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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组特推
乘世纪游轮 重读母亲河 船进神农架
宜昌、三峡大坝、长江三峡、神农架、武隆、仙
女山、神女溪、奉节白帝城、丰都、重庆磁器
口、赤水单动单卧豪华游轮八日游

“钻石号”独家包船、特制行程、精彩升级、纯玩无购物

二楼阳台房：3680元/人、三楼阳台房：3880元/人、

四楼阳台房：3980元/人发班日期：钻石号：3月14日首航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出发前10天截止，若舱位提前售完则提前截止。

“中国梦”南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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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惠活动：桂林由2天1晚升级为3天2晚，费用不增加。凡2月28日前
报名缴费者赠送价值398元的肩部按摩仪。全部客人赠送价值200元华
运大礼包:纪念包帽一套、纪念T恤一件、会员护照一本。

硬卧上铺:1780元/人 中铺:2080元/人 下铺：2380元/人
软卧: 3080元/人（四人一个包厢，条件舒适，铺位有限）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10个工作日，请
游客抓紧时间报名办证）
出发时间：2018年3月22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以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冬季特惠短线游
皮革航母、毛衫海洋
桐乡世贸中心直通车

发班日期：每周四、六、日18元/人起（20-60岁之间）
中国皮衣裘衣集散地
海宁中国皮革城直通车一日游 28元/人（年龄：20-60岁之间）
发班日期：每周二、四、六、日
南京牛首山 佛教文化之旅
牛首山一日游

（发班日期：周二、四）成人：99元/人、老人：88元/人
（发班日期：周六）成人：128元/人、成人：108元/人

冰雪嘉年华
沂水天谷地下画廊、雪山彩虹谷、温泉、滑雪二日游

发班日期：每周四、六298元/人起
最美杭州
乌镇、杭州西湖、宋城二日游

A线328元/人、B线428元/人、C线498元/人
发班日期：每周二、四、六发

快乐春节游
走遍中国江苏无锡
无锡惠山古镇、梅园赏春、夜宿拈花湾、初五祈福
灵山大佛纯玩二日游

成人A线：698元/人、B线798元/人
发班日期：2月19日（正月初五）
花样旅游过大年
千岛湖豪华游轮年夜饭三日游 1480元/人
门票、豪华游轮、表演 四星住宿
游轮年夜饭1880元/桌
发班日期：2月15日（年三十）
这个新年咱们旅游吧！
西安、兵马俑、法门寺、温泉、歌舞VIP纯玩祈福双
卧五日游 2490元/人起
逛民俗、浸美汤、赏歌舞、观美景特别赠送：温泉、
小吃、歌舞、儿童压岁红包
发班日期：2月 16日（大年初一、南京独立成团，
仅此一班）
原美海南
海口蜈支洲VIP五晚六日游 4750元/人（2月12日）起
游海岛、住别墅、吃海鲜
湘西过大年 贺新年 过大年
武汉、张家界、袁家界、金鞭溪、天门山玻璃栈道、
云天渡玻璃桥、凤凰古城、毛泽东故居、韶山、首
义广场双动六日游
特色住宿：一晚古城风格、免费升级两晚当地五星

特别赠送四大风味餐 特别安排张家界最火的“双波
玩法” 2580元/人起
发班日期：2月16、17日（年初一、初二）
绚丽全景
璀璨夜京城北京纯玩五日游 2180元/人起
独家巨献 璀璨夜京城赠送730春节景点大礼包

发班日期：2月16、17日（正月初一、二）
传奇桂林
大漓江三星游 3780元/人起
特别安排：价值68元特色少数民族自助宴、大中华养生
宴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免费升级一晚五星酒店住宿

发班日期：2月14日
柬埔寨探秘吴哥经典四晚五日游
南京往返，免去转机或其他口岸进出车马劳顿，让您轻
松出行！特别赠送：价值880元/人春节特惠大礼包！

5680元/人（2月13日）
6280元/人（2月15日）（不含签证费）

纵横泰国
泰国曼谷、芭提雅五晚六日游
优越行程、特色美食 全程只进三站全程国五住宿
绝无自费 推一罚十 5299元/人（2月12日）

7099元（2月16日）（不含泰签）
挚爱斯米兰
普吉岛、斯米兰岛五晚六日游
不仅去普吉，还去斯米兰！每年仅开放半年！两
晚国际五星酒店 特别安排：珊瑚岛快艇出海游

6980元/人（2月12日）
8680元/人（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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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春节”国内自组团线路（镇江自组团、镇江起止）
欢乐中国年——北京飞高5日游 2月17日 年初二发 2380元/人
★璀璨夜京城之“欢乐中国年”大型主题烟火晚会

★京城三餐特色美食★逛庙会过大年

喜迎冬奥、崇礼滑雪、冬游坝上、塞北雪乡、古北温泉双高5日游
2月17日 年初二发 3780元/人
★ 一晚国际五星、一晚水镇特色民宿、二晚商务酒店 ★ 三餐舌尖特

色美食★ 赠送古北温泉★ 含坝上越野车雪地探秘

云上厦门、鼓浪屿、南靖土楼云水谣古镇半自由行双动5日游
2月17日 年初二发 2680元/人
★美食美客正宗港式餐点、特色客家午宴 ★经典行程安排无自费★
一天自由活动享受自由空间

泡黄山温泉、游徽州古村、品尝杀猪菜、体验徽文化3日游
2月17日 年初二发 1380元/人
★醉温泉、呈坎、翡翠谷、屯溪老街精华景点★现场杀猪表演、体验原味

大年（如低于40人则无法观看，仍可品尝杀猪菜）

冬日温泉、房车露营、特色年味2日游 2月18日 年初三发 780元/人
★特色热带雨林温泉 ★房车露营基地 ★特色年味杀猪饭

台湾魅力新年8日 2月13日 9780元 、2月17日 10180元
●含平溪放天灯、集集小镇、鹿港小镇等特色行程；●全程五花酒店住宿，其中

一晚温泉酒店；●轻松环岛高品质，无自费

港澳/纯港奢华亲子5日 2月6、9日 5999元 、2月13日 6999元
●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游玩时间充分；●全程五星酒店住宿；● 纯玩品质，全

程不进店，无自费；

新加坡安心品质5/6日 2月8、20日 8499元
● 新加坡圣淘沙、鱼尾狮身像、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景点行程；●全程市区国际四星酒店

住宿；●纯玩品质，全程不进店，无自费; ● 特别两天自由活动，让您的假期舒张有弛。

普吉斯米兰亲子嗨翻7日 2月17日 12499元
● 特别安排潜水天堂-斯米兰群岛；●亲子乐园：幻多奇、尼莫海豚馆；●出海升级双体

帆船；●两晚海边国际五星+两晚国际四星泳池别墅酒店住宿+一晚当地五星住宿。

澳大利亚纯玩轻奢9日 2月12日 28000元
●含豪华外堡礁、墨尔本农庄、企鹅岛等特色行程；●升级两晚五星，深度体验，

精选特色餐；●纯玩不进店，充分自由活动时间

精品出境线路

散客精选线路
贵州原生态、青山秀水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青岩
古镇双飞5日 2月14-19日天天发 4280元
北海越南双飞六日游 2月15-17日天天发 4180元
小资吃货重庆武隆双动五日游 2月17、18日发 3590元
初见五星腾冲双直飞六日游 2月13日发 2890元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2月16、17日 4890元起
成都熊猫基地、鹤鸣茶社、宽窄巷子半自由行双动四日游
2月13日-22日天天发 3180元起
哈尔滨、亚布力、雪乡、雾凇岭、伏尔加庄园双飞五日游
2月16-18日发 6980元

扫二维码详见更多行程

双井路门市 正东路门市 研学中心 会展中心 青少年主题 夕阳红主题
85230407
85229063
85222757

84448599
88853500

85243324
85980196

87059951
13952855209

87059905
85225295
85211883

85233083
87059957

镇江中瑞旅行社
85033878 85033898

第一楼街27号202 17315728668 13861395338

更多寒假及春节自组发班计划直接登录MY0511

大蒋中瑞旅游专版17315728668(接收微信咨询）

红红火火过大年、开开心心购年货！早八点东门出发、门票用餐全含啊！
南京大报恩寺、老门东、特色鸭血粉丝加酥油饼、樱桃鸭子年货班 1月20日 118元/人
无锡阳山桃花岛葫芦谷、田园东方、乡村民俗风情年货班50餐 1月24日 99元/人
金坛民俗文化旅游节仙姑风情小镇、东方盐湖城日景年货班40餐2月4日 148元/人
爱上福建遇见世遗！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泰宁金湖单高车回五天初1、初2发 2980元/人

春节以下线路大都是初1～4发班大部分含餐
富春桃源横店影视城及梦幻谷三日 1050元
九子岩祈福呈坎醉温泉新安江三日 1060元
河南郭亮崖上人家八里沟冰瀑汽车四日 1250元
衢州江郎山遂昌南尖岩国家金矿汽车四日 1600元

楠溪江丽水街国清寺东湖安昌单高四日 1880元
龙虎山三清山新安江山水画廊单高四日 2180元
北京故宫颐和园冰灯滑雪马戏双高四日 2860元
贵州黎平侗寨岜沙苗寨双飞四日年三十发 4100元
贵州黎平侗寨岜沙苗寨双飞五日初二发 4560元

日前，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大禹山校区
特邀中青旅“小青团”校外活动指导中心
李娟老师来到学校，指导该校区孩子们的

“自理星”积分银行“兑兑乐”活动。
据了解，大禹山校区德育团队与“小

青团”校外活动指导中心联合策划的“自
理星”积分银行活动，是将学生平时在学
校文明就餐获得的“自理星卡”通过积分
银行兑换成看得见的积分，并通过“兑兑
乐”平台将积分兑换成自己喜爱的文化用
品。

该校区专门开辟了一间“兑兑乐”活
动教室，精心进行了装饰，并添置了电脑、
桌椅、展示柜、栏杆隔离带等设施设备；同
时，在全校中高年级中广泛的宣传，选拔、
评选了十几名“值日行长”及工作人员，

“小青团”校外活动指导中心专程对工作
人员进行了培训。目前，该校区“自理星”
积分银行“兑兑乐”活动试营业一周，已经

成功为孩子们记录积分5888分，兑换了近
百件文化用品，共计406分，受到孩子们的
一致欢迎。

大禹山校区的“自理星”积分银行“兑
兑乐”活动，整个活动环节均由孩子们自
主管理，不仅充分体现了孩子们在学校的
点滴进步均能转化为看得见的积分，极大
程度地培养了孩子们的自理能力，更是锻
炼了一支踏实工作、乐于奉献的小干部队
伍。 李祥忠

2018年的寒假在即，寒假里除了过春
节、上小课，同学们还要完成社会实践活
动，中青旅小青团学生校外活动指导中心
在今年寒假给小学生们带来了丰富多元、
寓教于乐的各类冬令营和亲子游活动，有
适合低年级同学的南京大报恩寺、中国科
举博物馆感恩励志主题一日营，还有名校
游学、宇宙天文主题二日营，创意机器人、
疯狂实验室主题研学三日营以及“三国合

伙人”历史主题研学三日营等等。
据小青团负责人介绍，中青旅小青团

校外活动指导中心，是在团市委的关心指
导下，专注于青少年儿童校外活动指导的
服务平台。重点打造游学、拓展、野营、科
技、体育和集体生日、毕业旅行、夏冬令营
等多种类主题活动。中心以服务学校、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理念，结合各类社会资
源，为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精神以及实

践能力的培养提供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
社会实践活动。近几年来，已经为很多学
校开展了各类校外主题实践活动，在众多
老师和家长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每年的夏冬令营产品根据不同年龄
段学生的特点，与时俱进，作为素质教育
的一部分，注重人文体验、乐活学习、品质
培养。此外今年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寒假
和春节期间的亲子游线路，比如：和爸妈

去贵州参观“中国天眼”，苗寨民俗过大
年，去东方盐湖城山中过大年等等，在小
青团公众号上均有发布，家长们可以加入
小青团校外活动指导中心的公众号或客
服微信号详细了解。

小青团公众号：XQT0511
客服微信号：13505282292

（团子哥哥）

春节就去更温暖的清新福建旅行吧！畅游美丽鹭岛厦门、漫步世界遗产鼓浪
屿、流连世界遗产永定土楼、船游世界地质公园大金湖并穿越水上一线天、品味衢
州三头一掌美食、领略千年龙门古镇的浓浓年味。想开始一段性价比更好的高铁
去汽车回春节福建五天的旅行吗？和镇江中瑞旅行社约吧！

寒假感恩励志、穿越历史 、探索科技

轻松赢积分，快乐兑文具
提高学生自理能力、培养学生感恩励志系列活动

世界遗产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
泰宁大金湖、富阳龙门古镇五日游
2980元，2月16日（初一）、17日（初二）发班

特别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