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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亚丁双飞八日
2580元

梦幻阿尔山包机2650元/人每周二发团 山城海寺雁荡山双飞五日游2980元/人
井冈山 五日2480元

六日2400元七日2800元
延安五日2100元

六日2400元七日2800元
厦门+厦门
大学2700元

浙江嘉兴红船
七日:2850元

尊享普吉
3580元

邂逅岘港
1499元

崀山+南山大草原
双飞五日2480元

腾冲芒市瑞丽三飞
六日1780元/人

浪漫土耳其
6699元

忧享巴厘
3499元

三亚往返无忧
旅程1899元

成都+政法大学七日
3100元

红旗渠：两日580元
三日780元

桐柏革命纪念馆
一日260元两日480元

西柏坡三日780元
白洋淀四日980元

中旅集团控股景区有专业拓展基地，欢迎单位团体定制培训课程

6月13号高品欧洲
一价全含：12599元

含小费、签证费、自费 24
小时快签 拒签无损 全程陪同
平顶山起止，报名有惊喜

宝泉秘境一日158元女士55岁男士60岁以上特价98元天天发 龙潭峡一日138元
龙潭大峡谷一日158元 圣境青要山一日 158元 木札岭玻璃栈道一日138元
中赫海豚湾一日168元 伏羲大峡谷一日 138元 三泉湖玻璃桥一日158元
新密红石林一日138元 老乐山竹沟一日 138元 亳州花戏楼一日68元送酒

金
色
假
期
旅
行
社报名电话：平顶山市卫东区劳动路与大众路口向南50米路东0375-2551118 2996667 13083750808 13071710003 出境专线15637527778 L-HEN04064

宁夏 沙坡头+通湖草原空调专列五日6月29日发
火车硬卧上铺989元中铺1089元 1189元

宝泉秘境一日游原价158元特价98元
女55岁男60岁以上天天发

老君山+寨沟二 日 399 元 周 三 、六 发
宿农家标间含往返中灵索道

宁夏 沙坡头+内蒙古通湖四日座位499元卧铺599元
每周五发 宿一晚 二早一正餐 无强制自费

+ 漳 河 二 日
369元周六发
+京娘湖二日
268元周六发

烟台蓬莱威海四日
399元 周五发

+ 三 峡 大 坝+唐城
三日特价458元周五发
天门山+凤凰古城四日
699元周五发宿三晚

扬州
青岛
车溪

+ 唐 城 二 日
329 元周六发
+ 唐 城 二 日
329 元周六发

瘦西湖+个园+宿迁
三日 499 元周五发
海底世界+日照三日
399 元 周 二 五 发
+三峡大坝+唐城
三日 499 元周五发

+ 唐 城 二 日
329元周六发
+ 宝 泉 二 日
329元周六发

东西连岛+宿迁三日
369元 周二五发

纯 玩 三 日 游
299元周二五发

巴人河+土司城+女儿城
三日368元 周五发恩施

西陵峡
张家界

木兰草原
云雾山

云雾山
司徒小镇
连云港
日照

崆峒岛

唐 城
东太行

华通旅行社是我市唯一一
家四星级旅行社，20 年致力于

“夕阳红”旅游产品的研发、操
作，发团量超 8 万人次，被誉为

“夕阳红”旅游专家。近期，华通
旅行社推出活动，凡在华通控股
的海外国旅各门店报名（所有线
路）即送价值68元惠民卡一张，
8日以上线路2人报名立减500
元，6日以上线路4人报名立减
500元。

※5月 21日俄罗斯、东
北跨国专列

A线 东北三省哈尔滨、海拉
尔、呼伦贝尔大草原、鄂伦春、加
格达奇、布苏里、阿里河、嘎仙
洞、满洲里国门、中俄边境、吉林
长白山天池、沈阳故宫空调专列
12日游 2880元起

B线 东北哈尔滨、牡丹江、
绥芬河、镜泊湖、俄罗斯海参崴、
沈阳故宫空调专列12日游 3980
元起

※5月 27日、30日 6月
8日、15日漠河北极村号

东北三省哈尔滨、吉林长白
山天池、漠河北极村、海拉尔、呼
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国门、中
俄边境、沈阳故宫、北戴河空调
专列13日游 2780元起

※6月5日环游新疆14日

新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吐鲁
番、伊犁那拉提草原、中哈边境霍
尔果斯口岸、赛里木湖、薰衣草庄
园、哈密、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
牙泉空调专列14日游 3480元起

※5月21日：【甘南遇见
青海】——兰州、甘加草原、青
海湖、茶卡盐湖双卧6日980
元

行程亮点：朝圣礼佛-拉卜
楞寺 最美草原-桑科大草原 天
空之镜-茶卡盐湖 库库诺尔-青
海湖

线路特色：横跨甘、青二
省，游历草原、寺院、雪山、森
林、湖泊；虔诚地接受一次心灵
的洗礼

超值赠送：兰州牛肉拉面
特色安多藏寨 AAA 中华黑枸
杞苑 青海老酸奶 正餐升级 25
元标准

※5月25日：环游新疆，喀
纳斯、禾木村、福海银沙湾、五
彩滩、吐鲁番、天山天池双飞8
日1980元

【乐享品质】：安排当地精选
四星+五星标准商务酒店住宿；

【视觉惊艳】：雪山、湖泊、沙
漠、雅丹地貌、民族风，一条行程
全部体验、不走回头路；

【无忧旅程】：全程无自费，
一价全含，无压力，轻松游新疆。

1 送：赠送价值 280 元摄影
家的天堂-神的自留地-禾木景
区

2 送：赠送价值 150 元唯一

注入北冰洋河流-【天下第一
滩】-五彩滩

3 送：赠送价值 188 元维吾
尔族家访，欣赏维吾尔民族原生
态表演

4 送：赠送价值 380 元回族
饮食文化代表-九碗三行子

5送：赠送价值2980元维吾
尔族宴请最高礼——烤全羊（超
过20人必送）

※五彩兴安岭·梦幻阿
尔山包机

穿越大兴安岭、阿尔山、走
访白狼林俗村、奥伦布坎、呼伦
贝尔大草原诺干湖、科尔沁草
原双飞5日2650元 5月 10日起
每周二、四、六发团

中兴路汽车站售票大厅电
话：2222066。佳田国际大酒店
一楼大厅电话：2699880。文化
宫 北 门（南 68 米）店 电 话 ：
2860666。

（晚宗）

2018“夕阳红”旅游专列开始报名啦！

华通旅行社成立20周年 百万让利大酬宾

据新华社合肥 5 月 13 日电（记者
周畅）13日清晨，随着选手们陆续跳入
水中，2018玄铁系列赛-黄山站暨2018
黄山·太平湖国际铁人三项精英赛拉开
帷幕。

在太平湖里进行 1.9公里的游泳，
随后开启75公里的自行车征程，再经
过 21.1 公里的越野登山跑到达终点。
从起点到终点的98公里“游骑跑”，从
山底到山顶近两千米的海拔落差，让选
手们用脚步丈量着山湖美景，也体验到
了“又美又虐”的赛道。

随着体育旅游的不断发展，景区里
的赛事日益多见。

“在这里比赛是一种享受，也是对
自我极限的一种挑战。”1984年出生的
曾文波曾专注于越野登山，在2015年
接触铁人三项后，他就热爱上了这种挑
战极限的感觉，曾在全国各地多次参加
这类比赛，也因为比赛深度体验了不同
景区的风景。

在第三次来到黄山太平湖参赛的
曾文波看来，这里的基础设施、后勤服
务、组织经验都在不断提升，也让他想
着“明年继续来参赛”。

黄山市黄山区副区长曾莉表示，该
区提出建设太平湖运动休闲小镇后，两
年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品牌赛事举
办，有效促进了体育+旅游的深度融合。

目前，太平湖所在的黄山区建成了
环湖公路、高尔夫球场、国家摩托艇训
练基地、奇瑞黄山露营地、东黄山户外
运动基地、安徽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一
批旅游和训练设施。已成功举办过国
际铁人三项赛、国际摩托艇邀请赛、全
国公开水域游泳赛、环湖自行车赛、黄
山国际登山越野赛等一批有一定影响
力的赛事。

据统计，近几年来，黄山区举办全
国性体育赛事，知名度、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参赛运动员以每年40%的增幅增
加。

体育旅游吸引
更多选手
用脚步丈量美景

昨天，在江苏省海安
县城东镇石庄村，农户在
搬运待售的玫瑰花。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
县把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部分乡镇
围绕食用玫瑰大力发展种
植、观光、加工等相关产
业，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新华社 发

玫瑰香溢
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