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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出境游

埃及8800元降至7199元

有出境旅游规划的朋友们一定

要到旅游节特卖会上逛一逛。因为本

次旅游节成都出发降价幅度最大，各

种线路的价格都比市场上要低很多。

其中，境外游埃及一地深度游甚至降

幅高达1600元。从成都到埃及8日游的

市场价大多是8800元， 本次旅游节上

特卖价为7199元/人。8天全程无指定

旅游购物店，玩转埃及，体验古埃及

文明。

境外游除了埃及， 西班牙一地深

度游也非常给力， 以上千的降幅在旅

游节呈现。市场价需要14360元，旅游

节两天现场特价13800元。5月，去西班

牙这个激情的国度， 游览神秘迷人的

阿尔卡萨尔城堡， 壮丽典雅的西班牙

广场， 各种风格交相辉映的大教堂充

斥着大街小巷……

自助游

越南4500元降至3780元

以最省钱的自助游方法背着包去

旅行吧。这次旅游节特卖会针对喜爱自

由行的朋友准备了最实际超低价线路。

五一小长假就快到了，带上家人玩转水

墨丹青的凤凰古镇吧，门票、住宿全包，

行程由你自己安排， 而这只需每人600

元，不仅如此，大型民俗情景剧《烟雨

凤凰》和夯苗寨、矮寨大桥一日游自选

行程也有相应折扣，让你花最少的钱深

入体验当地民情。

除了凤凰古镇纯自由行，还有越南

的河内芽庄半自由人行程也是大幅度

降价。原价4500元的行程，旅游节上特

价3780元。越南是个热情的民族，游走

在河内这个历史名城中，看它的历史沧

桑，老城的街道狭长。或者去芽庄享海

天连成了一片，洁白柔软的沙滩，椰林

树影随风摇曳。

夕阳红团

凤凰古镇1780元降至780元

旅游节特卖会送给老年朋友的礼

物，就是让他们老有所乐。旅游节两天，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夕阳红团，特

地以超低价回馈新老客户。 坐上火车，

去张家界呼吸新鲜空气， 看满色春意，

品奇山怪石，领略秀美风光。去凤凰古

镇，享受休闲人生，感悟古镇历史；而这

6天行程，市场原价1780元，现在旅游节

特价780元。同时，桂林阳朔夕阳红团也

有大幅度降价，这条线路市面价格1200

元，旅游节特价只需850元。

据悉， 旅游节期间还有港澳专列、

河南西安双卧等多个老年夕阳红团行

程的超低价供你选择。我们还会派出适

合老年团的专业领队，让整个行程轻松

自在。这么实惠的价格，可得抓紧来现

场报名了。

2014年春季天府国际旅游节

本周末在东郊记忆与你不见不散

100多条线路大特卖

百万元优惠等你抢

特卖

会

本周六，2014春季天

府国际旅游节将在成都东

郊记忆中央大道拉开大幕。

除历届最受读者和市民关

注的现场抽奖、单车嘉年华

外，本届旅游节落地展活动

重点推出的旅游特卖会，将

有100多条旅游线路抛出

特价，共计100多万元的优

惠等你来抢。

健康地生活， 快乐地旅

游。4月19日至20日两天，快

到东郊记忆的旅游节现场特

卖会报名吧。 现场报名最高

优惠可达上千元， 国内国外

上百条旅游线路任你挑选。

谁说天上不能掉馅饼，所有来到2014春

季天府国际旅游节现场的市民，都有机会收

获惊喜哟。只要你在现场动动手指，扫一扫

并添加“成都出发”微信二维码，成为“成

都出发”粉丝，即可现场获得矿泉水一瓶。

如果分享“成都出发”微信上的活动内容至

朋友圈， 即可再获得一次现场掷3个飞镖免

费获奖机会。 掷飞镖获免费游活动在4月19

日和20日上下午共四个时段进行。飞镖盘上

的精品分别有：国内游1名，价值1200元；周

边游6名，分别价值200元；精美礼品若干。

参与的具体步骤为：

1、参与者先扫描“成都出发”二维码

成为“成都出发”粉丝

2、录入个人有效信息：姓名、联系方

式、微信ID

� � � � 3、完成以上两步即可在活动展点兑换

飞镖3个，排队按先后顺序参加

4、个人可以通过朋友的微信ID和分享

“成都出发” 活动内容至朋友圈等途径获

得多次游戏的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制图 帅灵茜

时间

4月19日~20日

（本周六、周日）

地点

成都东郊记忆中央大道

（上午9：30-下午5：00）

扫一扫

“成都出发”

现场有惊喜哟

出境游

1

、泰享普吉

5

晚

6

天团

发团时间：4月23、25、28、30日 市场价：3100元 旅游节特价：2680元

2

、本州芝樱物语温泉美食

6

日游

发团时间：5.2日 市场价：6500元 旅游节特价：5590元

3

、 韩国首尔釜山精彩尊享

5

日游

发团时间：5月12.16.20.24.28日 市场价：3200元 旅游节特价：2688元

4

、美国东西海岸大瀑布

+

旧金山

12

日游

发团时间：7月9日 市场价：19800元 旅游节特价：18800元

6

、澳一地经典

4

城

10

天

发团时间：5月14日 市场价：9770元 旅游节特价：7500元

7

、迪拜埃及

10

日游

发团时间：5月19/26日 市场价：9800元 旅游节特价：8999元

8

、西班牙一地深度

11

天

发团时间：5月24日 市场价：14360元 旅游节特价：13800元

9

、河内芽庄

5

日半自助游

发团时间：4月30、5月7/14/21/28� �市场价：4250元 旅游节特价：3780

元

10

、埃及一地超豪华

8

日游

发团时间： 6月12日 市场价：8800元 旅游节特价：7199元

国内游

1

、畅游黄山婺源鄱阳湖 泡亚洲唯一天然朱砂泉踏青双卧

8

日游

发团时间：5月18日 市场价：3720元 旅游节特价：2480元

2

、三亚漫步阳光

5

日游

发团时间：天天发团 市场价：3500元 旅游节特价：2399元

3

、港澳专列

8

日游

发团时间：5月11日 市场价：2000元 旅游节特价：1280元（上铺）

4

、夕阳红福满行：桂林阳朔双卧

6

天

发团时间：4月24日、28日 市场价：1450元 旅游节特价：790元（上铺）

5

、经典广深珠双飞

5

日游

发团时间：4月26日 市场价：3100元 旅游节特价：2360元

6

、呼吸张家界放歌大自然—张家界袁家界凤凰双卧六日游（夕阳红）

发团时间：每周四、五 市场价：1780元 旅游节特价：780元

7

、烟雨凤凰古镇双卧纯自由行

4

日游

发团时间：4月30日 市场价：1200元 旅游节特价：600元（硬卧上铺）

8

、北京、哈尔滨、满洲里、镜泊湖、长白山、山海关专列十五日游

发团时间：5月24�日 市场价：3820元 旅游节特价：3080（上铺）

9

、乌鲁木齐、吐鲁番、鄯善、天山天池 双飞

3

晚

4

日豪华游五星

发团时间：4月25日 市场价：3380元 旅游节特价：2600元

现场报名 现场省钱

部分特价线路一览

埃及、西班牙等出境游的优惠幅度很大

10

、台湾环岛

8

日游

发团时间：6月每周1、3、5、7��

市场价：5000元 旅游节特价：

4600元

11

、桂林，南宁，北海

7

日游（单

卧单飞）

发团时间：4月22日、24日、28

日市场价：2280元 旅游节特价：

168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