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境
外欢度春节，为了满足大量客户的
需求，我社为广大游客提供了春节
包机系列产品：2016年2月1日-29日
泰国全线(曼谷/普吉/甲米/清迈)包
机直飞，1月20日-2月19日6班包机
直飞巴厘岛(印度尼西亚)，1月27日-
3月12日塞班岛(美国)包机直飞，2月
1日-2月22日柬埔寨包机直飞，1月
27日-2月29日越南芽庄包机直飞；
让您在春节期间除了可以和家人团
聚，也能和亲友出门旅游，一边过年
一边度假休闲享受旅游的魅力。

泰国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中部，
首都曼谷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芭堤雅是“海滩度假天堂”代名词，
清迈则散发着迷人的古典气质，普
吉岛以其迷人风光和丰富旅游资源

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旅

游区，气候温和多雨，土壤十分肥
沃，四季绿水青山，万花烂漫，林木
参天。巴厘人生性爱花，处处用花来
装饰，因此该岛又有“花之岛”、“南
海乐园”、“神仙岛”的美誉。

柬埔寨存留着“波布红色高棉
政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景象。强烈
对比的人文风情，以及柬埔寨特有
的风土景致，再加上吴哥窟无与伦
比的的历史遗迹，为游客留下了视
觉与心理上的巨大震撼。

芽庄位于越南中部，拥有全越
南最好的海滩，同时也是越南最适
合潜水的旅游地段，如今已成为集
休闲、娱乐、运动、温泉于一体的世
界著名度假胜地。

塞班岛，因其四季常夏、“七色
海水”、“美属海岛”、“4小时直飞”、

“免签入境”、“免税购物”等众多特
有旅游资源，在中国出境旅游的众
多海岛目的地中异军突起，成为中
国游客“家门口”最喜爱的太平洋海
岛度假乐园。

山东省中国旅行社泰安分社是
山东中旅在泰安地区的分公司，成立
于2009年，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泰
安市出境人数最多，旅游业务量(出
境、国内、地接、会展旅游)最大的国际
旅行社。高素质的员工，优良的服务，
赢得了泰安市广大市民的高度认可，
已经成为泰安市旅游行业最好的旅
游品牌！友情提示：春节出境游价格已
出，请务必提前咨询报名，办理相关证
件，以确保及时出游！

农历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
传统节日，更多的人选择举家出游
来欢度新年。去哪里欢度这个重大
节日呢？下面结合以往的旅游经验
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

三亚 国人最为瞩目的冬日度
假胜地。您是否能够想象在冬季穿着
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
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吃着热带
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没
错，这一切在三亚都能实现。

大理 暖暖的阳光、漂亮的风
景加上热情的少数民族风情、艳遇
之都的称号，还不值得忙碌了一年
的你到这里过上慵懒的几天吗？下
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是大
理最著名的四大景观，置身于此，烦
恼自然中断，焦虑自然蒸发，肢体自
然回归，这样的氛围让人留恋忘返。

荔波 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是
荔波山水的缩影，被誉为“山水贵族”，
景区内分布着天生桥、原始森林、峡

谷、暗流、地下湖等，充满神秘色彩，不
长的河段中天然生成了大大小小、错
落有致的70余级瀑布、跌水，千百株树
木全都植根于水中的顽石上。水中有
石，石上有树，树植水中。

春节即将来临，趁着这个难得的
假期，选上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带上
家人一起去旅游吧。在有美丽风景相
伴的旅途中与家人共度新春，是一件
多么惬意的事。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
起来吧！ (泰山文化国旅 张乐)

山东国际旅行社泰安分公司
暨泰安环泰国旅成立以来，根据
中老年朋友的身心特点和需求，
努力践行“让人人享受旅行的乐
趣”的服务宗旨，倾力打造出“宝
岛台湾环岛8日游”、“媚丽泰国8
日游”、“亲历俄罗斯8日游”等自
组团线路，获得中老年朋友一致
好评。“一年之计在于春”，2016年
春天我们为中老年朋友们私人定
制了最合适的出游线路：“炫彩西
欧——— 德法意瑞荷比奥梵卢列10
国15日游”欧洲主题旅游活动！3
月18日发团，泰安起止！全程专车
接送，我社资深领队带团，全程拍
摄录像，赠送集体照、实景光盘、
欧洲转换插头、旅游包帽，让您的
欧洲之行更加舒心放心！

◆ 古 典 与 现 代 的 完 美 融
合——— 德国 莱茵河缓缓流淌、
水声潺潺，胡杨簇拥在河道两旁，
游船、货轮穿梭其间。极目远眺，
高高的山岗突兀地矗立着一座座
千年古堡，喷泉、瀑布、台阶、林荫
小道……或者真的该邂逅一位公
主似的姑娘，才好成全这浪漫！

◆浪漫之都——— 法国 风情
万种的花都巴黎、美丽迷人的蓝
色海岸等，都是令人神往的法国
旅游胜地，20多处风景名胜被联
合国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端庄盛大的卢浮宫、风情万种的
浪漫巴黎、婀娜多姿的蓝色海岸、
誉满全球的巴黎圣母院，构成法
国一道靓丽风景线。

◆艺术殿堂——— 意大利 罗
马是意大利首都，是很多人心中
的一个美梦。水城威尼斯则是意
大利最具有特色的旅行目的地，
大运河是威尼斯深远悠久的心，
这里只有桥和船，你要么依靠双
脚步行于城中，要么就得搭乘渡
轮巴士。佛罗伦萨和它的圣母百
花大教堂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鼎
盛时期的完美见证。

◆撒尿小童、巧克力——— 比
利时 比利时见证了欧洲各种族
和文化的兴盛与衰败。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的漫画墙将穿梭在石板
路上的人们带到另一个世界，而
浓郁的巧克力甜香又将他们拉回
到那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橱窗
前。

◆欧洲心脏——— 奥地利 位
于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满足你所有
的浪漫想法。连绵起伏的阿尔卑
斯山横贯境内，美丽的多瑙河蜿
蜒流过，徒步在金碧辉煌的古堡
宫殿，聆听高雅大气的古典音乐，
品尝最正宗的香醇浓厚的巧克
力，一丝浪漫感觉在心头。

听了介绍，你一定迫不及待
的想到欧洲去看看吧！百闻不如
一见，欧洲，值得我们用旅游的方
式来体验。因为，行走在这片土地
上，你定会有美妙不同的感受。心
动了吗？欢迎致电泰安环泰国旅
详细咨询。 (路游)

环泰国旅

带您领略炫彩西欧
体体验验异异域域风风情情 欢欢喜喜迎迎新新年年
多条出境游线路任您选，陪家人一边度假一边过年

春春节节旅旅游游全全攻攻略略热热门门度度假假地地推推荐荐

泰山灯会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安市分公司合作

各各邮邮政政网网点点都都能能买买到到灯灯会会门门票票
1月16日晚，在千余位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泰安市分公司员
工、合作单位嘉宾及现场游客的
一同见证下，泰山灯会与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泰安市分公司合作
授牌仪式在天烛峰景区泰山东
街灯会现场隆重举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安市
分公司为进一步扩大业务板块，
深化利民为民的服务宗旨，积极

同泰山灯会组委会合作，开展泰
山灯会门票销售工作，覆盖泰城
所有邮政网点。泰山灯会组委会
特授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安
市分公司各营业网点为“泰山灯
会市民票指定售票点”。

活动现场花灯闪烁，流光溢
彩。扮演皇帝的演员用最高礼仪
向到场嘉宾、领导分别授予灯会
祈福寿带，并向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泰安市分公司领导赐东岳大
帝宝训，祝愿在场领导嘉宾平安
幸福。随后灯会专业演员们为在
场嘉宾奉上精彩演出。

另外灯会主办方之一泰安
北方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专门组
织北方车辆车主泰山东街自驾
游活动，一百多位北方车辆车主
朋友也莅临灯会现场，共同赏花
灯，祈洪福。 (薛瑞)

春春节节包包机机海海外外游游 这这些些你你知知道道么么？？
省国旅泰安分社(联合假期国旅)春节包机解析

离农历新年还有1个月时间，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春节出游列为春
节放假的计划之一。面对春节不断涨
价的线路、短暂的假期，最合适的出
游时间、性价比最高的出游路线成了
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我社山东省
中国国际旅行社泰安分社(联合假期
国旅)启动2016——— 我的海外新年系
列产品，春节乘包机海外游，享受不
一样的蓝天白云。

亲近泰国，直飞普吉 济南遥墙
机场自2015年开始山东航班正班直飞
曼谷机场，航班去程济南-曼谷SC4075
(21:45起飞/01:25+1抵达)，回程曼谷-
济南SC4076(02:25起飞/07:45抵达)，航
行5 . 5小时，每天一班。针对此包机，我
社推出休闲普吉-曼谷芭提雅5晚7日
特价游，攻略泰国-曼谷芭提雅5晚7日
尊贵游，游普吉送曼谷转机行程。2015
年11月29日，山东航空济南直飞普吉
岛航班开始复飞，航班时刻去程济南-
普吉岛SC8899(19:45起飞/02:50+1抵
达)，回程普吉岛-济南SC8900(04:00起
飞/12:55抵达)，推出产品为休闲普吉-
普吉岛5晚7日游，普吉岛小包团5晚7

日游。
“吉”刻启航，马来包机 2016年

1月30日，济南直飞吉隆坡正式启航，
此航班为山东首次启用亚洲航空公
司，机型为A330-300，可容纳363名
游客，飞行5 . 5小时直接抵达吉隆坡。
我社针对此包机推出新加坡马来西
亚波德申5晚6日游，新加坡马来西亚
亲子游；绝色沙巴-马来西亚沙巴岛5
晚6日游；恋恋双城-马来西亚槟城兰
卡威5晚6日游。

奔跑吧，塞班 2016年1月13日，
济南直航塞班岛，参考时刻：2D304
(19:00起飞/02:30+1抵达)，2D303(13:05
起飞/17 :00抵达)，机型波音767-
300ER，波音767宽体双通道飞机，230
座安全、舒适，可升舱10个头等舱，8个
公务舱。塞班岛是北马里亚纳群岛联

邦的首府，也是其最大的岛屿。“七色
海水”、“美属海岛”、“5小时直飞航
程”、“免签证入境”、“免税购物”等众
多特有旅游资源，使其在中国出境旅
游的众多海岛中异军突起。我社推出
塞班天宁岛自助5日游，塞班一地自助
5日游，这个春节，奔跑塞班。

沙滩、阳光，醉美芽庄 2016年1
月5日，济南首次直飞东方马尔代夫
芽庄。航班时刻：济南-芽庄BL185
(19:00起飞/22:20抵达)，芽庄-济南
(12:35起飞/18:00抵达)。芽庄原是一
个美军度假胜地，气温全年在28至30
度之间，海产丰富、价格廉宜、水清沙
幼，很适合钓鱼、浮潜等水上活动。我
社特推出越南越美-芽庄休闲5日游、
芽庄自助游等系列产品，满足您整个
春节的所有度假需求。

我社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泰安
分社(联合假期国旅)针对春节，已连
续几年成功发团“我的海外新年”系列
产品。相信在这个春节，良好的航班优
势、家门口出发的系列包机，一定会给
大家带来新年最美好的心情、最棒的
海外体验。 (联合假期国旅 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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