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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構名稱 

日期： 2 0 1 3 年 7 月 3 至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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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議的行程 
參訪日程 行程 住宿 

第一天 

7 月 3 日 

（週三）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 南京納

爾達斯

大酒店 

(3 星)

或同級 

 香港乘直航機和深圳航班前往南京 

 抵達機場，乘車出發，現場學習: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晚餐 

 集合送酒店，辦理入住手續，返房休息 

第二天 

7 月 4 日 

（週四） 

 

 

 

 酒店叫早 

北京水

灣磁化

溫泉度

假村(3

星)或

同級 

 酒店用早餐 

 酒店出發集合上車，乘車出發，現場學習:南京軍區大禮堂 

 午餐 

 集合上車，乘車出發，現場學習:中山陵紀念活動 

 集合上車，乘車出發，前往南京站，乘高速列車到北京 

 抵北京後接車前往晚餐。 

 晚餐 

 返回酒店 

第三天 

7 月 5 日 

（週五） 

 叫早 

北京水

灣磁化

溫泉度

假村(3

星)或

同級 

 集合乘車出發，天安門觀看升旗儀式 

 參觀天安門廣場 

 早餐 

 進入人民大會堂參觀 

 午餐 

 現場學習: 午餐後前往軍訓。 

 下午活動結束後前往餐廳用晚餐 

 晚餐 

 返回酒店 

第四天 

7 月 6 日 

（週六） 

 叫早 
北京水

灣磁化

溫泉度

假村(3

星)或

同級 

 早餐 

 早餐後集合乘車出發，參訪居庸關長城。 

 午餐 

 參訪圓明園 

 晚餐 

 返回酒店 

第五天 

7 月 7 日 

（周日） 

 叫早 北京水

灣磁化

溫泉度

假村(3

星)或

同級 

 早餐 

 集合乘車，乘車出發， 

 現場學習: 盧溝橋。 

 現場學習: 抗日戰爭紀念館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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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參觀部隊或指定交流活動 

第六天 

7 月 8 日 

（週一） 

 叫早  

 早餐 

 上午參觀遊覽清華大學或北京大學。 

 午餐 

 集合乘車，前往北京機場。乘機返回香港 

 

*** 上述行程僅供參考，具體以考察後實際情況安排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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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議的酒店  南京北京  

按大會要求，向 500 名團員提供 3 星級酒店標準雙人間住房。建議的酒店如下： 

 

南京 - 南京納爾達斯大酒店 (或同級) 

南京納爾達斯大酒店是一家集餐飲、住宿、

會議、娛樂為一體的多元化商務酒店。舒適整潔

的客房，精致、大氣的裝修設計風格，讓每位入

住賓客，體驗獨一無二的尊貴之旅。 

 

南京米蘭假日大酒店 (或同級) 

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第三商圈——

中央門立交橋附近，是一家以商務、休閒、購物為一體

的綜合性、多功能的商務型酒店。 

 

北京 - 北京花水灣磁化溫泉度假村 (或同級) 

被譽為“人間瑤池”是北京乃至國內首家天然磁

化溫泉度假村，也是目前離市區最近的溫泉養生聖

地，被評為“2008 中國十大溫泉休閒基地”，其位於

距北京市區 20 餘公里的北京市順義區高麗營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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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博瑞飯店  

座落於北京城南，緊鄰五環，交通便利， 四 通

八達，是一家集餐飲、客房、娛樂、休閒 為 一

體的綜合性四星級酒店。飯店毗臨著名的 航 太

科技城，距首都國際機場僅 30 分鐘車程， 位 置

優越，盡享地利。飯店外觀典雅，內部環 境 豪

華、溫馨、先進的管理和無微不至的個性化服務，是您在北京商務和觀光的理

想去處。  

B.  建議的餐廳  

向團員提供全程所有餐膳，並為有特殊飲食要求的團員（如特定食物過敏、素食、

清真餐等）提供特別餐食。參考的餐廳如下： 

 北京餐廳詳細情況 

北京 

餐廳 

名稱 

新北緯飯店 前門建國 金鼎軒 怡和春天 鑽石大酒樓 

地址 
宣武區西經路 11

號 

宣武區永安路 175

號 

朝陽區安惠北裡

逸園 15 號 

東城區東土城路 12

號怡和大廈 5 樓 

復興門內大街 49

號 

電話 6302 3569 63016688 64978168 64489900 6601 8080 

 
405 平方米 430 平米 3000 平米 8000 平米 110 平米 

容納 

人數 
300 人 280 人 

A+B 區 

可容納 500 人 
大廳 500 人 

1 樓大包間可容納

180 人 

停車 

情況 
專用停車位 專用停車位 專用停車位 專用停車位 專用停車位 

衛生間 
酒店 1 樓、2 樓

男、女各 1 間 
1 樓 2 樓男女各 1 間 1樓 2樓男女各 1間 5 樓 6 樓男女各 1 間 

1 樓男、女衛生間

各 1 間 

附近 

醫院 
友誼醫院 友誼醫院 安貞醫院 煤炭醫院 協和醫院 

醫院 

電話 
63014411 63014411 64412431 64667755 8806 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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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緯飯店                                  怡和春天 

 

C. 南京至北京高鐵時刻表  

車次   時間   時間 

G146   1601-2016  4H15 

G18   1609-1955  3H46 

G148  1636-2035  3H59 

G150  1641-2048  4H07 

G20   1709-2055  3H46 

D. 建議的航班  

全力爭取理想航班機位, 盡量選擇直航機位，如若往南京機位太緊張亦會建議先抵

上海再乘高鐵到南京, 航班以確認委託訂位為準。 

 

1. 香港出發參考直航： 去程 香港 - 南京  KA810 起飛 1040 到達 1310 

      回程 北京 - 香港  KA909 起飛 1630 到達 2005 

     去程 香港 - 南京  KA862 起飛 1855 到達 2120 

      回程 北京 - 香港  KA993 起飛 1830 到達 2205 

     去程 香港 - 南京  HX216 起飛 1100 到達 1255 

      回程 北京 - 香港  HX313 起飛 1800 到達 2135 

                    去程 香港 - 南京  HX218 起飛 2035 到達 2310 

      回程 北京 - 香港  HX313 起飛 1800 到達 2135 

 

2. 深圳出發參考直航： 去程 深圳 - 南京  CZ3559 起飛 0800 到達 0950 

      回程 北京 – 深圳  CZ3160 起飛 1500 到達 1810 

      

  

車距 3 分鐘 3 分鐘 10 分鐘 5 分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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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景點介紹  

大屠殺紀念館     為紀念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城之後製造的駭人聽

聞的大屠殺事件而建造，位於原日軍大屠殺萬人坑遺址上，1985

年落成，1995、2009 年兩次大規模擴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直觀地瞭解中華民族不可抹殺的歷史悲劇，幫助 90 後一代更好地

瞭解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南京軍區大禮堂    為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舊址，1945 年，中國戰區侵華日軍

投降簽字儀式在此舉行。本建築建成於 1929 年 3 月，混合結構，

歐式風格。新中國成立後，此建築成為解放軍軍事學院禮堂。本

建築群包括一棟保留老建築和新建一棟大禮堂、一棟軍史館、一

棟小禮堂及圖書館，形成四位一體的規劃格局。改建整修之後，

複建鐘樓，並把後來接建、破損嚴重的軍區禮堂改建為軍史館。

採用大量石材幕牆，尊重原有建築的風格理念，強調通過改造設

計營造一種現代元素與古典元素相互和諧的場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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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 中山陵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866～1925)的陵墓。坐落

于南京紫金山東峰小茅山的南麓,東毗靈谷寺,西鄰明孝陵,整個建築

群傍山而築,氣勢宏偉。主要建築有：牌坊、墓道、陵門、碑亭、祭

堂和墓室等。從空中往下看,南京中山陵就像一座平臥在綠絨毯上的

"自由鐘"。中山陵坐北朝南,陵墓入口處有高大的花崗石牌坊,上有中

山先生手書的"博愛"兩個金字。從牌坊開始上達祭堂,共有石階 392

級,8 個平台。台階用蘇州花崗石砌成。 

天安門廣場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天安門廣場，於 04:52 分觀看莊嚴的升國

旗儀式，每天清晨天安門廣場都舉行莊嚴的升國旗儀式。天安門廣

場北起天安門，南至正陽門，東起歷史博物館，西至人民大會堂，

南北長 880 米，東西寬 500 米，面積達 44 萬平方米，可容納 100

萬人舉行盛大集會。廣場中央矗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莊嚴肅穆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6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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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紀念堂，廣場西側是人民大會堂，東側面是中國國家博物

館。 

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是黨、國家和各人民團體舉行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也

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和人民群眾舉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動的場所。

人民大會堂坐西朝東，南北長 336 米，東西寬 206 米，高 46.5 米，

占地面積 15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7.18 萬平方米。1958 年 10 月

動工，1959 年 9 月建成，僅用了 10 個多月的時間就建成了，創造

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大創舉。 

西點軍事訓練營 西點訓練營是中國最早創立的以“傳播軍旅文化”為宗旨，致力於“軍

事管理商業化應用”研究和實踐，幫助企業打造執行力、提升凝聚力

的專業訓練機構，是中國軍事拓展訓練營第一品牌，中國執行力訓

練頂尖機構，是近在身邊的西點軍校，被社會各界譽為：“企業的軍

校  精英的搖籃”.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7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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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關長城 居庸關長城是京北長城沿線上的著名古關城，位於昌平縣城以北 20

千米的峽谷中，居庸關形勢險要，是長城重要的關隘，自古為兵家

必爭之地。現存的居庸關城，始建於明洪武元年（西元 1368 年），

城垣東達翠屏山脊，西駛金櫃山巔，周長 4000 余米。居庸關口這裡

山巒間花木鬱茂蔥籠，仿如碧波翠浪，故有“居庸疊翠”之稱，被列為

“燕京八景”之一。 

圓明園 圓明園，坐落在北京西郊。它始建於康熙 46 年（1707 年），由圓

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三園組成。有園林風景百餘處，建築面積約

16 萬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 150 餘年間創建和經營的一座大型皇家

宮苑。圓明園有“萬園之園”之稱。1860 年 10 月，圓明園遭到英法聯

軍的洗劫和焚毀，此事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頁屈辱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9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1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1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7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55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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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 亦作蘆溝橋，在北京市西南約 15 千米處豐台區永定河上。因橫跨盧

溝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盧

溝橋全長 266.5 米，寬 7.5 米，最寬處可達 9.3 米。有橋墩十座，共

11 個橋孔，整個橋身都是石體結構，關鍵部位均有銀錠鐵榫連接，

為華北最長的古代石橋。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此發動

全面侵華戰爭。宛平城的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亦

稱“七七事變”）。 中國抗日軍隊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 

抗日戰爭紀念館 位於豐台區宛平城內，距市中心 15 公里，坐落在著名的盧溝橋東面

的宛平城內。1987 年 7 月 6 日“七七事變”爆發 50 周年前夕落成。紀

念館占地 4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近 2 萬平方米，展覽面積 6000 平方

米，整個台基有 8 級臺階象徵全國人民 8 年抗戰，二進台基有 14 階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5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1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1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2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9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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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階象徵東北人民 14 年的抗戰。由鄧小平題寫館名。由序廳、展廳、

半景畫館三部分組成。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是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坐落於北京西北郊風景秀麗的清華

園，是中國高層次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清華大學

始建於 1911 年，初名清華學堂，當時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預備學

校。1912 年更名為清華學校，為嘗試人才的本地培養，1925 年

設立大學部，同年開辦國學研究院，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遷長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

辦學，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遷至昆明，改名為國立西

南聯合大學。1946 年，清華大學遷回清華園原址複校。 

北京大學 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以最高學府身份創

立，最初也是當時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行使國家教育部職能。

北京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獨特地位。北大催生

了中國近代最早的現代學制，開創了中國高校中最早的文科、理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2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2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08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1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5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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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科、商科、農科、醫科等學科的大學教育，是近代以來中國高等

教育的奠基者，並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 

  

http://baike.baidu.com/view/604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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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香港陪同 -領隊安排  

按照大會的要求，參加本次活動的各持牌專業領隊需能夠使用流利的廣東話和普通

話進行溝通，全部為本公司所挑選之熟悉中國歷史文化、和團員容易溝通，並有接待團

員團隊豐富經驗的優秀精英。具體要求如下： 

培訓  

通過出發前的培訓，每位領隊及工作人員必須熟悉服務計劃中的每一個環

節，包括過關、接送站、用車、用餐、酒店及參訪點等情況，提前落實各項細

節，詳細準確地瞭解是次活動的要求。盡心、盡職和盡責地做好各項相關業務，

以使活動能達成預期中的效果。 

配合  

領隊及工作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品德作風，有接待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

嚴格按照排程統一行動，服從安排和調度；要特別強調配合工作的重要性，包

括和當地導遊和工作人員的配合、與其他領隊的配合、與司機及其他工作人員

的配合等。 

應變 

此團由於人數多，可能會出現各種突發事件，如證件丟失、財物丟失、生

病、受傷等計劃外情況。這就要求領隊要隨時提醒團員注意保管個人財務、注

意安全；如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要熟知處理的應急流程，嚴格按照突發事件

流程執行，將損失降到最低。 

用餐  

每次用餐，需按照規定的時間抵達餐廳，待團員開始用餐且一切無誤後方

可離開，在用餐過程中和用餐即將結束前，需要前往各自負責的餐桌前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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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每次上/下車都必須點清人數。務必向團員強調有關安全注意事項，叮囑團

員們不能單獨離隊，離隊須取得同意。時刻提醒團員保管好個人財物和證件，

做好預防工作，防患於未然。 

著裝 

要佩戴工作人員證或領隊證，要按照本團隊的著裝要求穿着 : 領隊需穿香

港中旅領隊服。 

 

 

G.  當地陪同 -導遊安排  

按照大會的活動要求，本活動將選用當地持牌導遊，並優先選用榮獲過嘉獎的優秀

導遊，保證每輛車都派一名導遊，具體要求如下： 

講解 

工作態度熱情、耐心、負責。做好細緻的準備工作，熟悉活動地點及相關

的講解內容，講解內容深入淺出、生動有趣，能夠提供富有教育性、資訊性的

內容。 

接送站 

明確接送站的具體流程和細節。團隊抵達或離開當天，提前與相關車站或

機場聯繫，確認相關車次或航班的確切抵達或離開時間。留有充足的時間抵達

抵離地點，嚴禁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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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熟悉住宿酒店的情況以及酒店周邊情況，熟悉所用房間的分配情況。導遊

輪流負責每天回到酒店後至晚上 23：00 之前大廳值班工作，負責處理或解答

團員們的問題。輪流每天負責早餐廳用餐情況，提前到餐廳落實餐位，解決用

餐中發生的問題，必須時要聯絡負責酒店的工作人員及時有效處理問題。 

應急 

熟悉酒店、餐廳、參訪地點附近的醫院。熟悉各種突發事件發生後的應急

預案及處理方法和流程，如有意外發生按照流程第一時間上報並積極配合處理

解決。必須保持 24 小時手機開機，聯絡暢通，便於隨時聯繫。全程和領隊及其

他工作人員全力配合，積極主動照顧全體團員。 

 

H.  大型團隊相關經驗  

港中旅在相關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與國家教育部聯絡，落實 2010「薪火相傳: 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 國民教育交

流計劃」北京、天津、西安、上海、鄭州、南京六地 2500 人團員交流團。 

 與國務院僑辦聯絡，負責每年 4,500 位海外華裔及港澳臺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

活動。 

 與四川省教育廳聯絡，落實「薪火相傳: 情繫巴蜀 國民教育交流計劃」1000

人交流活動。 

 曾與北京市旅遊局聯絡，落實「2007 年國際青少年共同唱響奧運主題曲團員

交流團」，人數 500 人。 

 與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世博局聯絡，落實世博主題相關活動，人數 1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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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行政和後勤支援  

以優質服務為宗旨，向相關關心該交流活動的社會團體與個人，團體提供行政聯絡

和後勤支援。具體服務包括交流活動的接待工作，度身訂做行程，以及訂房、訂票、交

通接待等相關的旅遊服務。 

 

J.  照相服務  

為參加是次活動團員，安排提供團體合照，印相分發服務與及代收費用服務。選擇

當地專業的攝影機構，承接該項目的攝影工作，保證質量。 

 

K.  其它服務  

我司可以代訂紀念品、團服等與該項目有關的物品和物資，所產生的設計費、製作

費運輸費，不包括在本報價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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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總體費用  

總人數 500 位， 團費每位港幣 5,880   元 (雙人佔半房計)。 

團費包含行程中所提及項目的服務内容。 

        不包導游、領隊小費 

不包簽証及個人消費。 

我司將依各地法例上公眾責任要求, 如交通工具第三者責任保險安排, 最優質行程

建議。本報價含購買每人平安保險（最高賠償 20 萬）。 

旅遊綜合保險：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請團員根

據個人需要自行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