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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新加坡5晚7日
3999元8月 5日 余位 10人 安排泳

池度假酒店 特色下午茶

日

本

双古都5晚6日自助绚烂夏日之旅
7580元7月 3日（已满）7月 30

日少量余位 8月10日

菲
律
宾

马尼拉+梦幻海豚湾亲子6日游
5999元8 月 17 日 2 晚海豚湾古堡

酒店，空客330宽型机位

双古都5晚6天盛夏光年之旅（精品小团）
8380元7月19日

本州双古都6日游（大阪、京都、富士山、东京、奈良）

6280元
8月18日 全程全日空航班直飞日本，
精选行总有一款适合你！

泰

国

曼谷、芭提雅直飞5晚6天
3680元7月10（售罄）、26日 8月3、16日

曼谷、芭提雅直飞5晚6天（一站购物）
4680元8月6日

普吉岛直飞5晚6天/4晚6天
4680元起7月20日/8月21日无自费产品，升级五星酒店

芽

庄

5580元8月10日 指定五星-帝国珍珠，绝无自费

盛夏*台湾环岛8日游

慢享帝国芽庄5晚6日

2980元

阿
联
酋

迪拜亲子土豪国度探秘8天6晚
6999元

7月27日 国际五星酒店
特别安排法拉利主题乐园

西

欧

德法意瑞+赫尔辛基+铁力士+天使之
乡列车+新天鹅堡+五渔村11晚13天

17999元8月 1日 含签证 含小
费 +1元享大礼：送两人一只水壶、送 5人一
台WIFI、送全球通用插座、送精美行李牌

7月24日 8月11、21日
升级2晚五花酒店 特别安排台北、高雄2大夜市

日本全景海陆空+MSC邮轮辉煌号6晚7天
7299元起

8月15日

游客转发右边二维码链接的行程加标
题“左看日出、右观晚霞，悠然在庐山”到自
己的朋友圈，集10个赞获赠旅行水杯1个，集
20个赞获赠折叠双肩包1个（各前50名）。

避暑避暑 疗养之旅疗养之旅

庐山全景避暑 疗养
深度纯玩九日游

1580
元/人

7月8、15、22、29日 8月5、12、19、26日
庐山避暑疗养七日游每周日出发

精心安排，特别设计，8晚入住
国家【5A景区庐山】山顶牯岭镇，
山顶即城市，城市即山顶。只为爱
生活、爱老伴的您量身打造。

“登圌山吉祥山、品扬中江鲜鱼、看农村新变
化、游泰州雕花楼”每周二、四、六发班 含中餐；
特惠价格要求55周岁以上；赠送粉丝一袋 99元
华罗庚纪念馆、魅力长荡湖、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每周一、三、五 55岁以下:149元 99元
镇远古城、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黄果树、
织金洞品质双卧纯玩九日游
8月1日 线路合理，不走回头路*全程不进购物店
（景中店不算）、不加点、绝无购物加点压力*赠送矿泉
水1瓶/人/天*赠送每人10英寸集体照一张 2280元
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天河大峡谷/抱犊寨/黄河
三峡/地坑院/洛邑古城避暑养生八日游
每周日 7月15日(首发） 火车班 1680元

汽车班 1380元

暑期“带着家人去旅行”——国内篇
（美好生活、品质旅行、自组班、精品小团）

草原与海—大连、海拉尔、阿尔山、满洲里、呼伦贝尔双飞双卧7日游
7月2日满 8月12日少量余位 4480元起

坝上草原—坝上草原 塞罕坝 承德 避暑山庄 之旅双高6日游
无购物、含特色餐食 7月28日发班 3680元

鲜花草原—蒙古草原辉腾锡勒、响沙湾、鄂尔多斯双飞五日游
一晚一粒沙酒店、一晚草原蒙古包住宿 7月13、27日 3880元

海 滨—鼓浪屿、大马戏动物王国、帆船、赶海、海上地铁双飞四游
安排一晚主题酒店7月6日（满）、27日 8月04、11、18日 3280元

高山雪域—拉萨.达孜.扎耶巴.达孜工业园.藏民家访.林芝.鲁朗林海.雅鲁藏
布大峡谷.苯日神山.羊卓雍措.双卧12天/卧飞10天

7月20日余位6席 8月6、13日 6880元
自然风光—长沙韶山、张家界核心景区、魅力湘西、云天渡玻璃桥、天门仙山、

玻璃栈道、凤凰古城6日游 7月6日（满）7月16日铁发少量余位、
23日报名中（一价全含，含索道及观光电梯） 2780元

山水瀑布—贵阳黄果树、大小七孔、千户苗寨、青岩古镇5日游
门票全含，无购物 7月9、23日满8月6、13、20日 3580元

精品小团—奢享古北.北京故宫、颐和园、恭王府（五星住宿）
飞高纯玩五日游 16人成团 7月13、27日 3680元

历史文化—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恭王府双高五日游
7月5、19日满，7月26日铁发 2480元

海滨亲子—海口三亚西岛槟榔谷五星住宿双飞六日游
7月3日（余位4席）、17日 3880元

甘南大环线—天水麦积石窟 陇西 拉卜楞寺 桑科草原黄河九曲溪
第一湾扎尕那双飞七日游 7月16日 8月20日 5380元

暑期“带着家人去旅行”——出境篇
（美好生活、品质旅行、自组班、精品小团、镇江起止、领队陪同）

【北欧】北欧四国+俄罗斯+双峡湾13日 7月25日 12900元
【澳洲】澳大利亚、凯恩斯、墨尔本9日 8月8日 16800元起
【俄罗斯】俄罗斯双首都+皇家庄园8日 7月16日 提前20天报名立减500元10699元

五心服务：产品动心、服务贴心、吃住省心、子女安心、旅途顺心

【文广公社】老年旅游俱乐部

在文广中旅门市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单人
消费满 3000 元立减 300 元，单人消费满 5000 元加赠乐
厨四件套组，单人消费满8000元加赠健康护腰枕一个。

兰州（拉卜楞寺/景泰黄河石林）、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新疆（回王府、木卡姆、魔
鬼城、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天山天池、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口岸、伊帕尔汗观光园）
张掖（七彩丹霞、冰沟丹霞、张掖大佛寺）、洛阳（关林）空调旅游专列15日游

京晚读者团邀您游远方的家第二站京晚读者团邀您游远方的家第二站
~~~~走进新疆四师可克达拉市走进新疆四师可克达拉市( )( )

（镇江独立组团，镇江上车，走进四师可克达拉，了解镇江援疆历史交流活动）

活动日期：8月26日（以铁路部门最后调令为准）
硬卧：上铺3680元 中铺4280元 下铺4580元 软卧：上铺4980元 下铺5380元

七彩丹霞张掖、茶卡盐湖、青海湖、敦煌
莫高窟、祁连卓尔山纯玩双飞六日游
7月28日、8月8日、8月14日

一价全含一价全含 63806380元元

““带着家人去旅行带着家人去旅行””
———西北大环线—西北大环线

““霍霍””然清凉盛夏不暑然清凉盛夏不暑

16801680
霍山霍山••六安舒城六安舒城••三河三河
清凉休闲动车四日游清凉休闲动车四日游

8 月 2 日

299 元/人

发班日期：每周三、五

399 元/人

发班日期：每周六

影视体验三日游
拍 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品 明星剧组盒饭
玩 梦幻谷嬉水大狂欢

599 元/人

发班日期：每周二、五

追剧二日游

88月看新疆最美季节月看新疆最美季节
咱镇江人自己的专列咱镇江人自己的专列

嬉戏谷夜公园一日游/嬉戏谷水世界一日游 每周二四六日 158元起
德清莫干山避暑、下渚湖湿地二日游每周三、六 598元
夹溪河漂流、顶秀阿菊表演、宏村、南屏、中坤别墅楼二日游 每周六 588元
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野生动物园纯玩 每周四、六 638元起
青岛日照 踏浪度假 极地海洋世界纯玩三日 928元
（全程入住青岛国际五星豪生酒店或红树林酒店 7月13日铁发）
宁波东钱湖、天一阁、芝林小九寨、象山、松兰山海滨浴场、石浦古城、环岛
游三日游 每周六发班 988元
南浔古镇、“海岛香格里拉”秀山岛，沙滩嬉戏、泳池音乐Party晚会
滑泥梦幻之旅三日游 每周六发班 938元

无水不夏天
国内短线游自组班（小众精品）

元

7月25日诺唯真邮轮
上海-北九州-上海4晚5天

游

轮 4099元起镇江起止
全程优秀领队服务

内舱双

芽庄休闲5晚6日
7月8日 余位5席（入住海边五星泳池度假村) 2690元

东
欧 16999元7月19日发班换一种方式游欧洲

东欧五国+多瑙河（独家赠送多瑙河游轮）11日

镇江职工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L—JS11005

轻
松
扫
一
扫

线
路
全
知
晓

长

线

芜湖马仁奇峰一日游 148元/人
日照海滨、龙舟赛、李家台赶海园二日游 268元/人
芜湖方特二日游 468元/人
井冈山、龙虎山汽车精品五日游 698元/人
三清山大峡谷、龙虎山三日游 99元/人（送车载冰箱）
庐山、三叠泉瀑布、激情大漂流三日游 998元/人

黄山休闲三日游 亲子：1340元/对
青岛两晚连住五星碧桂园一天自由活动三日游 798元/人
天堂寨、白马大峡谷、皮筏漂流二日游 348元/人
嵊泗列岛经典休闲三日游 848元/人
普陀山休闲三日游 598元/人
千岛湖休闲二日游 528元/人

西安、兵马俑、华清宫、大唐芙蓉园、陕历博纯玩双卧四日游
2490元/人

重庆、洪崖洞、武隆、轻轨穿楼、自由活动一天双动五日游
1980元/人

贵州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双高六日游
3360元/人

张家界纯玩双飞五日游 3380元/人
北京纯玩飞卧五日游 2700元/人

桂林纯玩双飞四日游 3100元/人
大连、发现王国、老虎滩双飞四日游 2950元/人
新疆、吐鲁番、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伊犁双飞八日游

5380元/人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柴达木无人区、嘉峪关、鸣沙山
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双飞八日游 6180元/人
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双飞五日游

5199元/人（第二人报名立减1200）

总部：梦溪路5号（总工会正大门）散客：84491008 84417644 团队：84491009 84406776 票务 ：84421801 84417644 总部：梦溪路5号（总工会正大门） 旅游专线电话0511-84491772 0511-84491551

中国康辉南京国旅镇江分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L-JS-CJ00020

承德、北戴河、坝上草原双
高五日游 2550元/人
承德、北戴河、沙雕大世界
自由活动、坝上草原双高
六日游 2700元/人

短 线
普吉岛5晚6日游 7月8日 扬州起止 2399元/人
芽庄4晚5日游 7月4、6、8日 镇江起止 1599元/人
柬埔寨金边、暹粒双城双飞七日游 7月15日 镇江起止 2690元/人

（3人报名立减900）
俄罗斯送新西伯利亚8日游 7月9日、12日 上海起止 7499元/人
日本经典本州双飞六日游7月14日、8月11日 镇江起止 5799元/人
斯里兰卡6晚7日游 7月14、17、21日 上海起止 6999元/人
新加坡亲子5晚6日游 7、8月 南京起止 7880元
泰国泰国曼谷+芭提雅双飞6日游 7、8月 南京起止 3580元
燃情巴厘岛5晚6日游 7、8月 南京起止 7280元
迪拜阿联酋4晚6天乐享之旅 7、8月 南京起止 7299元
越南南北越5晚6日游 7、8月 南京起止 4690元
老挝7晚8日游 7、8月 常州起止 3999元
德法瑞意+金色山口10晚12天 8月3、5、19日 南京往返 18000元
北欧四国+双峡湾+塔林12日游 8月1、4日 南京起止 18000元

出 境

完美水世界：万米水域、近20
个大型水上项目给你冰爽的刺激

6 月 23 日开始，在炎炎酷暑
中用音乐和海浪带来超现实的狂
热体验！除了火热的水上电音
节，在热浪湾还会有沁爽刺激的
玩乐体验，当性感的女模们婀娜
地向你走来，与你一起戏水狂欢
时，这是不是最疯狂的嬉水狂欢
模式？累了就躺在沙滩椅上静静
地欣赏，着实也是一种极美的享

受。在嬉戏谷体验难忘的夏日之
旅的同时，还有很多刺激的水上
项目，绝对适合想刺激又能玩水
的你们。完美水世界十大经典水
上项目全面升级，耀世来袭，另类
的夏日刺激，让你真正体验酷爽
夏日的势不可挡，享受欢乐的戏
水时间。

水上电音节：不出国门，尽揽
国际型男靓女

水中的狂欢，自然要搭配上

动感的音乐才会更有节奏感，嬉
戏谷水上电音节6月30日起连续
上演 60 余天，今年的水上电音
节，特邀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巴
西等国家的型男靓女们助阵演
出，下午晚上各一场，让你的肾上
腺素瞬间爆表。这个暑期，嬉戏
谷将采用全新的内容和劲爆的节
目来演绎一场与众不同的电音巅
峰体验，点燃游客们内心渴望释
放的愿望。

璀璨夜公园：星空下畅玩最
HIGH的

如果觉得白天太热，那么夜
公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璀璨夜
空下，乐园的经典游乐项目照样
能够玩遍。除此之外，还能欣赏
到浪漫的烟花秀表演，多彩绚烂
的烟花成为天空的主角，抬头 45
度仰望，如此难忘的暑期夜晚，你
怎能错过？从白天到夜晚，从陆

地到水里，只要你想都可以实现。
这个夏天，嬉戏谷可以满足

你们避暑降温的基本需求，更重
要的是提供释放压力的机会，嬉
戏谷的一切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
瞬间爆表。白天夜晚狂欢不停，
这个假期来嬉戏谷将你的疲惫与
烦恼一扫而空吧！文广中旅各大
门市均可报名夜游嬉戏谷一日
游。

嬉戏谷完美水世界嬉戏谷完美水世界66月月2323日起激爽来袭日起激爽来袭
水上电音节水上电音节、、璀璨夜公园璀璨夜公园，，66月月3030日起日起highhigh翻仲夏翻仲夏

高温将至，炎热来袭，嬉戏谷完美水世界、水上电音节、璀璨夜公园相继开放，酷爽一夏等
你来避暑，加入嬉戏谷躁动的行列，从白天high到黑夜，让这一夏清爽到没有极限。

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