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5/8 天北京/
古北水镇/天津
• 北京市中心酒店, 方便购物  
• 天津免费升级喜来登酒店
• 住古北水镇内5*酒店+1晚温泉酒店
•免费赠送花季
特别出发: 3月14， 5月23
出发: 3月28. 4月8,9,25. 5月6,20
30.  6月6,13. 10月10.

(CNPEK5/8)7天6晚 魅力山东
超值之旅
•直飞烟台   •全程5*酒店
•各地特色风味、
• 泰山缆车上下，乘马车逛孔府

(CNSDT7)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出发: 2月22. 3月14,25. 
5月17,31. 6月7,14,21. 
7月5. 8月2,5. 9月6. 10月11.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7/8/10/11天 张家界/
凤凰古城/长江三峡

• 长江5*豪华黄金游轮 + 5*酒店
• 张家界最新景点大峡谷: 玻璃桥
• 特别安排：酒店海鲜自助餐
• VIP航空客车，舒适宽敞
出发: 3月7,13,14. 4月8,10,12,19. 
5月3,6,17,22, 31. 6月7,14,21. 
7月26. 8月2,9. 9月6,13. 10月11,18 

(CNCS07/CNCSX7/CNCS08)

第1位 $1398起

第1位 $1476起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8天 魅力江南游

出发: 2月29. 3月14,28. 4月11. 
5月6,23. 6月13. 9月5. 10月17.

• 独家推出：杭州西溪湿地“渔夫之旅”
• 酒店全面升级，乌镇住景区内5*酒店，
  上海免费提升2晚PULLMAN HOTEL
• 舌尖上的中国美食体验，
  中国火锅航母海底捞
• 免费赠送花季，水果采摘，
  大闸蟹（9月20-12月25期间）

(CNSH08)

第2位 $0*

第1位 $1858起买1送1*

无购物
无自费
无购物
无自费

第2位 $0*

第1位 $1898*起

第2位 $0*

买1送1*

买1送1*

第2位 $0*
买1送1*

出发: 3月10. 4月9,17,18.  5月6,8,16,22,23,29. 
6月6,12,13,20. 7月11,25.  8月7,8,22. 9月5,12,19.  10月9,10,17 

• 赠送每人一粒鲍鱼
• 天下第一庄。放河灯祈福（特别安排）。
  赠送摇橹船
• 台儿庄古城，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
  (活着的古运河)，5A级景区。
• 美食美味：德国风味，海鲜蒸锅，
  地主风味，潍县风味，饺子宴，
  粤菜风味，农家风味，孔府家宴
（阙里宾舍），胶东风味，渔家宴
• 免费提升4晚国际五星级酒店
• 花季精选：3月-4月： 
  特别安排赏花活动，梅花，樱花，
  牡丹花，玉兰花，杏花，桃花，
  迎春花，梨花，碧桃花，

出发日期：
4月3,8,9,10,12 $898*

起

(CNSDF8/SDF9)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 舒适住宿：免费提升2晚国际五星酒店，
  2晚景区五星度假酒店
• 精选 景点：天空之境牛首山，
  皇家园林湖泊玄武湖，世界文化遗产瘦西湖，
  梅兰芳故乡泰州，姜子牙隐居垂钓地尚湖
• 独家赠送 ：禅行秀+如莲佛颂
• 风味餐食：苏州枫镇大肉面, 本帮风味, 
  无锡太湖风味酱排骨，泰州农家风味, 
  扬州淮阳风味, 南京盐水鸭风味, 上海海底捞风味
• 特别安排：鼋头渚樱花节、瘦西湖万花会、
  尚湖牡丹花会、兴化菜花节、泰州桃花节

8天阳春三月, 
逐花江南 

出发: 2月29.  3月14, 28 $888*
起

(CNSHF8)

•  罗平(金鸡峰岭,牛街螺丝梯田)
  油菜花王国
• 无购物,无自费
• 元阳梯田：世界文化遗产
• 阿庐古洞：云南第一洞
• 多依河: 单程竹筏+电瓶车  

8天 云南滇东
南赏花之旅  

出发: 2月29.  3月10,12,14, 28.

$469*
起

(CNKMF8)

(第二位)

第二位
50%折扣
第二位
50%折扣

8/9天 成都/黄龙/
海螺沟/九寨沟

新九寨“补妆”归来8/9天 至美山东
赏花美食之旅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CNCH08/09/CNJZH8/9)

•  全程无购物  
•  地震后的九寨沟, 重新开放
•  黄龙名胜风景区
•  海螺沟：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
•  峨眉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  乐山大佛, 乘船游 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
•  宽窄巷子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 
   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
   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
•  成都免费提升5*希尔顿酒店或洲际酒店

双人
折扣
$100

双人
折扣
$100

$838*
起

买1送1* 1-for-1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6221 8433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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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mail: sales_enquiries@namho.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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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D/E People’s Park Complex

中国旅游产品专卖会
新达城1楼 (北中庭)

1月17日至19日 (星期五至日)
早上10时至晚上10时

12天 成都/拉萨/日喀则/林芝/
西宁/青海湖青藏高原铁路逍遥游
• 西藏旅游车上全程免费提供专业氧气；
• 每人每天含一瓶塑料氧气（拉萨段）
• 保证4人一间软卧火车票
• 拉萨提升4晚国际洲际酒店及
  1晚乔木朗宗酒店
（日喀则唯一5*酒店）特定团

铁定出发: 5月17 
出发: 4月25.  6月6,13. 
7月11. 8月15. 9月12,19. 
10月10.

(CNTIB2)

$2338 起
*



无购物
无自费
无购物
无自费 全程

无购物
无自费

全程
无购物
无自费

无购物
无自费
无购物
无自费

8/10天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泸沽湖超值游   
• 泸沽湖 – 中国最后的女儿国,《亲爱的客栈》拍摄地
• 云杉坪大索道  • 赠送季节花海
• 香格里拉大峡谷是全国较为幽深的峡谷之一
出发: 4月9,12,30. 5月7,23. 6月6,13,20. 
7月 30. 8月8. 9月5,19. 10月10.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无购物
无自费
无购物
无自费 $1688*

起

10天 四川稻城/亚丁(二次进入景区)/
日瓦/康定精选游   

铁定出发: 10月10. 
出发: 4月9. 5月23. 6月13. 7月18. 
8月7,8. 9月5,12,19. 10月17.

$1658*
起

9/13天 丝绸之路/北疆精华游 

• 天山天池，喀纳斯风景区，禾木村，五彩滩，
• 魔鬼城，鸣沙山，月亮湾

$898*
起

$998*
起

$1038*
起

$1068*
起

$558*
起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1068*
起

• 三峡最新下水，美国团队管理的凯悦号
• 世界双遗产-金佛山。
• 武隆天坑   • 千年龚滩（含温泉）

• 世界文化与地质双遗产地 – 庐山，三清山，龙虎山
• 中国最美的乡村、最后的香格里拉—婺源
• 婺源最美的季节是油菜花开放的时候。
   油菜花成为吸引观光的最佳绿色资源。• 悬棺表演

• 黄腾峡玻璃桥，集声、光、玻璃、水瀑于一体，
   是华南玻璃桥的巅峰巨作。
• 体验耗资上千亿元人民币港珠澳大桥
• 独家首推 ：乳源大峡谷
• 仰天湖草原风景旅游区，地球上的一滴眼泪。

• 游关山第一名山长白山  • 举世罕见自然奇景红海滩
• 俄罗斯文化为主题的园林伏尔加庄园
• 直飞长春或沈阳，花季额外赠送赏花

• 中国最大最美的喀斯特峰林地貌 (万峰林)
• 荔波：大小七孔风景区
• 亚洲第一大瀑布群5A级风景区 (黄果树大瀑布)
• 中国最长的喀斯特地缝峡谷 (马岭河峡谷天星画廊景区)

8天 重庆/金佛山/武隆/龚滩古镇/三峡

8天 长春/哈尔滨/红海滩/
长白山之旅 

8天贵州/黄果树/荔波民俗风情游

8天 南昌/庐山/景德镇/
婺源/三清山/龙虎山

6/8天 广州/清远/郴州/
港澳大桥体验之旅

• 蒙古人神圣祭拜之所----成吉思汗陵
• 体验蒙古族传统活动同时享受现代蒙古人的住宿方式
• 独具特色河景窑洞民宿，感受原始之美—从城市到山野，给自己一夜好眠
• 沙漠中的游乐园, 5A级旅游景区,  悦沙岛套票畅游苍茫大漠-银肯响沙湾
• 达尔扈特人传承不息神秘的祝颂仪式----圣灯祝颂
• 暖心安排：蒙古族手把肉风味、鄂尔多斯服务风味、
   涮羊肉风味，养生莜面风味餐， 北京烤鸭风味餐

• 武夷山,乘竹排畅游九曲溪
• 畅游世界文化遗产 – 福建土楼
• 乘船前往宝岛金门
• 万国博览会鼓浪屿
 

8天 走进内蒙古大草原/畅游沙漠乐园   

5/7/8/9天 厦门/泉州/福州/客家土楼/
潮汕/金门/武夷山

出发: 3月01. 4月14. 5月19.  6月16. 7月28. 
8月18.  9月01,22. 10月13. 11月10

出发: 5月11,20,29. 6月8,15. 7月27. 
8月7. 9月4,18.  10月7,12

出发: 3月20；4月16，5月12，14，
6月04, 12 ;  9月09，10，10月23，
11月12，12月18

出发: 3月17. 4月14. 5月12. 6月16. 7月14. 
8月11. 9月8. 10月13 出发: 3月10，4月07，5月12，6月09，7月14，8月04 

• 沙坡头风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
• 水洞沟：5A级旅游景区。
  荣获“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银奖。
• 沙湖：中国首批5A级景区，被誉为“世间少有”的文化旅游胜地
• 直飞银川  • 青铜峡108塔

8天宁夏精选游  

出发: 3月-8月

出发: 3月21. 4月11. 5月23. 6月20. 7月18. 
8月8. 9月5.10月10.

出发: 3月 -12月  每周一出发

出发: 4月14. 5月26. 6月16. 7月7. 8月4. 9月15. 
10月13. 11月17.   每周二出发 

8天 重庆/云阳龙缸/万州大瀑布/
神女天路 
• 天下第一缸云阳龙缸： 享有“天下第一缸”的美誉
• 万州大瀑布，被称为“亚洲第一瀑布”
• 神女天路:  是巫山红叶红得最早的景点

(CNKMG8/CNKMT8)

(CNNX08)

(CNCQ08)

(CNXMN5/7/8/9/CNFJN8)

(CNHET8)

(CNCQN8/CNYR08)

(CNDBN8)

(CNKWE8/CNGY08)

 (CNDY10)

(CNURC9/CNSRN4)

出发:  4月21，5月19，6月02，7月14，
8月18，9月15，10月06   每周二出发

(CNKHN8)  

$288*
起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出发: 1月-12月. 

5/6天 海南/陵水/
三亚纯玩快乐之旅
(CNHAK5/6/CNHN05)

(陆地游)

• 二次进入亚丁景区“最后的香格里拉”“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 全程无任何附加行程，纯玩团*
• 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1098*
起

• 中国波浪谷：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季节性采摘赠送，季节性赏花季赠送
• 壶口瀑布: 中国第二大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 最新景点少华山，体验玻璃栈道

8天 中国波浪谷/华山/少华山/
壶口瀑布精华之旅  

出发:  3月10，4月21，5月19, 20；6月02, 16 
9月15日，10月13，11月17，12月08

(CNXIA8)

8天 太原/五台山/平遥古城/
大同/黄河壶口瀑布游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  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五台山  • 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地-乔家大院
• 乘搭中国特色高铁

出发: 4月14，5月26，6月16，7月07，8月04，
9月15，10月13，11月 17 每周二出发 $968*

起

(CNTYN8/CNTYBJ)

$998*
起

• 全程4* + 5*酒店   • 乘船游漓江
• 崀山,被有关专家誉为“丹霞之魂、

8天广西/桂林/阳朔/崀山精华游    

出发:  3月 13. 4月10. 5月8, 15. 6月5,12,19.
7月10. 8月7. 9月4,18. 10月16. 
11月13,20. 12月4,11,18,25.  

(CNGL08)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888*
起

$988*
起

$888*
起

(陆地游)

$958*
起

• 全程入住市中心四星+当地五星级酒店；
• 可以选择海口进/三亚出，或三亚进/海口出，不走回头路
• 两人成行行

(CNGD08/CNGD06)  

(CNTXN8)

• 全程 4+5* 酒店

8天 大美黄山/千岛湖/中国最美乡村
婺源/齐云山

   • 黄山   •  齐云山  •  宏村古民居  •  千岛湖景区   •  婺源景区  •  京杭大运河
风味美食: 上海本帮菜风味，淳安风味，徽菜风味，
齐云风味，婺源粉蒸风味, 
住宿：全程5*酒店+1晚黄山上酒店

赠送： 黄山登山拐杖
出发：2月29. 3月14, 28. 4月11. 5月06, 23. 
6月13.  9月05. 10月17 $1038*

起

全程
无购物
全程
无购物

• 观赏丹顶鹤放飞表演, 
  近距离接触驯鹿
• 住豪华蒙古包  
• 免费提升喜来登酒店
• 中国唯一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
• 呼伦贝尔大草原欣赏亚洲最大的湿地

11天长春/哈尔滨/漠河北极村
(观看北极光)/呼伦贝尔大草原/
五大连池精华游  

特别出发: 6月19 

(CNBJG1)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6221 8433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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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1898*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