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平壤马拉松快闪团 [2.5 晚 3 天, 上海（飞机）- 平壤 – 上海（飞机）]
日期：2020/04/09 (夜) — 2020/04/12
价格：人民币 8295 元/人起 （早鸟价！2019 年 10 月 31 日截止，以付款时间为准）
人民币 8845 元/人起 （10 月 31 日后恢复原价）
行程亮点：
 平壤马拉松 – 7 万朝鲜人民为你欢呼！（赠送朝鲜独家授权的  官方参赛服  完赛纪念衫  官方完赛奖牌  完赛证书  平马定制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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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美食
 金日成故居 – 平壤马拉松 Logo 上的图案就取材于这里 【2.5 晚 3 天团特色】
 进入神秘的板门店（三八线）小蓝房子里一探究竟【2.5 晚 3 天团特色】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2.5 晚 3 天团特色】
 风景秀丽的妙香山[2.5 晚 3 天团特色]
日期
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

下午

/

4 月 10 日
(星期五)

凌晨 1：10 抵达平壤。与导游见面。乘车前往酒店
休息并用早餐。
早餐过后驱车【开城】(单程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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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在上海浦东机场集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将赴朝的签证和机
票交付予您并为您讲解在朝鲜旅游期间的注意事项（预计 30-45 分钟）。
请务必准时出席。
从上海乘坐飞机前往平壤的客人于上海浦东机场 22：30 左右起飞（时间很
可能要变动、提前）

酒店

/

于当地餐厅享用开城十三铜碗餐（旧时王室规格用餐）.

西山饭店 或 两江饭
参观【高丽博物馆】,【邮票商店】，驱车前往【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 店 或 青年饭店
祭扫；返回平壤途经 【统一祖国三大宪章纪念碑】。参观【金日成故居—
万景台】，平壤马拉松 Logo 上的图案就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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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羊肉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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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
(星期六)

早餐过后前往【妙香山】(单程约 2.5 小时) 参观【国
际友谊展览馆】,【普贤寺】.

于当地餐厅用餐后返回平壤.
参观【当地学校】（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和学生们一起课外活动），【建党

西山饭店 或 两江饭
店 或 青年饭店

纪念塔】，【民俗纪念品商店】(无强制购物消费). 乘车彩排比赛线路，领
取号码布及芯片.
晚餐到新近对外国游客 开放的 海洋餐厅用餐, 欣赏朝鲜特色【 歌 舞表
演】， 返回酒店内休息.
4 月 12 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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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过后做短暂休息. 于羊角岛或高丽酒店顶层旋转餐厅享用午餐，尽览
平壤风景。
【金日成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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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地铁】 （6 站）, 【中朝友谊塔】,【凯旋门】.

/

晚餐打包食盒 (由于航班具体时间还未确定，本日下午行程可能会有删减变
动，以配合航班时间)
乘飞机离开平壤的客人 19:30 飞机起飞，21:30 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结束难忘
的朝鲜之旅.

* 航班信息以成团后公布的航班号和时间为准。我们需要乘坐飞机由上海前往平壤的客人出发前一天与我们在上海的代表见面交接朝鲜签证和机票等文件。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们会在成团后逐一通知各位。请不是常驻上海的跑友安排好抵沪时间，留出充足的时间以防航班时间提前。所有参团跑友请务必准时出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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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0 日), 实际付费报名人数满 15 人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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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段 2.5 晚 3 天团费：早鸟价 人民币 8295 元/人 （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以付款时间为准）
原 价 人民币 8845 元/人 （10 月 31 日后恢复原价）
2. 朝鲜段 2.5 晚 3 天单间差：人民币 1150 元/人
3. 朝鲜旅游签证费：人民币 400 元/人
4. 平壤马拉松项目费用：
 5 公里欢乐跑
人民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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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晚 3 天住宿（行程所列酒店或同级别，双人标间）
2. 上海平壤往返飞机票（团队机票将统一出票，如遇政府或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燃油税费，在未出票的情况下将进行多退少补，敬请谅解团队机票一经开出，不得更改、
不得签转、不得退票）
3. 飞机上简餐
4.
5.
6.
7.
8.
9.

行程中团队标准用餐（如因自身原因放弃用餐，则餐费不退）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费
当地中文导游
当地旅游巴士
附送中国人寿常规旅游保险
附送老式有轨电车游览

费用不包含：
1. 单房差（需报名时钩选并额外付费）
2. 小费：人民币 60 元/人
3. 可保高风险运动（如马拉松、潜水等）的境外旅行保险人民币 356 元/人
4. 非中国籍客人附加费：人民币 900 元/人 （中国港澳台客人无需交纳此费用)
5.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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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8. 当地参加的自费以及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