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销售价】
（指定双人间需每人加300元人民币）
双飞6日：
内舱家庭房：4580元/人 海景家庭房：4880元/人
阳台家庭房：5180元/人 随机家庭套房：5480元/人
双卧11日/12日（单位：元/人）：

内舱家庭房 海景家庭房 阳台家庭房 随机家庭套房
上铺 3580 3880 4180 4480
中铺 3780 4080 4380 4680
下铺 3980 4280 4580 4880

本版采写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吨位：
8.7万吨
层数：
12层
客舱：
1105间
满载：
2680人
长：
290米
宽：
32米
船员乘客比：
1：3

大西洋号

小档案

◆这是一艘非凡之船：歌诗
达邮轮大西洋号，中国首个环球
邮轮，2015年3月~5月，环游世界
86天；2016年11月底~2017年1月，
环游太平洋绝美海岛46天！她是
艺术之船，全船共有来自意大利
著名艺术家的各类壁画、雕塑、
艺术品等450余件，价值6000万
人民币，够得你欣赏、拍照。

◆这是一次集体狂欢：玩邮
轮千万不要“只是看看”，我们要
你“开心融入”。除了船上本来就
有的娱乐项目外，我们将特别举
办“海上千人广场舞邀请赛”、

“海上麻将‘雀神’比赛”，更有
“海上金婚/全家福主题摄影”、
“美食试吃官”、“国际舞蹈培训”
等一系列创意活动，每个人都能
在船上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你有3种行程可选：本航
次在上海登船，中途在日本长崎
停靠。你可以选择搭乘飞机从成
都往返上海，也可以选择乘坐旅
游卧铺专列往返上海。专列我们
也设计了2条线路供你选择，一
是成都-鹰潭-黄山-上海；二是
成都-湘潭-韶山-上海。

◆这是一次高性价比旅行：

3种行程，双飞6日4580元/人起、
专列双卧11日/12日3580元/人
起，价格不贵，更有各种比赛的
奖金及特殊礼物相赠。因为这是
西南地区的首次整包船，比起营
利，我们更看重荣耀，当然更希
望与你分享这荣耀！

你好！大西洋号

大西洋号是歌诗达邮轮船
队中的旗舰船，充斥着精美绝伦
的意大利设计、弥漫着浓郁的艺
术气息，被业界誉为“艺术之
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威尼斯，
载着客人环游地球86天、环游太

平洋46天的都是她！

我嗨！这船咱包啦

大西洋号整包船，为川渝客
人量身定制，我们的目的是——
让你耍尽兴！你可以吹着海风、
听着海浪舒舒服服地打麻将。我
们设置了“雀神”比赛正规赛制，
冠军的奖金高达3000元哦；喜欢
跳舞的朋友，“大西洋杯”海上千
人广场舞邀请赛就是你的舞台！
比赛为团队而设，约上你的舞伴
们（每支舞队人数不低于12人），
参与就有奖，比赛获奖还有现金
奖励，冠军队奖励5000元！

包下一整艘
邮轮是什么概
念？我们将让这
艘船更贴近生活
和兴趣！我们要为
川渝两地的客人
量身定制一次川
渝安逸与意大利
慢生活有机结合
的非凡之旅！吃什
么、玩什么、怎么
玩，全都充分考虑
川渝特色！整艘船
上的客人都是咱
们川渝兄弟，没
错，这次歌诗达大
西洋号的“官方语
言”，就是我们四
川话！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

首次免费
一日游报名啦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
部首批会员招募工作已近尾
声。6月6日，我们将举行俱乐
部的首次免费一日游活动，今
起接受会员报名。会员可拨打
电 话 028-86513931、
86781911，报上你的姓名和
会员卡号，我们将为你登记。
登记后即视为报名成功，不可
取消。一日游报名截止日期为
5月31日。会员的首次免费一
日游活动，我们挑在端午节之
后，选择了彭州阳平观竹海-
海窝子古镇-白鹿镇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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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观位于彭州市新兴镇
阳平村，始建于东汉末年，在道
教文化发展、传播过程中占有重
要地位。阳平坐落于群山之中，
背靠龙门山脉，湔江清流环绕，
四周松柏如盖。满山的竹林是一
大特色，微风吹来，清幽竹叶摇
曳，好不逍遥，难怪有人说这里
是小蜀南竹海。

海窝子古镇是古蜀王国开
国中心之一，蜀王柏氏建都于
此，拥有成都古镇中最长的一

条 古 街 。明 清 风 格 的 古 镇 老
街，恢复了牌坊、古戏台等建
筑。这里比较清静，适合漫步
拍照。

午 餐 后 我 们 将 前 往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白鹿镇。白鹿
场老街，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九
年，是成都十大古镇之一。白鹿
镇森林覆盖率达90%，有“天然氧
吧”之美誉，欧式风情街区为客
人带来纯正的法式体验。

另外，会员卡名额仅余少量，

报名从速。会员八大福利如下：
1、免费享受一年4次周边一

日游活动；
2、赠送600元旅游代金券

（用于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
相关旅游产品的费用抵扣，具体
使用方式见代金券说明）；

3、每年可免费领取周边景
区门票3次，一次2张；

4、健康养生讲座（不定期举
行，仅限会员参加）；

5、才艺比拼（不定期举行，

仅限会员参加，参与者会有机会
获取价值不等的礼物）；

6、特别赠送“五常稻花香”
大米500g（不勾兑、不抛光、不加
香；农家自种，安全放心）；

7、特别赠送蓝光活力心天
然矿泉水1件（24瓶）；

8、赠送吴铭火锅底料大礼
包1件。
【会员报名看过来】
◆ 咨 询 热 线 ：028-86513931、
86781911

◆报名地址：锦江区书院西街1
号亚太大厦8楼成都商报环球旅
游俱乐部（仅工作日上班时间）
◆报名请携带身份证复印件

◆仅此一团：6月3日（限30人，5月23日报名截止）
（此产品可使用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旅游代金

券100元）
上周，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推出的俄罗斯红色

怀旧之旅吸引了不少读者，11999元的价格与市场上其他
俄罗斯产品相比看似偏贵，可仔细对比后，客人自会明
白，这是有品质保障的舒适之旅，四川唯一白班机，当地
四星酒店，全程不推自费，包含小费，全程佩戴讲解器，客
人可以舒适而深度地体验俄罗斯的精华景点。根据客人
的相关意见，我们紧急对本款产品的出发时间稍作调整
并适当延长了报名时间，希望更好地服务于大家。

在莫斯科，除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老阿尔巴特大
街、莫斯科大学、亚历山大花园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
景点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金环小镇（以莫斯科为起点，
从东北方伏尔加河，往西南绕行一圈回到莫斯科，将中
世纪七座充满魅力的文化古镇串联起来，形成如项链般
的环形，故为“金环”）中最具特色的三个小镇：谢尔盖耶
夫、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里。

圣彼得堡被称为北方威尼斯，你将一一造访涅瓦
河、瓦西里岛、叶卡捷琳娜花园、彼得夏宫花园等著名景
点，艾尔米塔什皇宫博物馆（冬宫）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本周日（5月21日）上午10：00，曾
任此夏令营带队教官的Jeremy Hogan
将带来关于西点领导力夏令营的分享
会；分享会报名电话：028-86513931、
86781911

◆15天行程仅此一团：7月31日
（限24人，适合10岁~17岁孩子）

上周，成都商报环球俱乐部推出了
为孩子们打造的首个产品——美国东
西海岸15日西点军校领导力夏令营，咨
询电话不断，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
对西点军校领导力夏令营充满了好奇。
为此，我们邀请到曾任此夏令营带队教
官的Jeremy Hogan，于本周日（5月21
日）上午10：00，在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书
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8楼的成都商报环
球旅游俱乐部，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
分享会。

西点军校领导力夏令营营员将在
外教的指导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5
天的封闭训练结束后，合格的营员将获
得自己的结业证书。此外，我们为孩子
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旅行观光行程，斯
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3
所知名学府以及格里菲斯天文台是孩
子们行程的重点。硅谷也是目的地之
一，孩子们将走进英特尔博物馆，感受
现代科技气息。环球影城一定是孩子们
喜欢的地方，新开放的哈利波特魔法世
界定会让孩子们震撼不已。
分享会现场四大福利：

福利1：分享会现场报名夏令营者，
抽取一位立减2000元/2人；

福利2：到场的家庭，每家送吴铭火
锅底料大礼包一套（价值88元）；

福利3：到场的家庭，每家送美式复
古木板画一幅；

福利4：分享会上将随机小礼品赠
送，如U盘、行李牌等。

6 月 6 日 ，彭 州 阳 平 观 竹 海 、海 窝 子 古 镇 、白 鹿 镇 走 一 转

9月 我们包船去海上狂欢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旅游百事通、歌诗达邮轮倾情巨献

西南首次

对低价游说不
来一次舒适的俄罗斯之旅

美国西点军校
夏令营招营员啦

元

◆报名地址：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8楼成都商
报环球旅游俱乐部（仅工作日上班时间）
◆或添加微信咨询详细行程：fazai52099
◆成都出发微信公众号：进入“成都出发”微信公众号，
了解详细行程。（扫描版面二维码关注参与活动）

速来报名

A、摩洛哥寻梦撒哈拉 走进现实版《天方夜谭》
仅此一团：6月22日，限24人（9晚11天14999元一价全含）
（此产品可使用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旅游代金券100元）
B、10800元玩转美西 顺带逛逛墨西哥
仅限3个团期，每团29人：6月5日、6月13日、6月26日
（此产品可使用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旅游代金券100元）

另有2款产品供选择

咨询热线：
028-

86513931
86781911

即 /时 /播 /报

整合全球智慧资源
以“全球智慧链”助力“一带一路”

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行。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受邀出席开幕式。会后，潘刚又
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先生进行了
友好会谈。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要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建设，将
‘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施瓦布教授提出要以最佳的
方式发挥全球市场的力量。这些重点观点都为伊利国际
化布局中‘全球智慧链’的构想提供了更明确的方向指
引。”潘刚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伊利将不断推进“全球织
网”国际化进程，力争在构建“全球智慧链”方面取得更多
实实在在的成果，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全球消费者。

“一带一路”战略，给企业带来了整合全球资源、汇
聚全球智慧、融入全球价值链，来推动行业发展和自身
发展的机会。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欧洲研发
中心、大洋洲生产基地……伊利的全球织网战略正是在

“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对“合作共赢”的实践。潘刚认为，
伊利的全球化不仅是整合全球的优质自然资源，还要通
过整合全球的标准、人才、智力等资源，建立“全球智慧
链”，让跨越全球的智慧共享与碰撞，与当地社会实现共
赢与发展。 （何筝）

金龙鱼助力中国美食
登顶纽约联合国总部

5月25日至6月2日，由中国烹饪协会、中国粮油领导
品牌金龙鱼联合主办的“中国美食走进联合国，享誉美利
坚”活动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及纽约联合国总部盛大举
办。该活动出征仪式日前在北京隆重举行，同时由中国烹
协、金龙鱼与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联合发起的《中国美
食海外认知度调查报告》也在会上正式对外发布。

据悉，此次“中国美食走进纽约联合国总部，享誉美
利坚”活动，是金龙鱼与中国烹饪协会一系列合作的延
续。近年来，金龙鱼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美食申遗。
2015年3月，金龙鱼协助中国烹饪协会走进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踏上中国美食申遗的征程；2015年5月，金龙鱼
在扬州与八大菜系领军大师签约，整合八大菜系的力量
助力中国美食申遗和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2015年-2016
年，金龙鱼更携手各菜系大师举办了川、徽、浙、鲁等菜系
民间厨艺大赛，号召和影响了更多民间厨艺高手，为地方
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发扬传承共同努力。 （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