公岛（含船票）三日游

890元/人 760元/人 每周五

威海乳山、银滩、石岛、赤山、西霞口、神
雕山大巴三日游

860元/人 720元/人 每周五

威海乳山、银滩、石岛、赤山、西霞口、海
驴岛大巴三日游

830元/人 660元/人 每周五

河南

郭亮万仙山二日游 399元/人 299元/人 每周六

郭亮万仙山八里沟三日游 530元/人 299元/人 每周五

云台山、宝泉三日游 580元/人 470元/人起 每周五

开封府、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皇城
相府五日游 780元/人起 680元/人起 5.22/6.18

区域

近报爱游俱乐部近郊亲子游特色活动

报报名名咨咨询询 电电话话//微微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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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440066550022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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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优惠惠活活动动：：凡凡两两人人以以上上（（含含两两人人））报报
名名者者立立减减 110000 元元。。

恋上港澳，纯玩直飞5日游
海洋公园+避风塘舢舨游，赠送澳门
双馆，玩的开心。
香港自由活动一天，行程您来安排！
5月18/20/25日出发，特价3080元/人。

恋上港澳，纯玩直飞6日游
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避风塘舢舨
游，赠送澳门双馆，玩的开心、香港
自由活动一天，行程您来安排！
5月22/29/31日出发，特价3780元/人。

港 澳

昆明、石林、大理、洱海、丽江、玉龙
雪山双飞六日游

嘉华自组，省体北门至机场往
返接送；10人成团，20人派全陪导游。
特色餐：三叠水纳西文化主题宴、大
理砂锅鱼。

特色住宿：大理四星酒店、丽江2

晚客栈、安宁1晚温泉酒店、昆明1晚五

星花之城豪华酒店。

每周六发团，原价2580元/人，活
动价2080元/人起。
灵山九华 佛佑天下
九华山祈福休闲双高三日游

行程特色：运动休闲，修身养
性，登山朝圣，亲近自然。吃住在山
上寺庙，晨起做早课，逃离雾霾地，
由内而外涤荡身心。

原价2280元/人，活动价1480元/
人。(天天发团)
慢游京城夕阳红双高四日游

行程特色：全程零购物零自费，
让您出行更美好，春饼宴，老边饺子
宴，餐餐惊喜。特别赠送 :晚安牛奶、
女士每人一条红丝巾。每周二发团，

活动价1320元/人(60岁以上)。
华东五市+三水乡+灵山大佛+南山
竹海高铁五日游

豪华住宿：两晚五星级酒店(未
挂牌)，一晚南山竹海客栈，一晚周庄
水乡住宿。赴一次“浴心”的旅程，
赠送参观无锡灵山胜景。

每周日发团，原价2280元/人，活
动价1880元/人。
婺源、篁岭、屯溪老街、潜口民宅双
高三日游

精品小团队，20人含全程陪同导
游。独家赠送篁岭索道及特色徽派古建
筑——— 潜口民宅。纯玩无购物无自费。

每周五发团，原价2780元/人，活
动价1990元/人起。
寻味潮汕慢品之旅，双飞四日游

旅行不再是舟车劳顿，是住下
来慢品一座城。山东成团，品质纯
玩。全国连锁酒店——— 舒适旅行从
好的睡眠开始。逛古城，品美食，喝
下午茶，做回当地人。

5月18日发团，原价2990元/人，
活动价239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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