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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区报名方式

①报名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80 号浙报分类广

告营业厅（浙江日报社旁）

咨询热线：0571-85310487、85312016

②报名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52 号东清大厦

E座8楼（浙一医院对面，庆春电影大世界旁）

报 名 热 线 ： 0571-56783865、 56783867、

13777575470小刘、18868793044小李

出境专线：0571-56783937 小孔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8-228-114（江浙沪各县

市均有报名点）

西藏景区门票全免，乘专列走进千年雪域
西藏，一个让人无限神往的地方，那里的神山、圣

湖、青稞酒、哈达，曾无数次在我们的脑海里徜徉。春天

来了，西藏因一树桃花，成了梦中仙境；因一湖雪水，成

了人间天堂。一趟开进西藏的专列将在4月20日出发，

带你走进春天的西藏。

你将和专列一起跨越沱沱河，翻越雄奇的唐古拉

山，行驶过唐古拉河，在路途上看见无数的雪山湖泊和

平底深谷。春日静好，车窗外花开遍野，高原将向你打

开温暖的怀抱。

抵达海拔 3658 米的雪域圣城拉萨，前往雄伟的布

达拉宫，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宫内收藏的大量历史文物，

欣赏藏民族精彩的建筑艺术，更可以在那种圣洁的氛围

中进行一次灵魂的洗礼。在八角街感受当地特色的风

土人情。

翻越过岗巴拉山，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湖呈

现在我们眼前，宛如一条飘带挂在天地之间，清澈的湖

水、巍峨的雪山和如洗的蓝天融为一体，陶醉于这世外

桃源般之人间仙境中，久久不忍离去。

除此之外，此次行程中我们还将游览日喀则、卡若

拉冰川、青海湖、内蒙古通湖草原、宁夏沙坡头等景区。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自治区在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期间开展了“冬游西藏”活动，自治区内所有 4A/5A 级

景区首道门票全免。如此优惠的政策，想去西藏的朋友

们千万别错过，这个时候的游玩性价比非常高。

推荐线路：宁夏、内蒙、格尔木、拉萨、西宁大型特惠

专列14日游

特价：上铺 3280 元/人；中铺 3580 元/人；下铺 3880

元/人

软卧统一价：4480元/人（4人一个包厢，条件舒适）

价格包含往返卧铺、用餐、酒店、交通、保险、导服等

费用，不含景点门票和景区小交通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出发前10天截止。

出发时间：2018 年 4 月 20 日左右（具体出发时间以

铁路局命令为准）

深入新疆腹地 探索西域风情
旖旎的天山天池、迷人的张掖丹霞地貌、一望无际

的沙漠和草原、大美青海湖，大西北的每一处都独具魅

力，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欣赏。4月，华运号大西北专列即

将启程，用14天饱览大西部美景，赶快出发吧！

首先我们跟随着专列来到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在这里参观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

回民街品尝羊肉泡馍和臊子面。张掖的丹霞地貌不可

不看。在方圆 1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整个丹霞地貌

仿佛是大地在喷洒着炽焰烈火，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

壮观、色彩之斑斓，令人惊叹。

驼铃叮当，沙漠宽广，我们来到了广袤壮美的新

疆。葡萄沟内的水果甜美可口，天山天池的美景让你心

旷神怡，到新疆博物馆一睹“楼兰美女”的真容，惊叹于

坎儿井的古老智慧。

这条线路的特色是深入新疆腹地——喀什。进入

喀什老城区，仿佛置身中世纪的隧道之中，街道内纵横

交错，布局灵活。游览喀什当然不能错过艾提尕尔大清

真寺，以阿拉伯建筑特色与维吾尔建筑风格融于一体，

充满着浓郁民族风格和宗教色彩，气势壮观。帕米尔高

原上的明珠——卡拉库里湖就在喀什附近，湖的四周有

冰峰雪岭环抱，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皑皑银峰、绿色草

原和湖边畜群倒映在湖中，异常优美。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是一个亮点，我们将在敦煌参观

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随后返程。

推荐线路：西安、张掖、吐鲁番、喀什、乌鲁木齐、敦

煌旅游专列14日游

特价：硬卧：上铺 3280 元/人 中铺 3580 元/人 下

铺3880元/人

软卧统一价：4380元/人（4人一个包厢，条件舒适）

价格包含往返卧铺、用餐、酒店、交通、保险、导服等

费用，不含景点门票和景区小交通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出发前10天截止

出发时间：2018 年 4 月 28 日左右（具体出发时间以

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11天畅游南方七城 尽揽醉美春色
只要 1780 元起，你就可以坐上华运号专门为老年

朋友推出的南方专列，一次游遍港澳、桂林、韶山等七大

名城，毫无顾虑地享受旅行的乐趣。

本趟“华运号”由杭州等地出发，由深圳进入香港，

维多利亚港、金紫荆广场、海洋公园、古建筑群“集古村”

等玩赏胜地将一一呈现在你眼前。游浅水湾、登太平山

顶，全港景色尽收眼底的同时，还能收到免费赠送船游

维多利亚港观香港夜景的福利，港剧里常见的标志性景

点我们将带您领略。

澳门则更具历史气息：大三巴牌坊、妈祖庙、澳门大

桥、澳门回归标志—莲花台，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一次

看个遍。我们还将在一天内穿越珠海、广州两地，游览

珠海圆明新园和广州中山纪念堂，随后前往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然胜景在兴坪”。兴坪的山水

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人称“百里漓江、百里画廊”。

乘着悠悠小船，欣赏两岸的漓江风光，水平如镜，青峰倒

影，如穿行在一幅幅千姿百态的泼墨水彩画中。你也可

以在阳朔西街上漫步，到芦笛岩内探寻玲珑剔透的钟乳

石，我们更特别安排了少数民族舞蹈欣赏，跟着壮族的

姑娘小伙舞动起来吧！最后一站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

故居、毛主席铜像广场、刘少奇故居等。

推荐线路：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桂林、韶山

品质旅游专列经典11日游

经济团：
硬卧上铺：1780 元/人，中铺：2080 元/人，下铺：

2380元/人

软卧统一价：3080元/人（4人一个包厢，条件舒适）

港澳段纯玩品质团：
硬卧上铺：2780 元/人，中铺：3080 元/人，下铺：

3380元/人

软卧统一价：4080元/人（4人一个包厢，条件舒适）

价格包含往返卧铺、用餐、景点门票、酒店、交通、保

险、导服等费用

出发时间：2018 年 4 月 15 日、4 月 28 日、5 月 5 日左

右（具体出发时间以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华运号更多推荐：
华运号“中国梦”之专列篇

一、【南方专列】
1.广西、越南/海南专列：日期 4 月 7 日/5 月 3 日/10

月30日 1780元起

二、【西北专列】
1.宁夏、内蒙、西宁、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旅游专

列 12 日游 日期 5 月 8 日/20 日/31 日/9 月 5 日/10 月 8

日 2780元起

2.宁夏、西宁、敦煌、乌鲁木齐、吐鲁番、内蒙、西安、

洛阳旅游专列 14 日游 日期 6 月 1 日/15 日/30 日/9 月 1

日/15日 4580元起

3.中卫、西宁、敦煌、乌鲁木齐、喀纳斯、吐鲁番、张

掖、洛阳空调旅游专列 17 日游 日期 7 月 12 日/22 日/8

月13日/9月11日 5380元起

4.敦煌、乌鲁木齐、喀纳斯、伊宁、喀什、吐鲁番、中

卫/张掖、洛阳旅游专列18日游

日期 7 月 10 日/8 月 12 日/6 月 18 日/8 月 10 日/9 月

13日 5980元起

三、【三峡游轮】
1.宜昌、三峡大坝、长江三峡、神农架、神女溪、奉节

白帝城、丰都、武隆天坑、仙女山、重庆、大足石刻、江津

四面山单动单卧+豪华游轮八日游 日期：3 月 14 日/5

月9日/6月6日/20日/7月5日/12日 3680元起

四、【闯关东】
1.东北专列 12 天 日期 5 月 15 日/27 日/9 月 9 日/10

月8日

A 线：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

贝尔草原、长白山、沈阳 2680元起

B 线：哈尔滨、境泊湖、绥芬河、海参崴、延吉、珲春、

长白山、沈阳 3480元起

2.东北专列13天 日期6月2日/7月2日/8月2日/9

月2日

A 线：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呼

伦贝尔草原、三池渊郡、沈阳 3980元起

B线：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呼伦

贝尔草原、镜泊湖、长白山、沈阳 3080元起

3.东北专列 14 天 日期 6 月 16 日/7 月 6 日/18 日/8

月15日/9月2日

A 线：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

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长白山、沈阳 3480元起

B线：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境泊湖、绥芬河、海参

崴、延吉、珲春、长白山、沈阳 4280元起

五、【云贵专列】
4月22日左右出发

A 线：贵阳、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昆明、大

理、丽江、西双版纳、专列14日游 3280元起

B线：贵阳、丹寨万达小镇、荔波小七孔、昆明、大理、

丽江、石林、香格里拉、虎跳峡专列14日游 3680元起

（专列最终出发时间以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华运号“享遇世界”之国际篇
一、【东西欧】
德国柏林、捷克布拉格、奥地利维也纳、法国、意大

利、瑞士、比利时 精彩十四日游 5 月 8 日/17 日北京出

境 9999元/人

二、【澳大利亚 新西兰】
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新西兰五城11日游 13999

元/人 4月23日出发 3月15日前报名立减300元/人

三、【美加墨】
美国名城、加拿大深度、墨西哥、夏威夷 17 日游 5

月23日上海出境 21800

五、【金三角跨国之旅】
线路1泰国清盛、清莱、老挝、南塔、会晒、缅甸、金三

角大佛、大其力、西双版纳 10日游 4380元/人起

线路 2 越南河内、下龙湾、天堂岛、老街、沙巴、河

口、昆明、西双版纳、老挝、缅甸四国风情 13 日游 2680

元/人起 每月22日出发

华运号直通车
一、【西藏林芝赏桃花】
拉萨、布达拉宫、林芝大峡谷、鲁朗林海、日喀则、双

卧12日游 4月24日左右 3180元起

二、【新疆-幸福花开】
新疆+天山天池+吐鲁番杏花+库木塔格沙漠双飞5

日游 2380元/人 3月每周五发团

三、【巴马+越南】
南宁、巴马、长寿村、下龙湾、河内空调品质包列 11

日游 3380元/人起 3月28日/4月20日

开往春天的列车：华运号带你体验“人在景中游”
西藏专列、新疆专列、南方专列开始招募啦，还有更多旅游专列等你来！

每年四五月份，春风宜人，草长莺飞，正是出游的好

时节。从风和日丽的杭州，到冰雪初融的青藏高原；从

古老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到前卫时尚的香港，你还不迈

开脚步，去尽情拥抱祖国的壮美山水？如果你也想一次

旅行走遍多地，那就选择华运号旅游专列吧！

文/陈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