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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贵宾抵达北京,接机入住酒店休息.

第一天：北京  q 不含餐  

八天七晚 
北京/天津/承德

第二天: 天安门广场 / 外观国家大剧院 / 
外观英雄纪念碑 / 外观人民大会堂 / 
外观历史博物馆 / 故宫 / 王府井步行街 / 
杂技表演秀                
q 早/中/晚

自费项目
杂技表演 + 夜游长安街 + 
三轮车胡同游 (
SGD90大人/小孩同价)

购物站
• 宝石 • 丝绸 • 茶叶 • 玉器 
• 足浴 • 宝树堂 • 同仁堂

特色餐食
• 北京烤鸭 • 老北京风味 
• 四川风味 • 粤菜风味

天安门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原始明清时期
皇城的正门,是明、清两代举行重大典仪的地方,凡
遇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庆典,都需在此举行
颁诏仪式.天安门主体建筑分两部分,通高34.7米.下
层是巨大的城台,上层是巍峨的城楼.

故宫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
成,建成后3月即失火烧毁,20年后重建,是明、清两
代的皇宫,两代24位皇帝在此处理政务和生活起
居.它是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世界现存最大、最完
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中国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人
民大会堂西侧，西长安街以南，由国家大剧院主
体建筑及南北两侧的水下长廊、地下停车场、人
工湖、绿地组成,总占地面积11.89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10.5万平方米,地
下附属设施6万平方米,总投资额26.88亿人民币（
大剧院最新公布的造价数字是31亿元人民币）

王府井大街位于市中心的东长安街北侧.王府井大
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全长约3华里，
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

杂技表演秀 <神话金沙> 秀让您感受到三千年前的
中国历史, 让您现场观看远古的中国人表演杂技, 让
您走进一个失落已久的 “太阳神鸟王国”. 体验中国
的精彩杂技, 认识中国的古老文化.

第三天: 长城 (居庸关长城) / 外观
(鸟巢 + 水立方) / 外观盘古大观 / 
夜游长安街 / 世贸天阶
q 早/午/晚

居庸关长城: 居庸关形势险要,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 它有南北两个关口, 南名字 “南口”, 北称 “八达
岭”. 居庸关两旁山势雄奇, 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 “关
沟”. 现存的居庸关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 (1368年) 
喜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规划创建, 明景泰初
年及其后又滤经修缮.

鸟巢水立方外观: 国家体育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主场馆,由于于独特造型又称 “鸟巢”. 体育场在奥
运会期间设有10万个座位,承办该届奥运会得开、
闭幕式，以及田径同足球比赛项目. 国家游泳中心
(俗称 “水立方”) 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2008年
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之一.

长安街车游:北京长安街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 
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 “长安”(今陕西西
安), 含长治久安之意. 东起东单,西至西单. 天安门坐

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
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市
区北郊,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耗时89年建成.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颐和
园、拙政园、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1994年12
月,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热河行宫）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棒槌山远观: 罄锤峰俗名棒槌山，古称石挺，位于
市区东北部武烈河东岸的山巅之上，耸立于避署
山庄正东十里许的高山岗上，距市区约2.5公里，
下悬绝壁，上接蓝天，形势险极磬锤峰国家级森
林公园内的高山岗上，有一块奇石。上粗下细，
形似棒槌，故此山俗名“棒槌山”。

第四天: 天坛 / 颐和园 / 什刹海 / 三轮车胡同游
q 早/午/晚

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用以“祭天”“祈谷”的建筑.居
京城“天地日月”诸坛之首，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历时14年,面积比故宫还要大两倍多.

颐和园在北京西北部海淀区境内,是中国保存最完
整,最大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属于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被联合教科文组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颐和园原是帝王的行宫和花园,面
积达290公顷(4350亩),其中水面约占3/4。

什剎海是北京市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北京市文化
保护区.水域面积33.6万平方米,与中南海水域一
脉相连,是北京内城唯一一处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
性景区，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
整的一片历史街区,在北京城规划建设史上占有独
特的地位.

三轮车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古老街区,是老北京人
的生活历史的见证，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今天仍
然占据着市中心的主要面积.胡同内的居民仍然
保留着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胡同深巷,让
人领略着古都深邃的历史积淀.游客可坐着黑漆车
身、红色顶棚的山轮车,在身着黄马夹、足蹬青布
圆口鞋的车夫带领下游胡同，这就是在北京口碑
甚佳的“胡同游”.

第五天: 北京 > 承德 [避暑山庄 / 
外观小布达拉宫 / 外观磬锤峰]
q 早/午/晚 
7-8月及中国节假日 承德当天往返改为入住北京酒店

GV2  Tour Code: PEK08

食品街: 天津南市食品街初建于1984年, 分为四个分
区, 沿街设有上下三层店铺, 第二层由环绕全街的平
台式回廊相贯通, 底层多是经营各色地方风味的小
吃。天津食品街集餐饮、购物、旅游、娱乐为一
体,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餐饮集中地, 1989年被天津市
政府命名为津门十景之一。

文化街: 天津古文化街是中国天津市南开区的一条由
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式店铺组成的商业步行街, 原为以
天津天后宫为中心的 “宫南大街” 和 “宫北大街”.

第六天: 承德 > 天津 > 北京 [食品街,文化街]            
q 早/午/晚

前门仿古商业街: 前门大街,是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
大街,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北起前门月亮湾,南至天桥
路口,与天桥南大街相连.前门大街是北京市的传统
商业街,毗邻天安门广场.

大栅栏步行街: “大栅栏儿”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
且又别去一格的古老街区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 该街
东起前门大街,西抵煤市街,全长近300米,街道狭窄,两
侧商铺、商号目不暇接,终日人流于此,热闹非凡.

正阳门城楼: 前门箭楼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
距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明清两代,箭楼曾与正阳
门城楼城墙相连,组成了一个很大的瓮城.前门是正
阳门的俗称,包括箭楼和城楼,原由瓮城墙连为一体,
后因修路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国贸中心三期: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第三期（China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 3）简称国贸三期,是北
京的最高建筑.其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2007年建成,
高330米,共80层,由国贸中心和郭氏兄弟集团联合
投资建设.国贸三期与国贸一期、国贸二期构成了
11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中央电视台新址: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位于北京商
务中心区.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建筑外形前卫,被美
国《时代》评选为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并列
的有北京当代万国城和国家体育场.

第七天: 前门仿古商业街 + 大栅栏 + 正阳门,外
观国贸中心三期及中央电视台新址,拍照留影                   
q 早/午/晚

早餐后,自由活动,送机返回温暖的家园.

第八天: 北京送机 
q 早

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北侧. 长安街曾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长、最宽的街道,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之
一, 在中国有人认为是 “神州第一街”.

世贸天阶由南北两翼商业廊和两座写字楼组成, 它
的上空, 亚洲首座电子梦幻天幕凌空而起. 天幕长
250米, 宽30米, 总耗资2. 5亿元,由曾获奥斯卡奖的
好莱坞舞台大师Jeremy Railton担纲设计. 世贸天
阶的天幕虽然规模上位列美国拉斯韦加斯之后的
世界第二, 但是所动用的先进技术却远远超越了拉
斯韦加斯的天幕.

小布达拉宫车游: 又名普陀宗乘之庙，位于河北省
承德市狮子沟北侧，占地22万平方米，为承德外
八庙中规模最宏大者。建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是乾隆为了庆祝他本人60寿辰和他母亲皇太后80
寿辰而建的.

住所 
承德4星乾阳酒 / 
北京入住当地5星级酒店或同级 
(五一, 十一, 7-8月承德当天往返, 
全程入住北京酒店)

自费项目
杂技表演 + 夜游长安街 + 
三轮车胡同游 (新币90成人/小孩同价)

小费
RMB30/PAX/DAY

**非新加坡, 马来西亚护照者附加费用新币250元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