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平壤马拉松超级团 [6 晚 7 天, 丹东（火车）- 平壤 – 丹东（火车）]
日期：2018/04/06 至 2018/04/12
价格：人民币 12090 元/人起
行程亮点：
 第 30 届平壤国际马拉松赛 – 7 万朝鲜人民为你欢呼！（赠送跑步纪念衫，朝鲜官方完赛奖牌及完赛证书）
 有机会拥有一张属于你的朝鲜电话卡，和亲友聊微信、打电话，不必担心错过五个亿的生意订单，更可在比赛当天秀出你定位在金日成体育场的照片！（须提前预定）
 中朝友谊塔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致敬）
 凯旋门 （世界最大）
 金日成广场
 主体思想塔 （世界最高石塔）
 平壤地铁（世界最深的以防空为目的的地铁系统）
 怀旧的老式有轨电车（特别赠送！）
 与朝鲜蓝领阶级一起开怀畅饮“大同江”鲜酿啤酒
 地道的辣白菜制作课程
 风景秀丽的妙香山
 进入神秘的板门店（三八线）小蓝房子里一探究竟
 开城十三铜碗餐（旧时王室规格用餐）
 半日平壤自行车游（名额有限，以付款顺序为准）【6 晚 7 天团特色】
 乘坐炫酷的军用直升机俯瞰平壤全景（名额有限，以付款顺序为准）【6 晚 7 天团特色】
 朝鲜国家图书馆（如果碰到有课的话还可以和朝鲜人一起坐下来听课）【6 晚 7 天团特色】
 少年宫参观及表演【6 晚 7 天团特色】
 数家顶级知名朝鲜餐厅用餐（含朝韩首脑会谈时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点的玉流馆冷面）【6 晚 7 天团特色】
 乘船游览大同江【6 晚 7 天团特色】
 南浦农场及西海水闸 【6 晚 7 天团特色】
 南浦温泉酒店（在房间内享受天然温泉）【6 晚 7 天团特色】
 朝鲜独有的野外贝壳烧烤（看内秀的男导游和司机师傅如何大展厨艺）【6 晚 7 天团特色】
 平壤射击场 （实地射击，让你在在朝鲜体验“打靶归来”的乐趣）【6 晚 7 天团特色】
 光复商城 （你唯一可兑换和使用朝鲜流通货币的地方）【6 晚 7 天团特色】

日期
4月6日
(星期六)

4月7日
(星期日)

上午
从丹东乘坐火车前往平壤的客人早上 8：30 在双星大厦
（丹东火车站步行 5 分钟即达）门口集合（请勿迟
到），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见面,将赴朝的签证和火车

票交付予您并为您讲解在朝鲜旅游期间的注意事项.
10：00 乘火车赴朝鲜首都平壤. (需办理入境手续)
【平壤马拉松】
驱车前往【金日成体育场】, 注册参加马拉松的客人
在此参加比赛,而未参赛的客人可在体育馆内观看开/
闭幕式以及足球比赛.

下午

酒店

17:30 分抵达平壤, 与您的朝鲜导游及坐飞机抵达的跑友汇合。乘车彩排比
赛线路，领取号码布及芯片.随后入住酒店并在酒店享用晚餐.

羊角岛酒店 或同
级别

比赛过后做短暂休息. 于羊角岛酒店顶层旋转餐厅享用午餐. 【金日成广
羊角岛酒店 或同
场 】（幸运的话有可能看到学生团体为太阳节做演出排练，场面非常壮
级别
观），漫步平壤街头，参观【外国语书店】，特别赠送【老式有轨电车】
游览. 参观【主体思想塔】 (登顶参观需额外付费 人民币 40 元/人),【平壤

4月8日
(星期一)

早餐过后驱车前往【开城】(单程约 2.5 小时,含 10 分
钟休息),参观【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场所,停战
协定签署场,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南北朝鲜谈判场所

4月9日
(星期二)

早餐过后前往【妙香山】(单程约 2 小时) 参观【国际
友谊展览馆】,【普贤寺】.

4 月 10 日
（星期三）

【半日平壤自行车游】，【万寿台创作社】， 【平
壤电影制片厂】， 参观【”未来科学家”街】，在
【白雪咖啡馆】品尝美味的现磨咖啡（需现点现
付）

4 月 11 日
（星期四）

驱车返回平壤。参观【建党纪念塔】，【平壤大学
习堂】（国家图书馆，如果碰巧当时有课的话还可
以和朝鲜人一起坐下来听课），【民俗纪念品商
店】 (无强制购物消费).

地铁 】（6 站）, 【中朝友谊塔】,【凯旋门】.
晚餐：柳京馆（旧名海棠花，平壤最好的餐厅）
于当地餐厅享用开城十三铜碗餐（旧时王室规格用餐）.
参观【高丽博物馆】,【邮票商店】，返回平壤后参观【金日成故居—万
景台】. 到【乐园啤酒屋】（当地蓝领最爱的休闲场所）享用纯正的 “大
同江” 鲜酿啤酒（需另付费，约人民币 10 元每扎），返回酒店后用餐.
晚餐后 自选游览【平壤游乐园】 （入场费约人民币 10 元/人，游乐项目
每项 10-40 元不等，现场付费）这是融入当地民众 最好的机会。
于当地餐厅用餐后返回平壤. 【平壤少年宫参观及表演】 （如停止开放则
改为参观当地学校），地道的【辣白菜制作课程】（让你秒变巧手煮妇/
煮夫）。【乘船游览大同江】。
晚餐: 酒店内
午餐：玉流馆冷面（朝韩首脑会谈时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点的朝鲜最好吃的
冷面）
驱车前往【南浦市】， 参观【当地农场】及【西海水闸】。傍晚入住南
浦温泉酒店（可在房间内享用天然温泉浴）。晚餐前享用朝鲜独特的【野
外贝壳烧烤】（看内秀的男导游和司机如何大展厨艺）。
晚餐：南浦温泉酒店 （独栋小别墅，住宿条件一般，有温泉水的情况下
一般不提供热水洗浴）
午餐：参加直升机游的客人在平壤机场用餐 （西式豪华午餐）；
不参加直升机游的客人在万景台餐厅用餐

羊角岛酒店 或同
级别

羊角岛酒店 或同
级别

南浦温泉酒店

羊角岛酒店 或同
级别

参加直升机游的客人【朝鲜军用 直升机游平壤】（飞行时间约 40 分钟，
8 人预订起成行，限 11 人封顶，人民币 1500/人，最多 11 人，依付款而
非报名顺序确认乘机人）
不参加直升机游的客人由导游带领到【牡丹峰公园】游览拍照。

4 月 12 日
（星期五）

选择乘火车离开平壤的客人平壤时间 10:25 乘火车赴新

汇合后参观【平壤射击场】，可以实地射击，体验一下在朝鲜“打靶归
来”的意境，项目需要现场付费。 【光复地区商业中心】（中朝合资的
现代化商城，唯一一个你可以兑换和使用朝鲜流通货币的地方）
晚餐：鸭肉 BBQ 烧烤
/

/

义州, 办理出境手续后赴丹东.北京时间 17:00 左右抵
达丹东.结束难忘的朝鲜之旅.

*依据我们的经验, 观光行程可能根据当地上级指示做出变动调整 (或因维修、敏感原因等因素景点临时关闭 )，属不可抗力因素，不属于旅行团质量问题。如遇此类情况，
地接社会积极沟通协商，力争补充新的游览内容。敬请悉知。

*如遇大雪、大雾、雷雨等天气原因及飞机/火车机械故障、政治因素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行程延误、变更或取消，造成的损失及增加的额外费用，需由游客自行承担。观
光行程可能根据当地上级指示做出变动调整(或因维修、敏感因素等景点临时关闭 )，属不可抗力因素，不属于旅行团质量问题，敬请悉知。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导游会安排客人自愿选择观看朝鲜杂技表演。需要客人现场付费，价格从人民币 200-300 不等。无强制消费。
*截止至申请日期 (2019 年 2 月 1 日), 实际付费报名人数满 15 人成团 (随团提供中文领队 1 名)， 如人数未满 15 人我们将重新报价。
* 因名额有限，报名成功后因客人原因取消参团，则马拉松报名费及签证费恕不退还。
费用：
1.
2.
3.
4.
5.

朝鲜段 6 晚 7 天团费：人民币 12090 元/人
朝鲜段 6 晚 7 天单间差：人民币 2860 元/人
朝鲜旅游签证费：人民币 400 元/人
朝鲜军用直升机游平壤（可选）：人民币 1500/人（限 11 个名额）
平壤马拉松项目费用：
 5 公里欢乐跑
人民币 500 元/人
 10 公里马拉松 人民币 500 元/人
 半程马拉松
人民币 700 元/人
 全程马拉松
人民币 1100 元/人
 场内观赛
人民币 350 元/人

费用包含：
1. 朝鲜段 6 晚 7 天住宿（行程所列酒店或同级别，双人标间）
2. 丹东平壤往返硬卧火车票 （一经出票，不得更改，不得签转，不得退票）
3. 行程中团队标准用餐（如因自身原因放弃用餐，则餐费不退）
4.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费
5. 当地中文导游
6. 当地旅游巴士
7. 附送中国人寿常规旅游保险
8. 附送老式有轨电车游览
费用不包含：
1. 火车上餐费
2. 单房差（需报名时钩选并额外付费）
3. 小费：人民币 70 元/人
4. 可保高风险运动（如马拉松、潜水等）的境外旅行保险
5. 非中国籍客人附加费：人民币 2040 元/人 （中国港澳台客人无需交纳此费用)
6.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7. 因交通延阻、战争、政变、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8.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9. 朝鲜电话卡：$200 美金/卡（仅为开卡费），包含 50MB 流量，流量超出部分 20 美分/MB，话费需额外预存 (开卡费和预存话费均可用人民币或欧元结算) - 更多
信息请提前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0. 当地参加的自费以及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