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慢遊上海 x HYATT 3天

REF :PVG118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8/9/2018 – 31/3/2019

GV2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上海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Q” class, 2-7N

套票包括：來回香港至上海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住國際品牌 星 級酒店│Grand Hyatt Shanghai / Park Hyatt Shanghai

尊享一天8小時用車
*適用於08:00-18:00期間用車，請於報名時同時預訂用車日期、時間及行程

安靜低調的江南水鄉古鎮 - 朱家角

一

位於虹口區，始建於1933年，是昔日亞洲最大的屠宰場，經重修後成為
全新型格的文創園區。建築中間一棟圓形大樓，是以前屠宰牛隻的地方，
周圍圍繞著八角形的外廊，中間26座鈄橋交錯複雜地連接，給人一種
強烈的後現代主義設計感，像迷宮又像藝術品，是愛攝或愛被攝者不
可錯過的熱點。附近也有不少由老建築改建的房子、別具特色的小店
和酒館餐廳，來一場午後「藝」文青之旅。

51棟老上海花園洋房 • 思南公館

選擇二

曾是當年法租界的核心區域，集合了51棟上世紀30年代建成的花園
洋房。從前住的都是政要、企業家、專業人士和藝術家，重新修葺
後的老房子雖變成今天精緻的茶座、餐廳、酒吧、商店等，但光看
外觀也能感受當時上海繁盛的樣貌，加上車道兩旁的大棵法國梧桐
襯托下，走在這裡讓人彷彿回到過去。

錯落的空間 • 1933老場坊

石庫門里弄 • 田子坊

LN/06SEP18/200/EN50/50P for 2

選擇

上海市郊保存得最完整的明清建築
第一街 – 「北大街」，在抬頭只有
一線天的長街上，舊式民宅鱗次櫛比，
青石板地與明清建築形成特有的古意。
慢走這裡的一橋一街、一寺一廟、
一巷一弄，感受老江南的美。

REF :PVG118C18(A)

3 選 1 上 海市內 藝文小區

TOUR CODE : PVGCX/CXKAIT

為上海四大歷史文化名鎮之一，
最著名的橋 -「放生橋」，
是江南一帶最大的五孔橋。

朱家角水鄉 + 3選1 上海市內藝文小區
*包括車費及司機；不包括導遊、景點門票及司機小費

選擇三

舊名為志成坊，建於1930年，為傳統的上海里弄式住宅石庫門建築群，
從前是許多文人和畫家聚集的地方，後為紀念中國古代畫家「田子方」，
取其諧音改名為田子坊。改造後的里弄進駐了不少創意小店、畫廊、
咖啡館等，穿梭在充滿藝術人文的小巷弄裡，還可能見到石庫門人家
的日常生活，感受老上海的年青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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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遊上海 x HYATT 3天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8/9/2018 – 31/3/2019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上海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NEW

REF :PVG118

GV2
“Q” class, 2-7N

套票包括：來回香港至上海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上海君悅金茂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坐落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位於上海地標金茂大廈53-87層，享受品牌專業的設
施和服務之餘，更能一睹令人嘆為觀止的黃浦江及城市美景。

https://shanghai.grand.hyatt.com

TOUR CODE : PVGCX/CXKAIT

Grand Room x 1間

Grand Room x 2間

同房人數 每位價錢

延期訂房
$2050

3成人

$4499
$4099

4成人

$3999

$2050

2成人

$2830

REF :PVG118C18(B)

房型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30/11及1-31/3：$430
小童不佔床：0-5歲包早餐；6-11歲須另付早餐費$170/位/天
俯瞰黃浦江美景，升級至Grand

Riverview Room附加費(每晚每房)：$370

LN/06SEP18/200/EN50/50P for 2

*3成人同房安排一張加床

上海柏悅酒店 Park Hyatt Shanghai

坐落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位於101層的上海
環球金融中心的頂端樓層，俯瞰黃浦江和浦東全景，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china/park-hyatt-shanghai/shaph 由著名美籍華裔建築設計大師 - 季裕堂Tony Chi設計。

房型

同房人數

每位價錢

延期訂房

Park Room x 1間

2成人
4成人

$2520

Park Room x 2間

$4999
$4499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30/11及1-31/3：(逢星期二至四) $490 / (逢星五至一) $80
1/12-28/2：(逢星期二至四) $250
小童不佔床：0-5歲包早餐；6-11歲須另付早餐費$200/位/天
俯瞰黃浦江美景，升級至Bund

View Room附加費(每晚每房)：$490

不適用住宿日期：1-5/10, 22-24/12, 3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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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上海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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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 : PVGCX/CXKAIT
REF :PVG118C18(C)
LN/06SEP18/200/EN50/50P for 2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國泰港龍航空。Booking Class “Q”，
機票有效期2-7晚，指定出發日期，詳情請參照機票附加費表。
[2] 最少2位成人同行，所有已報名的客人必須同行，不可缺一，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
另所有客人必須同時辦理登機手續及於同一個PNR BOOKING內訂位。
[3] 小童佔床照成人佔床減收$260。
[4]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 “OSI KA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XXX Hotel”
must be shown in each booking made or changed. Subject to booking cancellation if
“OSI” element not append in PNR. *來回機票日期需與入住酒店之天數相同
[5] 以上價錢已包國內酒店6%增值稅(VAT)。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3]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熱線 3913 6000
郵輪報名專線
3913 6100
安運婚旅專線
3913 6166
商務會議及獨立包團部 3913 6160
3913 6083
Club Med 服務中心
牌照號碼 Licence No. : 350731

觀 塘 3913 6043
旺 角 3913 6053

日本小班旅行 3913 6060

觀塘鴻圖道73-75號KOHO 9樓A室
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16樓1608室

渣打銀行：447-0065-2224

匯豐銀行：502-137995-001

荃灣分行 3913 6093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照常營業
中 環 3913 6033
銅鑼灣 3913 6023

德輔道中48-52號裕昌大廈11樓1101室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34樓3401室

恒生銀行：773-649959-001

中銀集團：031-349-0030-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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