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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及人民公園一日遊 

(原價$370) 

 香港航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HX  

 2晚酒店住宿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及人民公園一日遊 Chengdu Giant Panda Base & Chengdu Local Living Experience (one day tour)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帝盛酒店 
Dorsett Grand 

 

 (每位HKD) 

成人佔半房 $1890+ 

成人加床 $1800+ 

小童不佔床 $1100+ 

坐落於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內， 
設有地鐵站 
距離機場約25分鐘車程 

 

來到成都，一定要來看看可愛的國寶大熊貓。成都大熊貓繁
育研究基地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北郊斧頭山側的淺丘上，是中
國乃至世界著名的集大熊貓科研繁殖、公眾教育和教育旅遊
為一體的研究機構和旅遊目的地，也是一個專門從事瀕危野
生動物研究、繁育、保護教育和教育旅遊的非營利性機構。 

尼依格羅酒店 
Niccolo Hotel 

帝盛客房Dorsett Room (巿景) 
大床x1/單人床x2 | 約291-344平方呎 | 最多3人 

N1豪華房 N1 Deluxe Room (庭院景) 
大床x1 / 單人床x2 | 約484平方呎 | 最多3人 

步行約1分鐘便可到達地鐵站(1及4號線) 
距離機場約30分鐘車程 

 (每位HKD) 

成人佔半房 $2690+ 

成人加床 $2130+ 

小童加床/不佔床 $1100+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
https://www.niccolohotels.com/en/hotels/china/chengdu/niccolo_chengdu/index.htmlchengdu/index.html06fIPHBfvldwv_Gbq20DBXnZ7CrmsIpMVmCzZ5V3MqFHMx3t_BLpxoCa5k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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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extra includes :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 0.15% TIC Levy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5Oct-31Dec19;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Dec 

• Booking class : W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5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另外包括： 

• HK$100,000 旅遊保險及0.15% 旅遊業賠償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19年10月15日至12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W                機票有效期：2-7日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目的地 

 發出外遊警示 

•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500 

•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及人民公園一日遊 (併團; 2人成團) 

由專業導遊帶領參觀成都大熊貓基地，尋找可愛的熊貓 
於人民公園遊覽，品嚐蓋碗茶，體會最地道的老成都市井生活 
小班出發，更親切體驗 
中文解說更易明白 

  
包括： 導遊、旅程交通(來回酒店與集合點除外)、成都大熊貓基地門票、 
 人民公園內品嚐蓋碗茶(1碗)、當地接待提供的保險 

不包括：膳食、來回酒店與集合點交通、導遊小費 
  
備註： 
• 具體集合時間與地點可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請以工作人員最終通知為準 
• 請最少提前15分鐘抵達集合地點，逾時不侯 

行程： 
0800 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3號門集合或成都

二環內酒店等候接載(具體請以通知為準) 

0845 成都大熊貓基地 
1230 前往當地著名食街「蒼蠅館子」享用地

道美食(午餐; 自費項目) 

1300 遊覽東郊記憶，了解成都的城市歷史和
時代脈搏 

1430 人民公園 
1530 品嚐百年老茶社 - 蓋碗茶 
1700 結束行程。散團地點為寬窄巷子或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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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