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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1：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上海 6晚7天（周二、周五、周日抵沪）  

线路2：上海-上海后世博-无锡-南京-苏州-杭州-上海                      7晚8天（周一、周四抵沪）  

南京  无锡  

 
苏州  

杭州  

上海  

起始城市  

终点城市  

 
抵达后游览【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国  

父孙中山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明城墙】定都南京的产物和象征  

，是中国历史上唯—建造在江南的统一全国的都城城墙。随后乘车游览  

【长江大桥】及【夫子庙闹市】及玉器坊。  

行程亮点  

●最受北美客人欢迎、性价比最高的江南线路：  

华东五市：细数江南水乡的柔情，体验后世博，互诉未了情  

六朝古都南京、人间天堂苏杭、江南鱼米之乡无锡让您陶醉在  

江南水乡的美景中  

●独家安排3大特色美食：【新绿波廊】、【姑苏红楼宴】、  

【中国风新派川菜】，尝尽江南经典特色小吃！  

●北美市场最多出团日期（7天团3个出团日期，8天团2个出团日期）  

最大程度满足您的出行需求！  

●"后世博"时代—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  

"后世博"时代才刚刚开始，2010年上海世博会最大亮点—  

"一轴四馆"将会永久保留，没曾赶上世博末班车的您，绝  

不会空手而归！  

●ERA时空之旅--数千万巨资投入、国际级大师团队打造的国际  

级大戏，世界顶级声、光、电、水幕多媒体设备创造前所未有  

的视听震撼！  

●七宝镇：璀璨的沪上水乡，七宝老街，千年古镇，追寻上海的  

美丽传说。  

●全程国际品牌5☆酒店  +  Local  5☆酒店超性价比组合配套！  
 
友情赠送  
 
上海/脚底按摩、香木扇、无锡/惠山泥人、南京/雨花石、  

苏州/丝手帕、杭州/天竺筷  
 
豪华酒店配套  
 
南京：5☆鼎业开元酒店/同级  

无锡：5☆华美达梨庄酒店/同级  

苏州：5☆书香世家酒店/同级  

杭州：5☆西湖金座酒店/同级  

上海：5☆嘉汇华美达酒店/同级  

D04，周五/周一/周三 南京-苏州                BUS     B,L,D 

早餐后 ,  乘车赴苏州。畅游水乡特色的【山塘街】、著名的【寒山寺】。午  

餐后游览【盘门】，中国现存唯一的水陆并联城门 , 是苏州古城的标志之  

一 .【金鸡湖风景区】目前中国最大的城市湖泊公园，堪称二十一世纪苏  

州"人间新天堂"的象征。【圆融时代广场】亲临巨型商业航母，触摸"世界  

第一天幕"。观赏丝绸时装表演。  

D05，周六/周二/周四 苏州-杭州                BUS     B,L,D 

早餐后 , 前往杭州参观 ,  到达后搭乘画舫游览【西湖】欣赏秀丽的湖光  

山色 .【梅家坞茶园】是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也是杭州  

城郊最富茶乡特色的农家自然村落和茶文化休闲观光旅游区。【花港观  

鱼】是西湖十景点之六，是承佛光紫气而幽静的植物园林。随后前往参观  

宝石店。【净慈寺】是杭州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因为寺内钟声宏亮，  

" 南屏晚钟 " 成为 " 西湖十景 " 之一。晚间指定自费项目：杭州西湖之  

夜歌舞表演。  

D06，周日/周三/周五 杭州-上海                BUS     B,L,D 

早餐后 , 驱车前往中国最大的亚洲金融中心 - 上海参观 . 到达后参观【  

城隍庙商业区】、【浦东新区】及【东方明珠塔】( 登塔费用自理 ). 在上海  

东方明珠塔上举目远望，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南浦大桥等全部尽收  

眼底，是饱览上海全景的最佳观赏地。蜂蜜店，了解蜂胶产品。【南京路】  

上海商业的象征，是万商云集的寸金宝地，也是国内外购物者的天堂。晚  

间指定自费项目：夜游黄浦江（含游船）  

D07，周一/周四/周六 上海                          B  

早餐后送机出境  

线路1 团号：RSGHW P7  

开团日期：中国日期每周二、周五、周日 

线路2 团号：RSGHW P8 

开团日期：中国日期每周一、周四 
 
D01，周一/周四 上海                                     X 
接机，送入住酒店  

D02，周二/周五 上海后世博                       B,X,D 

 【世博园参观】：若届时不开放，改为【东方明珠塔】（价值CAD20/人,  
D01，周二/周五/周日 上海                                                 含登塔费用及上海老风情蜡像馆门票费用）和参观【上海博物馆】（不含  

接机，送入住酒店  讲解器）。【七宝镇】：璀璨的沪上水乡，七宝老街，千年古镇，追寻上海  

D02，周三/周六/周一 上海-无锡                   BUS     B,L,D            的美丽传说。【《ERA-时空之旅》多媒体梦幻剧】 

早餐后 ,  驱车前往无锡 .  抵达后游览【太湖景区】及【蠡园】原名漆湖、  

五里湖，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偕美人西施泛舟于此，湖因人而得名，  

园因湖而得名。其次游览【锡惠公园】及古色古香的【寄畅园】、南方珍珠  

养殖中心及紫砂壶茶艺品。  

 

（价值45/ 人）上海标  

志性文化演出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娱乐秀"，演出唯美、浪漫、感人、  

神奇、震撼、惊险，如梦如幻。  

D03-D08的行程同RSGHW P7中D02-D07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路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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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周四/周日/周二 无锡-南京                   BUS     B,L,D 

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会员凭会员卡享受          

CAD$5.00 优惠 

http://www.royalsuntravel.com/


 

【GHWP】大江南水乡特价游价目表  

货币单位：  
 

线路2    7晚8天  
 

GHWP8  

179  

周一/周四抵沪  

129  

 
250  

 
80  

美食风暴席卷而来  

 
独家安排三大特色美食:新绿波廊、中国风新派川菜、淮扬风味  

团费  

有效期  

 
全年价  

(2011.03.01-2012.02.29)  
 

单间差  
 

小费  
（不区分大人小孩）  

线路1    6晚7天  

 
GHWP7  

 
周二/周五/  

99  

 

  

  

  
抵沪  

49  

200  

 
70  

                               1）团费不含小费，小费包含导游。司机以及酒店行李生三方小费：小 

                               费方面大人小孩同价。 

                            2）指定自费项目： 

                               上海夜游黄浦江（船游）+杭州西湖之夜歌舞表演（CAD50/人） 

            备注            3）出发前应付总费用： 

                               团费（参见表格内容）+指定自费项目费用（CAD50/人） 

                            4）以上是针对北美华人成人的价格，18岁以下北美华人小童收费标准： 

                               6-18岁（不含18岁）未成年人占床团费为成人团费+单间差，不占床 

                               的话与成人同价。 

                               2-6岁（不含6岁）儿童不占床团费成人团费×50%： 

                               2岁以下（不含2岁）婴儿（无床）团费为成人团费×10%。 

   详细出团日期表(以下为中国日期)  
江南7天团  

周二抵沪  

 
2011.7.   05,12,19,26  

周五抵沪  

江南8天团  

周一抵沪  

新绿波廊  

以接待世界政要、国宾名流最多而享誉海内外  

月份  

01,08,15,22,29     04,11,18,25  

周四抵沪  

 
07,14,21,28  

2011.8.   02,09,16,23,30     05,12,19,26  

2011.9.   06,13,20,27  

 
2011.10.  04,11,18,25  

 
2011.11.  不出团  

 
2011.12.  不出团  

 
2012.1.   不出团  

 
2012.2.   不出团  

 
江南7天团   

月份  
周日抵沪  

01,08,15,22,29      04,11,18,25  

02,09,16,23,30     05,12,19,26  

07,14,21,28  

 
04,11,18,25  

01,08,15,22,29  

03,10,17,24,31      06,13,20,27  

不出团  

02,09,16,23,30     不出团  

06,20  

 
03，17  

不出团  

 
不出团  

03,10,17,24  

 
01,08,15,22,29  

 
05,19  

 
02,16  

江南7天团  

新增周日（抵沪）出团日期 

2011年8月-12月之间， 

每周3个出团日期：周二、周五、周日 

2011.8.  07,14,21,28  

 
2011.9.  04,11,18,25  

 
2011.10. 02,09,16,23,30  

 
2011.11. 06,13,20,27  

 
2011.12. 04,11,18,25  

 
2012.1.   08,22  

 
2012.2.   05,19  

巴国布衣  

中国风新派川菜，让您在品尝麻辣鲜香的正宗川菜的同时，  
欣赏精彩的变脸表演！  

江南8天团（GHWP8)出团日期不变  

每周俩个出团日期：周一、周四 

指定自费项目：CAD50/人 
 
※上海黄浦江游船夜游 

  不仅在于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代表着上海的象 

征和缩影。还在于黄浦江两岸，荟萃了上海城市景 

观的精华。  

※杭州西湖之夜歌舞表演-www.xhnjghtcom  

  美丽的西湖就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杭州这个古 

老而富有活力的城市。杭州以西湖而著名天下，而 

西湖也为杭州记录她辉煌灿烂的历史。  

¸  

向阳渔港(南京淮扬风味)  

亚洲最大餐厅，可容纳3500人,一流服务顶级大厨带您通往美  
食王国！  

 

搜罗各地风味，尝遍江南小吃！  

风味小吃 

上海/小笼包,新绿波廊  

南京/淮扬风味,盐水鸭  

无锡/弘历乾隆宴,酱排骨  

苏州/姑苏红楼宴,点心宴  

杭州/西湖风味(东坡肉，叫花鸡),巴国布衣川菜(变脸表演)  

2  



 

 

●  欧美市场同类特价江南旅游产品里最高级豪华5星酒店,最丰盛的美食风味,最令人  

陶醉的江南美景,打造最完美的超性价比黄金组合,值得信赖  

●  每周周二、周五、周日（7天团）,每周周一、周四（8天团）,2人起铁定出团  

●  优秀专业导游,引领您追寻物超所值的享受  

●全程国际品牌5☆豪华型酒店+Local  5☆特色园林式酒店  

 

5☆上海嘉汇华美达酒店(Ramada Plaza Gateway Shanghai)  

位于繁华闹市区的超大型全新国际品牌5星级标准豪华酒店，毗邻地铁!  

ഈݚݚݚݚ ղݚݚݚݚ  

酒店咖啡厅 

中西自助餐价值RMB138元/人  酒店中厅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