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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星邮轮全力布局北方市场
处女星号打造专属的海上度假村
2018 年丽星邮轮处女星号将全力
布局北方市场，分别将于 9 月初进驻大
连，9 月底进驻天津，11 月初进驻青岛，
行程中停靠的港口有日本长崎、福冈、佐
世保等地。 处女星号则是丽星邮轮为各
年龄人群精心打造的海上度假村， 无论
是举家出游、好友相聚，还是公司团建，
都能享受到一段悠闲的海上时光。

《新西兰滑雪手册》
中文版在南山雪场首发

各年龄海上娱乐轻松玩

对于银发族来说，轻装出行可避免
舟车劳顿，邮轮出游绝对是一个绝佳选
择。丽星邮轮推出的『丽星百老汇』活动，
马云的太极师傅、国宝级太极宗师王西安
将带来海上太极禅院，更有“花 Young
旅程”欢迎派对、趣味读书会、海上象棋比
赛等主题活动让银发族们焕发青春活力。
年轻一族们，白天可以去露天泳池
游泳，亦可去海上图书馆，坐在沙发躺椅
上看书，面朝大海，任思绪飞扬。甲板上
可以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挥杆、打篮球，傍
晚可以一起在甲板上散步看海上的夕
阳。星座剧院会放映一些热门电影，和亲
友一起走进剧院，尽情享受在邮轮上看
电影的惬意悠闲。晚上喜欢热闹的可以
去欣赏星座剧院每晚的精彩演出，法国
著名魔术师带来的魔术表演、爱情故事
音乐歌舞表演等。一起相约去唱歌或参
加不同主题的舞会和 PARTY，喜欢安
静的则可以去健身房跑跑步，练练瑜伽
或是做一个花式按摩 SPA。船上可以轻

松买到各类免税商品，无论国际名牌的
香水和化妆品、时尚手袋、配饰，还是各
式纪念品及精品购物，均一应俱全。
针对小朋友来看，最适合孩子们的
就是小小航海家海上学堂，小朋友们可
以学习趣味英语、西餐礼仪、剪纸、烘焙
等知识和技艺，亦可玩一次赛车游戏，让
孩子充分动手动脑，收获成长和愉快回
忆，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则可去邮轮甲
板上体验一次惊险刺激的水上滑梯。
舌尖上环球美食大荟萃

邮轮上实行包餐制度，有三家免费
餐厅，一天六餐，从早茶、早餐、午餐、下
午茶、晚餐到宵夜，每一餐都能吃出新意
和美味。丽星明星厨师团队更为银发族
们精心研制了多款养生膳食餐单。

六楼满汉轩的西餐美味又别致，六
楼丽星餐厅的粤菜让您领略港、粤的美
食文化，十二层船尾的丽都自助餐厅甲
板用餐区可以一边用餐，一边吹着海风
看着蓝天大海，分外惬意。
处女星号还有多家环球美食餐厅，
囊括了中餐、西餐、东南亚美食、日本料
理、意大利菜、印度菜等。七楼的帕拉苏
餐厅可品尝口味绝佳的意大利菜。七楼
的蓝湖美食餐厅出品最地道的东南亚美
食：炒果条、叻沙、肉骨茶。丝路花舞餐厅
的烧鹅、烤乳鸽是备受游客好评的中餐
菜品。侍军日本料理的寿司拼盘口味很
是地道，偶尔还能看到厨师的日料烹饪
表演。泰姬印度自助餐厅里的招牌火锅
极受欢迎，在餐厅里一边眺望大海一边
品味火锅，想想就格外悠闲。
北京晨报记者 叶乃馨

北京晨报讯 3月3日，
北半球的雪季接近
尾声，北京市滑雪协会联手新西兰旅游局、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南山滑雪场举办《新西
兰滑雪手册中文版》首发活动，中文版详细
介绍了新西兰的滑雪资源以及反季节滑雪
的特色。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每周一、四、六、日
共有四班北京往返奥克兰的直飞航班，为大
家规划滑雪旅程提供了极大便利。（叶乃馨）

幸福闺蜜周 欢乐双人行
北京晨报讯 2018年，北京欢乐谷斥
—
资 500万元震撼打造的“灯”峰之作——
奇幻灯光节，收官在即。三八女神节来临之
际，北京欢乐谷盛大举办“幸福闺蜜周，欢
乐双人行”活动，3月 8日 -3月 15日，全
民畅享日场、夜场门票“买一赠一”超值钜
惠，通过北京欢乐谷官方网站、官方微信，
购买日场门票 220元 / 套（限两人使用）、
夜场门票 150元 / 套（限两人使用）。此外，
3月 8日当天，所有女性游客均可在北京
欢乐谷园内参与甜蜜抽奖活动。（叶乃馨）

九寨沟3月8日恢复开放 携程启动四川助力计划
3月8日，关闭了近7个月的九
寨沟回来了！2018年3月1日，阿
坝州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关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部分景观对外开放的公告》指出，
九寨沟部分景观拟于2018年3月
8日对外开放。
3月5日，我国最大的旅游集
团携程旅游集团宣布，将启动以
“九寨归来”为主题的“四川旅游
助力计划”，上线首批产品并招募
九寨沟恢复开放首发体验团，还
将运用自身大数据、产品研发、一
站式服务和线上+线下门店优势，
提升四川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
据悉，这是携程继云南、东北
三省之后，重点助力的第三个旅
游助力计划。这也是2018年携程
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从全国其他
地方的经验，以及携程去年与云
南和东北三省的合作经验表明，
线上手机端与线下面对面服务的
整合，不仅能带来不小的客流而
且客户体验更好。”携程旅游事业
部执行总裁杨蕾表示。
携程《2017年度四川旅游大
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四川在
线旅游总人次达2500万人次，比

2016年增长31.6%。85.5%的游客
选择利用携程旅游APP进行预
订，14.5%的游客选择在网页端进
行下单。移动端的预订占比进一
步扩大。四川十大热门线路中，九
寨沟（松潘）、都江堰、峨眉山依旧
是年度最热门。
记者获悉，2017年8月8日九
寨沟发生地震后，景区受到了巨
大的破坏，很多公共建筑受到摧
残。为保障游客安全，景区一直处
于关闭修整状态。目前，基于安全
考虑，2018年九寨沟景区限量每
天2000人，采取实名预约，现场
实名验票。
携程九寨沟跟团游、当地游
及环线产品已经近期陆续上线，
一推出游客量就以每天100%的
速度增长。目前旅游者可以在手
机端、网站和全国上千家携程门
店，预订70多条相关线路，涵盖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国内
近百个城市出发地。据悉这将是
九寨景区地震恢复开放后上线的
首批旅游产品。
“首批九寨沟旅游产品有1日
到5日游不等，主打5钻优质酒店、
无购物无自费，3月出行赠送九寨

门票、观光车，主力团队游产品还
有奔驰、特斯拉专车接送机。”携
程旅游四川产品经理介绍说，以
成都出发的“九寨沟3日跟团游5
钻”为例，起价639元，3月7日首发
团，2个成人第二人半价。
“同时，携程旅游也会做好产
品上的补贴，希望用这种方式，让
更多的消费者，前往旅游目的
地。”杨蕾表示，未来携程计划在
开发产品、价格补助计划的基础
上，与九寨沟景区等相关方，建立
大数据、营销、产品线路、个性化
定制等多方面的合作。
据产品经理介绍，3月8日九
寨沟景区恢复的部分为沟口——
—
长海段沿途景观（即原Y型游览区
域的左路），包含长海、五彩池、镜
海、诺日朗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
瀑布、扎如寺等景观原则上为步
行游览区。游览实行专车专导、团
队游览方式、实行原车原回。
虽然游览区域比较之前有了
缩减，但徒步景点都为九寨的精华
区域。其中五彩池以秀美多彩纯净
通透而闻名，是九寨沟最小、最艳
丽的池子，且四季不冻，是此前游
览九寨沟客人里最受称道的景观。

九寨沟景区震前震后重新开放对比

游览范围：
主要游览方式：
建议游览时长：
票价：
开放人数：

震前

震后重新开放

沟口 - 长海段沟口 - 原始森林
散客游览
两次进沟，两天
旺季 220 元 / 人，观光车 90 元 / 人，
淡季 80 元 / 人，观光车 90 元 / 人。
限制最多 4000 人 / 天

沟口 - 长海段（精华部分保留）
专车专导，团队游览方式
一次进沟，一天
旺季 110 元 / 人，观光车 90 元 / 人。
淡季 40 元 / 张，观光车 90 元 / 人。
2000 人 / 天，实名预约，现场实名验票

因此，随着景区范围缩
小，在线路设计上，携程旅游
也做了调整：原本九寨沟深度
游览多采取二次进沟的游览
方式，现在游览时间可缩短为
一天。除了九寨沟线路外，部
分长线线路还加入其他具有
特色的旅游景观、如白马王
朗、若尔盖草原等。目前各地
到九寨沟的航班还未恢复，旅
游团采取成都公路往返的旅
行方式。
九寨沟是中国最热门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官方数据显
示，2017年上半年九寨沟接
待 156.2万游客。根据携程旅
游产品的点评大数据，九寨沟
是国内满意度最高的目的地
之一，2017年上半年平均点
评分达到 4.82分（满分 5分），
在杭州之后排名全国第二。地
震后，携程旅游针对经历地震
游客的一项调查显示：97%游
客希望以后再来九寨沟。
（叶乃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