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驰驰骋骋，，享享受受在在路路上上的的自自由由
——— 招虎山自驾游招募令

“春天苍苍，春水漾漾。春
暖花开草长莺飞，踏青时节正
当时”,又是一年踏青季，别在
犹豫，趁着阳光微淡，赶紧筹
划周六的踏青游吧！

继昨天“招虎山赏杜鹃
花自驾游”活动推出后，深受
有车一族的喜爱，但也有部
分自驾爱好者，纷纷要求在4

月1 9日增开“自驾团”。为了
满 足 广 大 自 驾 爱 好 者 的 要
求，我们特增开这一期招虎
山国家森林公园自驾活动专
团，特为广大自驾游爱好者
提供平台，一起开车兜风、赏
杜鹃、踏青。

这个季节的招虎山，东线
一条幽深的峡谷，漫山遍野被
绽放的杜鹃花覆盖，绵延数百
里，如杜鹃花海。杜鹃花 ,就是
大家俗称的“映山红”,现在正
是开放的最好时节，其实杜鹃
花主要生长在云南、西藏和四
川三省区的横断山脉一带，在

北方少见，像招虎山这样大规
模生长的更是罕见。

为了欣赏这漫山遍野的
杜鹃花，同时一览招虎山的美
景。4月19日，让我们一起驾车
出游，驰骋就是享受在路上的
自由！在招虎山的浪漫一日游
中，大家可赏杜鹃，登山，除此
之外，还可免费享受招虎山国
家森林的“自然氧吧”。招虎山
更为各位特别准备了二人三
人温情套餐、药师佛祈福素斋
等。

此次自驾游活动，报名费
为50元/人(含门票)。这样的自
由，你不可以错过！四月的招
虎山，你更不可以错过！
招虎山不是最美的景区，却可
以让你有最灿烂的心情。自
由，就是驾车驰骋！

各位车友，准备好了吗？
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吧！动动小
手指，让自己拥有一个别具风
格的自驾游！

国内五一精彩线路

■云台山全景大巴三日游
4月30日/5月1日 780元
■时尚大连旅顺+金石滩/发现
王国双船三日游
4月30日/5月1日 590元/690元
■厦门鼓浪屿+赠游高北土楼
群.地中海风情住宿半自助双飞
4日
4月30日【仅此一班】2660元/人
【5280元/对】
■武汉 .长沙 .韶山 .张家界 .红石
林.凤凰古城+赠送黄龙洞双飞6
/单飞7/双卧8日
5月1日 2460元起
另有周边多条一日及二日游
线路，五一特惠！详情请电询

精彩出境线路

■畅游泰一地七日 超值特惠
4月27日

*烟台出港、位置不多、价格惊
爆港城；
*白天无自费、舒心游泰国；
*“泰国迪斯尼”暹罗乐欢天大

世界；
*正宗泰式古法按摩60分钟；
*杜拉拉水上市场；
■【夕阳红】广深珠港澳双卧9

日 5月2/9/16/23/30日
*烟台独立成团；专业领队全程
陪同；
*深圳金牌景点—岭南印象园、
世界之窗；
*夜游维多利亚海港；澳门威尼
斯人娱乐城
■【超值】港澳双飞五日游
每周六发团
直飞香港、香港一天自由活动；
赠送夜游维多利亚海港；畅玩
海洋公园
■【畅游】【至尊】港澳双飞五日
游 天天发
■俄罗斯金环八日游
4月30日 5月20/22/25日
■蜜恋巴厘岛+香港七日
4月23/30日 蜜月客人报名立
减特惠！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
布十四日 5月22日 6月4日
■首尔、仁川双船六日 5月2日
赠送三清洞、仁寺洞、梨花壁

画村、骆山公园、乐天世界
■首尔、济州船飞六日
5月23日
赠送泰迪熊博物馆、错视主题
公园、乐天世界
■仁川、首尔双飞四日
5月9/15/16日
■首尔、济州四飞五日
5月10/11/13日
■首尔、仁川双船五日
5月19/21/26日
◆环山路门市：
6625111 6629185

◆胜利路门市：
6600138 6600159

◆开发区门市：
6380535 6398000

◆四马路门市：6219566

◆莱阳门市：
3365866 3367966

◆第一大道：
6262255 6262200 6262400

◆门市加盟电话：6619111

地址：芝罘区西盛街28号第一
大道502室(大润发西侧)

更多旅游线路请关注：
www.leyou365 .net

报名电话：6288098 6288055

好心旅游帮办

为了更好与读者朋友
沟通，更好地倾听群众心
声，帮助想要出游的市民解
决交通、保险、住宿等遇到
的难题，从4月28日起，本报
将借助报料电话、在本报

“旅游专刊”版推出记者与

读者互动的栏目———《好
心旅游帮办》，“办护照有
困难，不知道该找哪个部
门？”“我有朋友想出游，如
何上保险？”——— 在准备出
游时，市民总会遇到一两
件棘手的事情，不知该如何
处理。只要一个电话，旅游
专刊记者将为您跑腿，全力
帮您排忧解难！请致电：
186—6006—6046，找旅游专
刊记者。

前前110000名名报报名名者者
山山东东省省中中国国旅旅行行社社亲亲情情推推出出————

四月齐踏青，免费游华
夏。空前的规模，真正的免
费，只要您年满28-65周岁，
关注山东省中国旅行社烟台
分社公众微信(微信号：CTS-
4000466123)，即可享受“免费
威海华夏城一日游”，每位微
信账户限兑一次，不可重复
参与！

活动全程会由山东省中
国旅行社烟台分社为本次活
动倾情赞助，专业摄像师摄
影师全程跟踪拍摄，正规舒
适的旅游大巴车，优质的专
业导游服务，让您尽享此次
行程的欢乐！

出团时间：第一组4月19

号，第二组4月26号
免费名额：每天100人，

前50名免费(旅游意外伤害险
2元/人自理)，后50名需缴纳
30元车位费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快
来报名吧！

【国内特价】

◆桂林、漓江、阳朔双飞5日
游
◆八里沟+万仙山(郭亮村、南
坪)专列四日游/万仙山、”绝
壁人家郭亮村、南坪深度专
列四日游：4月30日
◆西塘大巴周末游：特价中
清明节西塘古镇，最后的枕
水人家乌镇，浪漫杭州西湖
◆北京单飞5日/双飞4日游
◆华东五市双飞5-6日游

◆ 婺 源 、黄

山、翡翠谷双飞5日游
◆昆大丽双飞6日/+版纳8日
游
◆成都、九寨、牟泥沟双飞5

日/+峨眉乐山四飞7日游
◆张家界、长沙、韶山、凤凰
古城双飞6日游
◆长江三峡夕阳红双卧8日
游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
楼双飞5日游
◆另有更多国内线路，欢迎
来电垂询！

【周边专线】

◆牟氏庄园+草莓采摘/白鹭
湖温泉/蓬莱阁/蓬莱海底世
界/华夏城/刘公岛/方特/南
山大佛/西霞口野生动物园/

昆嵛山直通车一日游，周末
发班
◆沂水大峡谷+荧光湖+天马
岛二日游/长岛/台儿庄/黄
花溪二日游，周末发班，更多
精彩线路，欢迎您来电垂询！

【出境专线】

◆台湾环岛双飞8日游：5月
份疯狂预定中！
◆港澳双飞5日游

◆

韩国四飞/一船三飞6日游：4

月28日，五一小长假带您畅
游韩国济州岛
◆泰国一地 6 - 7 日游：4 月
25 . 30日
◆法意瑞3国11日游：烟台起
止，5月7、9、13、18、22日
◆德法意瑞4国12日游：烟台
起止，5月 6、7、1 1、1 2、1 4、
15、. 20、25、28日
◆欧洲 6国 1 3日游：烟台起
止，5月7、10、14、15、18、19、
20、21、22、25、26日
◆欧洲 8国 1 4日游：烟台起
止，5月18、29日
◆北欧+俄罗斯13日游
◆澳新10日游：烟台起止，特
价，团期多多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14

日游
◆普吉岛/巴厘岛/塞班/帕
劳/马尔代夫等岛屿热销中；
代办各国签证，欢迎来电详
询！
山东省中国旅行社烟台分
社：
地址：解放路89号儿童影剧
院院内

报名电话：
6235000 6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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