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這是諸葛亮對於南京城的評價，也是這個六朝古都的氣韻摹寫。
南京涵碧樓酒店是繼青島涵碧樓酒店之後在中國的第二個代表巨作，既有大開大闔的建築結構與江水景致，也有細膩周到的
歷史風情與文化積累。酒店設計不僅採用六朝古都的概念，還參考紫禁城的皇宮圍合設計。地處㇐線臨江的綠色濱江風光帶上，
與⾧江零距離，遂成南京東西向主軸線上，能近賞江水。想感受南京從古到今的諸般面向，南京涵碧樓酒店就是不二之選。

乘坐酒店安排專車由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至酒店只需約35分鐘 www.thelalu.com/nanj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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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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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感極上體驗

⾧江日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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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晚南京涵碧樓江景套房住宿
- 天天早餐
- 自助晚餐及下午茶各㇐次
2 nights The Lalu Nanjing Riverview Room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one time buffet dinner at Ho Jia 9 
Restaurant and one time afternoon tea at Lobby Bar

 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KA

 秦淮三聯㇐日門票㇐張
(大報恩寺遺址博物館+中華門甕+外秦淮河遊船)
One day pass of Da Bao'en Temple Ruins Park 
+Zhonghua Gate+Nanjing Qinhuai River Cruise

 機場酒店專車接送
Roundtrip airport transfers by 
hotel’s private car

 涵碧樓文化導覽㇐次
One time The Lalu Hotel culture tour

設有臥房 + 起居室 + 臨江全景落地玻璃 + 配置躺椅的室外獨立陽台

不同於傳統豪華酒店鑲金貼銀的感官刺激，涵碧樓提供給人們更多的是
㇐種精神層面的享受。坐擁江濱綠化帶的套房享有德天獨厚的綠意與江
天水色，⾧江風光㇐覽無遺。

江景房 River View Room
成人佔半房
每位房間尺寸:  約646ft2

床型: 大床房 / 雙床房 | 不提供加床服務
續住每晚: HK$2020+

$3790+
不適用日期：2020年6月24-26日、9月30日-10月6日

Address: Room B, 8 Floor, Crawford Tower, 9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99號嘉發商業大廈8樓B室
Tel: 2156 1118 Fax: 2156 9161                                                                                                牌照號碼: 354064



南京地處⾧江下游，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港口樞紐。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的帝王居所，不僅被譽為「六朝古都」，同時也是明朝
和中華民國的開國首都，歷史底蘊不言可喻，是旅遊探古的㇐個絕佳旅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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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所列載之交通及觀光景點等安排只供參考。內容可能因應行程期間的交通、天氣及客人體能狀況而有所變動。㇐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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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淮三聯㇐日門票

六朝古都

探古尋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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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報恩寺遺址博物館－中華門甕－外秦淮河遊船
成人/小童
每位 套票已包含

$488+

探索南京近代史㇐日游

中山陵－南京博物院－總統府－南京大學
成人/小童
每位

$488+

尋找古金陵㇐日游

閱江樓－明孝陵－大報恩寺
成人/小童
每位

南京在中國近代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筆，探訪四處馳名海內外觀光勝地，開啟㇐場
跨越古今的靈魂對話。

門票
交通接送、導遊

交通接送、導遊
門票、膳食、小費

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這座城蘊含著諸多歷史與文化古韻，南京涵碧樓酒店專屬定
製品古金陵㇐日游，為您串聯起南京城文脈的輝煌印記。

交通接送、導遊
門票、膳食、小費

報恩寺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佛教寺廟，與靈谷寺、天界寺並稱為金
陵三大寺。

閱江樓被列為江南四大名樓之㇐，寓閱江攬勝之意，這座歷經六百多年
歲月滄桑的名樓，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亦是南京俯瞰⾧江最好的地方。

中山陵別具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特色，面積達8萬餘平方米，本身就是㇐
個碩大的森林公園，各建築均為名家傑作，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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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Extra Includes :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 0.15% TIC Levy

Child travel with min 2 adults price :
• Twin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270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3May-30Dec20;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0Dec
• Booking class : Q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 Minimum 2 adults travel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 "OSI : KA/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費用額外包括：
• HK$100,000旅遊保險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最少要與兩位成人同行價錢：
• 佔床收費按成人減收： $270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20年5月13日至12月30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12月30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Q 機票有效期: 2-7日
•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個PNR內
• PNR必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及日期如下：

“OSI : KA/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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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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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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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國泰港龍 南京機票附加費表 CX/KA Nanjing Airfare Surcharge (HK$)
出發日期：2020年5月13日 – 12月30日 Travel Period : 13May – 30Dec2020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成人
Adult

小童
Child

訂座艙位及機票有效期
Booking Class & Ticket Validity

備註
Remarks

Economy Class

13MAY20-09JUL20, 01NOV20-30DEC20 --- ---
Q/ 2-7 days

Open jaw among 
PVG/SHA/HGH/NGB/NKG is 

permitted at half round trip basis.10JUL20-31OCT20 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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