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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 9 晚 石家庄 / 河南 / 四川朝礼
日期

行

程

新加坡  北京 (CA970-2325/0530+1)
(15/04) 于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北京  石家庄 （车程约 3.5 小时）
第二天
抵达后，前往享用简单早餐。后乘车到石家庄参拜临济寺和大佛寺
(16/04)
（隆兴寺）。
第一天

酒店
--石家庄万达洲际
酒店或同级

第三天

石家庄  新乡（车程约 4 小时）  焦作 (参考班次: G673-1556/1744)
今早将游览赵州桥和参拜柏林禅寺。
(17/04)
午餐后，乘动车到焦作入住。

焦作云台天阶酒
店或同级

第四天

焦作  巩义（车程约 1.5 小时）
今早前往焦作游览云台山风景区（含进山环保车）。
(18/04)

巩义华裕国际酒
店或同级

巩义  洛阳  登封（全天车程约 2.5 小时）
(19/04) 洛阳游览牡丹园，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含电瓶车）。后到登封入住。
登封  郑州（车程约 2 小时）
第六天
今早前往少林寺拜访（含武术表演，塔林，电瓶车）。后到郑州入住。
(20/04)

登封中州华鼎酒
店或同级

郑州  成都 (CA4272-1040/1245)
今早乘内陆班机前往成都。抵达后，享用午餐。接着将游览熊猫基地（含
(21/04)
电瓶车）和宽窄巷子。
成都  峨眉山（车程约 5 小时）

成都大鼎戴斯酒
店或同级

第五天

第七天

第八天
(22/04)

第九天

今早出发前往峨眉山。抵达景区后，将换乘景区车前往雷洞坪，然后步行
前往接迎殿，乘坐上行索道，前往金顶。朝拜金顶四面十方普贤圣像。
【此日只带随身洗漱包及保暖衣物】
峨眉山  成都（车程约 5 小时）

早起，欣赏日出。后参加早课+普佛。早餐后，乘坐下行索道返回雷洞坪
换乘景区观光车前往万年寺参拜（含往返缆车）。游毕，返回成都。
成都  都江堰  成都（全天车程约 5 小时）
第十天
早餐后，前往都江堰风景区游览（含摆渡车和环保公交）。接着，到高山
(24/04)
寺参拜。
(23/04)

第十一天 成都  新加坡 (CA403-1005/1500)
(25/04) 今早送往机场离境。

郑州绿地怡思得
酒店或同级

峨眉山金顶
大酒店

成都大鼎戴斯酒
店或同级

--益群保留权力视当地情况更动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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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临济寺：佛教禅宗临济宗祖庭；始建于北朝东魏兴和二年（540 年）。
大佛寺（隆兴寺） ：中国国内保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又保存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占地面积
82500 平方米。主要特色是没有山门，仅有一座高大的琉璃照壁。

柏林禅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寺内的从谂禅师舍利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早建于汉献帝
建安年间(196~220)，古称观音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

云台山风景区：云台山是一个集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景区面积达 190 平方公里。

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 年），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
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现存的遗址古迹为元、明、清时所留。

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至今存有窟龛 2345 个，造像 10 万余尊，碑刻题记 2800
余品。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
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少林寺：天下第一名刹，禅宗祖庭。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是北魏孝文帝为印
度僧人跋陀而建，因寺院建于少室山密林深处，遂命名为“少林寺”。跋陀是第一个来到少林寺的高
僧，他在少林寺专心翻译佛经，收徒子数百人。后来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在少林寺后山五乳峰山洞
内面壁九年，创立了佛教禅宗，被后人尊为禅宗初祖，少林寺也被称为禅宗祖庭。

熊猫基地：这里是大熊猫繁育科研机构，也是模拟大熊猫野外栖息环境的生态公园，共饲养 100 多只
大熊猫。你可隔着栅栏或玻璃窗观看熊猫们的生活，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它们在户外活动的憨态萌样。

宽窄巷子：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
峨眉山金顶风景区：也称华藏寺，海拔 3077 米，是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始建于唐朝，屋顶为锡
瓦所盖。

万年寺：为峨眉山六大古寺之首，全国唯一的无梁砖殿，有重达 62 吨的普贤骑象形字的青铜塑像。
都江堰风景区：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
的宏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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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
建议航班 - 用中国国际航空 (CA – Air China)
15/4
21/4
25/4

新加坡-北京
郑州-成都
成都-新加坡

CA970
CA4272
CA403

2325/0530+1
1040/1245
1005/1500

建议酒店
根据以上所列-全程当地 4* 级

报价 含机场税收及当地导游司机小费
双人房：S$2598 / 每人

单人房：S$3048/ 每人

报价含 **按人数 35 人一部车







全程经济舱机票，乘中国国际航空 （新加坡-北京//郑州-成都-新加坡）
全程机场税收 S$290 （有待确认因会浮动）
9 晚酒店住宿含早餐
全程景区入门票、交通（用 45 座车 / 石家庄-新乡高铁二等座） 、素食餐
行李车（从石家庄到新乡）
全程当地中文导游讲解




当地导游及司机小费及酒店出行李小费 = RMB290/每位旅客全程
基本旅游团体保险



全程无指定购物店、无自费项目

报价不含





个人旅游保险，建议一定要提前购买
进酒店行李员小费
中国签证费（新加坡护照免签 15 天，其他护照需安排签证，费用自付）
个自费项目或应客人要求更动或更改行程所产生的陪同们和司机的超时服务费

Quoted by: Nancy Tan / Chan Chen (08 Jan 18) -revi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