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新中国际旅行社特推出

200个“2013烟台市民休闲护照”免费办

走进湖南卫视

参加“天天向上”节目录制

长沙张家界双卧七日 亲子
营 7月17日 开营啦！！！

此次活动是烟台市旅游局直
属单位—烟台旅游集散中心最新
推出的一档亲子观光游。在本次
活动中，孩子们可以参观毛主席
的母校——— 湖南师范大学，感受
当年毛主席少年时期学习的气
氛；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了解伟
人成长背后的故事，缅怀伟人伟
绩，立志做好中国接班人；2整天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游览，不
仅可以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还
能观赏到电影《阿凡达》中“哈利
路亚山”原型———“乾坤柱”、迄今

为 止 发 现 落 差 最 高 的 天 然 石
桥——— 天下第一桥、九天玄梯、八
卦图、猿人望月、拜仙台等景点。
让你身临其中，体会祖国的大好
河山；中国四大古书院之一的岳
麓书院，让孩子在书本上学到的
知识照进现实；而本次活动最大
的特色莫过于到湖南卫视参加天
天向上节目的录制现场，与林志
颖或章子怡等明星现场互动，和
湖南卫视的当家主持——— 汪涵
等，面对面沟通、交流，现场体验
人气高涨的“脱口秀”，了解节目
录制及台前幕后的工作流程！名
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周 周 游

咨询电话：18660066046

青岛方特畅享一日游

行程安排：
烟台乘车赴青岛方特(车

程3 . 5小时)。导游车上进行自我
介绍，讲解出行注意事项，导游
介绍沿途风光，与客人进行游
艺活动。

到达景区后，开始参加
游乐项目：极速风车、火流
星、唐古拉雪山、逃出恐龙
岛、小鸡不好惹之大反击、
水漫金山、波浪翻滚、飞越
极限等 2 3个项目，1 6：0 0结
束愉快方特之行！

成人票23个项目：极速
风车、火流星、唐古拉雪山、
逃出恐龙岛、波浪翻滚、勇敢
者转盘、挑战者之旅、高空
飞翔、旋转小蜜蜂、转转杯、
飞越极限、小鸡不好惹之大
反击、魔法城堡、秦陵历险、

宇宙博览园、水漫金山、水世界、
双层转马、童梦天地、嘟比脱口
秀之我们爱科学、生命之光、崂
山道士、猴王。

儿童票(15项目)：旋转小蜜
蜂、转转杯、飞越极限、小鸡不好
惹之大反击、魔法城堡、秦陵历
险、宇宙博览园、水漫金山、水世
界、双层转马、童梦天地、嘟比脱
口秀之我们爱科学、生命之光、
崂山道士、猴王。

报价：250元/成人，220元/
1 . 1-1 . 4米儿童

旅游集散中心温馨提示
服务标准：
用餐：客人自付
用车：空调旅游车
门票：行程所列第一景点门

票
导服：烟台优秀导游服务

鹃驰骋草原 放飞梦想
内蒙古草原、神奇响沙沙漠、

壮美成陵、绿色青城草原亲子夏
令营双飞5日游
★烟威地区独立成团，全程陪同
导游人员贴心服务。
★涵盖经典景点，探寻天骄足迹。
★赠送草原篝火晚会、摔跤比赛、
草原手把肉。

鹃“欢乐香港、酷玩迪士尼”
感受中西方文化底蕴

广州、深圳、香港欢乐夏令营
欢乐双卧8日游

鹃炫彩韩国 异国文化风采
“玩转爱宝乐园、畅游加勒比

海”韩国亲子品质双飞学习5日游
鹃畅游日本 超级豪华享受
日本本州全景亲子奢华6日

游(含迪士尼乐园)

鹃河南少林寺、龙门石窟、云
台山双飞4日游

鹃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古
镇7日品质游

鹃香港、澳门超品质双飞5日
游

鹃马尔代夫7日蜜月休闲游
(烟台起止)

鹃蜜月巴厘岛6日游
鹃恋恋普吉岛6日游
出境线路由山东海峡国际旅

游有限公司全权委托。
地址：烟台市环山路付15号

402号(环山路华侨宾馆东200米，
烟台艺术学校站点处路南)

旅游热线：0 5 3 5 - 6 6 2 5 1 1 1
6629111

莱阳鞠阿姨激动的说“给小
孙子选个夏令营真不容易呀，听
孩子同学说，去年也是报的这家，
说是挺好的。我也对比了好多家
呢，还是这家值得我信赖呀！住军
营，挺不错的，让孩子特别是男孩
锻炼锻炼阳刚之气，在家活干得
少，现在找个机会让他出去锻炼
锻炼，增加自理能力。主要是军营
地理位置也好，在市中心，节省了
出去参观的路程时间呀。清华大
学游览、教授讲座挺不错的，特别
适合我的孩子，能激发他的学习
积极性和动力！烟台在校老师能
全程陪同，不仅能照顾好孩子，最
主要的是能辅导孩子晚上的营员
日志写作呀。这才是真正的寓教
于乐呀！这不听说马上封团了，就
坐火车过来给孩子报名了，看了
这么正规的旅行社还是烟台旅游
局的直属企业，我就更加的放心
了！如果今年不错，明年还继续参
加呀！”

“北京小卫士 CCTV军旅”
夏令营是针对青少年精心打造的
以军旅、励志、拓展、科技游学、写
作训练、参加CCTV节目录制为
主的夏令营，集“爱国教育、军旅
体验、奥运激励、学府参观、励志
感恩教育、名胜游览、写作培训”
于一体，融入富有挑战性的军事
拓展、CCTV节目现场录制，体验
节目台前幕后制作过程，与著名
主持人或明星面对面交流。前几
届接受感恩教育的孩子变化巨
大，家长反响强烈。7年的军旅夏
令营操作经验，及一丝不苟的细
致作风，让今年的夏令营在筹备
期间即受到了市民的热捧。7月16

日首期夏令营，即将爆满，报名请
抓紧！7月22号团期已开始接受报
名！

整个军旅夏令营全部采用封
闭式军事化管理，保证营员的人
身安全，让营员们体验原汁原味
的军旅生活。

活动涵盖：
军：吃住在亚运村周围的现

役军校，地理位置优越，节省外出
车程。营员们吃军灶、睡军床、唱
军歌、站军姿、整军务等，增强孩
子们的自理、自立、自强能力，圆

“军旅梦”；
学：参观中国政法大学、清华

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专题讲座、烟
台陪同老师辅导营员日志写作以
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辅导员老
师教日常生活小知识如：洗衣服
等；

游：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
式、参观军事博物馆、鸟巢、水立
方、奥林匹克公园、长城、故宫、圆
明园遗址公园、国家科技馆、北京
自然博物馆。

成长：感恩教育的讲座，让孩
子们知道“父母恩大于天”的道
理，让他们真正了解父母的不易。

体 验 ：参 加 中 央 电 视 塔
CCTV节目现场录制并可以参加
节目互动、“我的青春我做主”联
欢晚会，增强孩子的自信，锻炼孩
子的应变能力，更多了解电视录
制及制作过程。

活动特色：
◆旅游集散中心军旅夏令营做

了7年头了，有丰富的夏令营组织经
验，对各方面的保障比较完善。

◆今年的夏令营在保证有导
游外，还会配备一名高校老师，给
学生辅导写作能力。

◆活动结束后，在齐鲁晚报上
有以“我的夏令营”为题目的征文比
赛，得奖的孩子除了颁发相应的荣
誉证书，其文章会在报纸上发表(配
孩子的照片)，以示激励。

◆夏令营全程摄影拍摄，家
长可通过微博视频，观看孩子在
夏令营每天的情况。

◆此次军营住宿为交通方便
的亚运村周围，营房均为现役军

人入住营房(8-12人间，配有空调、
公共卫浴)，配有医务室。

◆此次活动的主旨，让孩子
每天都有进步的成长。

活动保障：
◆夏令营主办方为烟台旅游

集散中心、武警北京指挥学院。同
为官方机构、诚信可靠。烟台旅游
集散中心是烟台市委市府为民办
实事工程，市旅游局直属单位，全
市最大的旅游服务机构。

◆武警北京指挥学院地处中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首
都北京，坐落于风光秀丽朝阳区
亚运村附近是一所培养武警部队
基层指挥员和轮训在职警官的专
门学院。

◆营房门口24小时有武警战
士把守并安排夜间巡逻确保营员
休息质量。

◆军营内设有医务室，均为
每个孩子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

◆根据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取
量合理搭配营员餐并有专业人士
管理孩子们的餐饮卫生；

◆外出游玩有专业的旅游大
巴，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特别赠送：
旅游人身意外险、营员服、集

体照、纪念光盘、旅游人身意外
险、营员卡各一份。

2013年暑假，真诚邀请您孩
子的加入，让我们相聚北京，体验
军旅，参与CCTV节目录制，放飞
梦想，走进清华，励志成才！烟台
旅游集散中心军旅夏令营热线：
6669898、6633222、7356522。

时时时代代代军军军旅旅旅，，，

为为为梦梦梦想想想起起起航航航
“北京小卫士 CCTV军旅”夏令营

7月16号即将爆满 22号团期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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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为庆祝烟台新中国际旅行
社盛大开业，特举办“感恩旅游
季”活动。特推出200个“2013烟
台市民休闲护照”名额免费办
理。名额有限，欲速从优。我社并
推出多条“大手牵小手，超值亲
子夏令营”线路，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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