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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蟹逅”高邮
盂城驿、清水潭旅游度假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精品一日游
10月8日-11月19日 满50人发团 ◆赠送高邮湖大闸蟹 ◆赠送特色中餐 168元

华罗庚纪念馆、魅力长荡湖、东方盐湖城一日游（55岁以上） 99元
每周二、四、六 满50人发团 中餐自理
秋韵皇城
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卧飞五日游
11月15日发班铁发 0购物 0自费 1690元

黔程似锦
贵州、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 寨下司古镇直飞5日游
11月21日发班铁发 0购物 含所有门票 全程陪同 2480元

梵天净土
梵净山、贵州、黄果树、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镇直飞5日游
12月12日发班 0购物含所有门票 全陪镇江起止 2680元

怀揣祖国情 拥抱西沙梦
西沙群岛双飞邮轮五日游 5988元
11月24日 12月14日、25日 镇江起止

恋上初冬国内篇——文广旅游.镇江中旅精选
美好生活.品质旅行（自组、镇江起止）

圣诞赴浪漫之都扫货
巴黎一地7日游（半自助行）
12月24日（圣诞+跨年） 仅限名额10席

蓝色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多哈 安塔利亚 帕姆卡莱全景10日之旅
11月18日 余位4席 双十一第二人立减800元 7999元

遇见美食、美景、人与人的温情

台湾IN象环岛八日游 2880元
11月22日 升级2晚五花 3+2购物店
赠送2人/张电话卡，大米，油，包，帽，礼宾包

枫红时 痴恋始—— 日本追“枫”

日本本州秘境六日游 4599元
（大阪、京都、名古屋、富士山、奈良、东京）
11月24日 正班机往返，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

“泰”划算

曼谷芭提雅直飞 5晚6日游 2980元
11月12日 绝无自费 升级3晚五星酒店

曼谷芭提雅5晚6日游 1999元
+1元赠送泰国电话卡一张
绝无自费，升级2晚芭提雅五星 11月23日

找个微笑的理由——遇见高棉

柬埔寨金边+暹粒双城6日游 2399元
11月25日 升级1晚五星 不含签证（390元）

传奇国度——一半沙漠一半海洋

迪拜 阿布扎比 沙迦 拉斯海马8天5晚 6999元
12月20日发班 阿提哈德787机型直飞

恋上初冬出境篇——文广旅游.镇江中旅精选 美好生活.品质旅行（自组、镇江起止）

★江苏省五星旅行社
★镇江地区台湾游特许经营组团社
★江苏省二十强旅行社

看特区改革开放40周年 赏珠港澳大桥世界之最

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广州广州//深圳深圳//珠海珠海//佛山佛山//中山双卧七日游中山双卧七日游
不足60周岁2980元 / 60-65周岁2880元 / 70周岁以上2780元
11月22日 12月7、20日 一价全含 0自费0购物 镇江起止 影视追剧二日游

发班日期：10月31日 11月7日
（含白天4大景点+夜游梦幻谷）498元

12月13日诺唯真邮轮
上海——福冈——上海4晚5天

2899元/起
镇江起止含接送
全程优秀领队服务

4999元

阳光、沙滩、美食

慢节奏游芽庄6日游 1999元
11月30日 含签证，镇江起止

探索不一样的东南亚风情

佛系旅行——静谧的时光缅甸七日游 3980元
11月24日 全程无自费

天竺风情

印度新德里 阿格拉 斋普尔4晚6天 6999元
11月22日 镇江起止 当地五星

走进南半球的春天

澳大利亚+新西兰全景14日游 22580元
（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大堡礁+基督城+皇后镇+奥克兰+罗托鲁瓦）
11月14日铁发 含签证小费

韵味金秋 斑斓欧罗巴

德法瑞意10晚12日游 12800元
11月26日 余位4席 含指纹接送、签证、小费

捷克+匈牙利+捷克12日 14200元
（此团+88元得超值大礼，详询各大门市）
2019年1月23日 含机场接送、指纹接送，含签证，含小费

英国+爱尔兰12日 15500元
12月5日 （南京芬航，南京指纹，含接送）

西班牙+葡萄牙11日 10880元
（南京芬航，南京指纹，含接送）
11月18日 / 2019年1月13日 / 3月17日

行走美利坚——随心、随行

美国东西海岸（旧金山）+夏威夷14日 12999元起
12月29日（跨年） / 2019年1月19日

加拿大9晚7日加东之行 12999元起
2019年1月26日 / 2月6日7日（春节）

回忆当年，没有婚纱，没有钻石和项链
甚至没有像样的婚宴和满座宾朋
相遇相随，走过了半生，缺欠了你一个礼遇礼遇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都成家立业了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依赖我们我们
而此刻，陪伴我的，只有你！
相知相守

回忆当年，没有婚纱，没有钻
石和项链。甚至没有像样的婚宴
和满座宾朋。相遇相随，走过了
半生，缺欠了你一个礼遇。现在
孩子们都大了，都成家立业了。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不
再依赖我们。而此刻，陪伴我的，
只有你！相知相守。

为了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
建设。通过展现已经步入金婚银
婚行列的老年夫妇的风采和活
力，让广大中老年夫妻大胆秀恩
爱，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镇江市文明
办“一封家书”组委会（包括：市妇
联、市国资委、文广集团、城建集
团）和市老年大学一起主办了
2018 镇江首届金婚银婚大型庆
典。本次庆典活动纯公益性，报
名不收取任何费用。由“魅力金
婚·活力银婚”广场海选晋级赛和
2018镇江首届金婚银婚大型庆典
两大部分组成。参与庆典活动的
报名截止日期为 11 月 2 日，参加

《爱情传说·枫叶季》长江三峡五
星游轮银发蜜月游的报名时间截
至11月底。参加“魅力金婚·活力
银婚”并获得年度镇江最佳金婚
夫妻、年度镇江最佳银婚夫妻（各
一对）将获得敬老旅游基金或实
物奖品（价值5000元 ），以及由镇
江文广中旅提供的《爱情传说·枫
叶季》蜜月旅行专属旅游消费抵
用券（价值5000元）。

本次长江三峡银发蜜月游的
特色是：一张婚纱照聊慰当年的
遗憾，让绝色的三峡红叶见证你
们美好爱情。一台精彩的晚会由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倾情奉献，各
种互动游戏、节目表演、精美礼品
等着你。太极拳、摄影、健康等各
种练习和讲座，让您在船上的活
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银发蜜月
旅游全程吃住全包，五星游轮阳
台双标间，舒适休闲，一路闲情赏
景，回眸看山。文广中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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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旅各门市部接受报名（早报有
优惠哦）。 （张育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
——2018镇江首届金婚银婚大型庆典

暨《爱情传说·枫叶季》
长江三峡五星游轮银发蜜月游

如果说最近你想为自己安排
一场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那么
跟着镇江中旅君去港澳就对了。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历时
14 年筹建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已经正式开通
了。

它用独特的气势，将茫茫大
海划成两半，蜿蜒绵亘伸向远方，
它就是港珠澳大桥！

有了它，不仅能欣赏美景，还
将港、珠、澳之间的4小时陆路车
程缩短为 30 分钟。更能轻松玩
遍香港、珠海、澳门！

它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的港珠澳大桥。

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科学
家和工程师们创造了 400多项新
专利、多项世界之最。

●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
桥全长55公里，是目前世界最长
的跨海大桥。

●最长钢铁大桥：港珠澳大
桥有15公里是全钢结构钢箱梁，
是目前世界最长钢铁大桥。

●最长海底隧道：港珠澳大
桥海底沉管隧道全长6.7公里。

●最大沉管隧道：沉管隧道

标准管节，每一节长 180米，排水
量超过75000吨。

●最精准深海之吻：沉管在
海平面以下 13米至 48米不等的
深度进行海底无人对接，对接误
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

●最深沉管隧道：港珠澳大
桥海底隧道最深处在海底48米，
而目前世界沉管隧道最深很少有
超过45米的。

它是世界建筑史上里程最
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也
是最长的跨海大桥。它被英国卫
报评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

大桥的钢材用量相当于 60
座埃菲尔铁塔，它能抵抗 8 级地
震，相当于在汶川大地震也能安
然无恙，它能抵抗 16 级台风，10
级台风就把树连根拔起，今年的
22号台风“山竹”强度达到17级，
港珠澳大桥安然无恙，岿然不
动。它还比国内其他桥梁“长寿”
20年，使用寿命高达120年。

这里能看到360°无敌海景。
大桥还设置了几个观景平

台，站在这里远眺，像骑上了一条
巨龙，蜿蜒而来，一头扎进了浩无

边际的太平洋。一眼望去仿佛通
向的是另一个神奇世界，充满好
奇又充满想象。

大桥下还有许多绝美的海
岛，在桥上一览大海、海岛、蓝天、
白云，非常惬意。

这里有来自未来的交通枢纽。
这座堪称交通工程界，“珠穆

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由四座人
工岛和 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
以及桥梁三部分组成，从高空望
去，像是一座座未来世界的样子。

从大屿山俯瞰桥和海底隧
道，它们的完美衔接，让人忍不住
思考，到底是怎样的智慧，才能够
完成这样的工程！

镇江中旅君为了让镇江市民
第一时间能观赏到港珠澳大桥的
雄姿，全新推出港珠澳大桥、广
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双卧七
日游，安排穿梭巴士往返欣赏港
珠澳大桥，整个行程安排没有任
何套路，绝对品质纯玩，没有任何
购物店。让您玩的放心，看的动
心。

11 月 22 日，12 月 7、20 日，
2780元起，镇江文广中旅各大门
市均可报名。 (管管)

厉害了厉害了，，我的国镇江中旅君带您去看我的国镇江中旅君带您去看
““新的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港珠澳大桥之一港珠澳大桥

观港珠澳观港珠澳大大桥桥、、广州广州、、深圳深圳、、珠海珠海、、佛山佛山、、中山双卧七日游中山双卧七日游（（品质纯玩品质纯玩））((7070岁以上岁以上））27802780元元
1111月月2222日日 1212月月77、、2020日仅此三班日仅此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