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

青海青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L-QH-CJ00015
诚信，专业是
我们的承诺

咨询电话 : 8245707 8236700 8235911 另我社可代办各国签证及机票业务其他线路来电详询

泰国曼谷芭提雅普吉岛8日游 5080元/人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780元/人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12日游 5980元/人 贵州双飞6日游 258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11日游 1180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2680元/人
德法意瑞+荷兰五国13日游 12800元/人 北京天津双飞7日游 2080元/人
日本本州赏樱花四飞9日游 6999元/人 厦门双飞六日游 2180元/人
俄罗斯双飞6日游 6466元/人 华东江南双飞6日游 2680元/人
美国夏威夷14日游 19999元/人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 2380元/人

旅游
专列

台湾游10日游北京、华东、青岛、山西、海南、
云南等全国各条线路，均有发团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港中旅·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本公司诚邀全市、全省加盟商及负责人、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共赢！！！约谈电话：182 0971 0973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出境游8560888 国内游8560999 台湾游5111110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12日游5980元一价全含 无自费 含三国签
柬埔寨—吴哥、金边8日游4580元起、苏梅岛8日游4999元
土耳其精华10日游8699元起、土耳其+埃及10日游9490元
马来西亚—沙巴6日游4680元，毛里求斯半自助9日游8799元起
美娜多6日游3999元、宿雾、薄荷双岛7日游4980元起
越南芽庄6日游2199元、2499元、3499元不等、五星奢华5780元
毛里求斯9日游8799元起，斐济群岛8日游11680元起

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荷兰13日游13500元西宁录指纹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8日游4280元、4999元，普吉岛7日游4380元起
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11200元、俄罗斯10日游6999元起
日本本州8日游6980元起至 8480元、8999元不等
美国--塞班岛8日游10088元起，迪拜7日游3880元起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3980元起，斯里兰卡8日游7780元起

北戴河、哈尔滨、漠河、海拉尔、满洲里、长白山、沈阳15日游 3180元
北戴河、哈尔滨、牡丹江、俄罗斯海参崴、长白山、沈阳15日游4280元

张家界、贵阳、甲秀楼、黄果树瀑布、重庆、武隆10日游2980元
张家界、宜昌、长江三峡、三峡大坝、重庆、武隆10日游3280元

城北门市部8823489 公园8060132 南山路8820440 康乐6361606 文化街8237598 七一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 气象巷5125170 湟源2473093 大通2791999 金羚大街7526266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 成 路 8176808 文 景 路 5316788 乐 都 0972-8625111 海 南 0974-8528811 贵 德 0974-8555550 民 和 0972-8535200 民 和 官 亭 0972-8411777 互 助 0972-8389963 德 令 哈 分 公 司 0977-8210056

台湾游
联系电话: 0971-8213999/8225565

国内游 国内部电话：8213999出境游 咨询电话：8251258

公司地址：西宁市南大街17号（宏觉寺街口、七天酒店后院）8251258 8225565 8213999 网址：http/www.qhxhgl.com

L-QH-CJ00003
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日本本州八日经典游 7280元/人
土耳其一地十日游 7780元（特价）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十二日游 6500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5800元/人
欧洲四国（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380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10300元/人
澳大利亚、大堡礁、新西兰十二日游 14800元/人
俄罗斯一地七日游 98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品质四飞8日 3880元/人
厦门/鼓浪屿/胡里山炮台/集美/土楼/武夷山双飞7日 纯玩2680元/人
长沙/韶山/天门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古城双飞6日 2980元/人
青岛/大连双飞7日 1980元/人
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上海双飞6日 2680元/人
北京天津单飞6日 1680元/人
黄果树/西江苗寨/青岩古镇/花溪湿地公园双飞6日 2980元/人

台湾环岛9日(每周六发团)

经典/品质/玩美 行程多样 价格优惠

诚聘导游、销售若干 联系电话：8223841

免费上门服务 咨询热线：0971-8588224 15003699760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打造青海人首选合作伙伴、私人订制

报名地址：海湖新区万达中心1号写字楼17楼11075室（万达嘉华酒店旁）
咨询热线：0971-8588552 15003699760 18997202026 您身边的旅行专家

1、海南海口/三亚双飞6天2880元起 海南北海桂林10日3880元起
2、北京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天津双飞6天带全陪 2480元/人
3、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天 特价2680元/人
4、华清宫/骊山/兵马俑/大明宫遗址/钟鼓楼广场音乐喷泉/4天 1480元
5、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7日游 2680元/人
6、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杨家界/大峡谷/苗寨凤凰单飞/双飞6日游 2480元/人
7、贵阳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双飞6日 2780元
8、鼓浪屿/南普陀寺/胡里山炮台/武夷山/土楼/集美双飞7日 特价2180元/人
9、重庆双卧7日1099元/人 老宝贝长江三峡7日2680元/人起
10、广西桂林全景8日游大漓江/德天瀑布/阳朔西街/象鼻山/银子岩2980元/人

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QH00254

本公司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报名电话：18997272605 0971-6145655

地址：西关大街42号古城台小学对面国芳百货（农业银行旁边）5单元13楼5132

夕阳红之旅-A.重庆/天下龙缸/三峡/武汉/庐山/黄山双卧10日游（5月15-带全陪/四星涉外船） 3880元/人
B.重庆/长江三峡+张家界/神农架双卧9日游(5月13-带全陪） 二等舱3200元起/人
C.重庆/长江三峡全景双卧7日游（5月13） 二等舱 2400元起/人
1. 北京-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天津双飞6日游（4月21/22/23/24-带全陪/含接送） 纯玩2080元/人
2.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4月21/22/23/24/30带全陪/含接送) 品质2980元/人 高品3880元/人
3.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水乡+双园林双飞7日游（4月18/19-含接送） 一价全含2300元/人
4.长沙.张家界.天门/天子山.金鞭溪.袁家界.大峡谷.湘西苗寨.凤凰双飞6日游 品质2980元/人 精品3080元/人
5.贵州-万峰林.马岭河大峡谷.黄果树瀑布.龙宫双飞6日游（4月25-带全陪） 纯玩2780元/人
6.厦门.鼓浪屿.土楼.集美.环岛路.曾厝垵.武夷山.天游峰双飞8日游( 4月29;5月2/3-带全陪) 纯玩3780元/人
7.四川-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熊猫基地双卧8日游 纯玩2180元/人 （注：更多线路请来电咨询！）

青海润辉国际旅行社L-QH00115
1.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 1680元
2.洛阳牡丹园、龙门石窟、云台山、少林寺双卧5日游 1880元
3.西安动车四日游 1680元
4.黄帝陵、壶口瀑布、南泥湾、枣园、杨家岭动车4日游 1580元
5.厦门、鼓浪屿、鹭江、客家土楼双飞7日游 2180元
6.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7日游 2680元
7.多彩贵州、黄果树瀑布、青岩古城、双飞6日游 2580元
8.长沙、韶山、张家界、桂林阳朔、丽江单飞9日游 2780元
9.昆明、大理、丽江、版纳精品双飞8日游 3280元
10.桂林双飞6日游 2280元
11.青岛、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双飞7日游 2480元
12.大美江南双飞特价6日游（一价全含） 2480元
公司地址：西宁市八一西路43号工商宾馆7楼（机场公司斜对面）
咨询热线：0971-8253778 15297000726

华东 云南 东南亚 特价报名送大礼
报名就送1000元电话费充值卡
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上海双飞7日游2180元 特色团餐2980元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 4飞8日游2680元 特色团餐3380元
海北桂双飞10日3580元贵阳+桂林8日3280元张家界双飞6日27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1780元 贵阳/万峰湖/黄果树双飞6日2980元
张家界+桂林8日3080元茅台/遵义/赤水6日1880元青岛大连6日21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双飞8日 4月19/26/5月6/16/26日19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芽庄4飞8日游一价全含4月30日438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12日4680元 泰国双飞8日3280元
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报名就送1000元话费
西部国旅1：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24小时热线：0971-7733559 0971- 7733551
地 址2：东大街阳光女人商场正门口 24小时热线：0971-5123518 18997244567

▲船奇新三峡+武汉包船8日游（5月5日） 1880元/人起
▲空调专列：张家界+贵阳+川渝10日游（5月10日发） 2880元/人起
▲空调专列：张家界+宜昌+川渝10日游（5月10日发） 3180元/人起
▲游轮：重庆三峡/武汉/庐山/黄山10日游（4月25日） 3480元/人
▲晋美山西+北京故事10日游（4月28日） 2580元/人
▲锦绣江西庐山/南昌/婺源双飞6日游（每周六） 2480元/人起
▲桂林+张家界双飞10日游（4月18日） 2580元/人起
另有旅游租车、包车服务、更多精彩线路详情请来电咨询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

神湖国旅西宁市十
佳旅行社

0971-8215618 18797014821 18997196226
L-QH00028 青海天天假期国际旅行社

西宁市十佳旅行社0971-6182638 6182738 18935518099
北京天安门/天坛/颐和园/园明园/长城/鸟巢/水立方双飞6日（18/19/20/21号派全陪） 19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三水乡+三园林双飞6日（20/21/25/27/29/30号派全陪） 2380元
昆明/石林/九乡/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21/22/23/24/25/26/27/28号派全陪） 28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6日2880元+桂林/漓江/阳朔单飞9日 2780元
厦门鼓浪屿/环岛路/胡里山炮台/曾厝垵/南普陀/集美+武夷山双飞7日（天天发团） 35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7日1780元 重庆洪崖洞/武隆/天坑/仙女山双卧7日 1980元
河南洛阳牡丹花+少林寺+云台山+开封双卧5日游 1880元 山西五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双卧6日 1380元
贵州全景+桂林全景双飞10日游3580元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双动3日游 1380元
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双动3日游 1280元 宁夏沙湖+沙坡头双卧3日 1280元 茶卡1日100元 青海湖1日 80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纺织品大楼1单元9楼(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报名/赠双保险/赠户外旅行包)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一单元1061室
原老西宁电影院 电话0971-8254210 18809715333 18997248001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1000话费充值卡
海南/三亚/兴隆/双飞6日游 特价29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3680元
桂林/贵阳精华10日游 4080元 河南/洛阳赏牡丹双卧5日游 1980元
厦门/鼓浪屿/集美/武夷山单飞7日游 2580元 双飞 2780元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2550元+腾冲瑞丽双飞8日游 27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1900元 张家界+桂林单飞9日游 2700元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7日游2280元 +黄山+千岛湖单飞9日游 32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 2180元 长江三峡/神农架揽胜双卧6日游 2480元
西藏桃花节拉萨/大昭寺/雅鲁藏布江/羊湖/林芝单飞单卧8日游 2480元
贵州黄果树瀑布/丹寨万达小镇/西江千户苗寨/双飞6日游 2980元
成都/乐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纯玩7日游 1880元 +熊猫基地 2480元
青岛/大连/威海/蓬莱/旅顺双飞6日2380元 + 曲阜/济南/泰山双飞10 3780元
西安/兵马俑钟鼓楼双动4日游 1780元 婺源/庐山/景德镇 双卧8天 2180元

青海康泰国旅
L—QH00031

24小时咨询热线:国内8245569 17725268322
湖南＋贵州单飞单卧8日品质游 2880元 美丽新疆双动8日游 2480元
贵阳＋桂林带全陪双飞八日游 3280元 晋美山西夕阳红双飞6日游 1980元
贵州双飞六日游带全陪 2580元 洛阳牡丹四日游/双飞五日游 1980元起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六日游 1680元 超值厦门双飞七日游 2180元
另外我社备有多条精品线路，如三亚、云南、北京天津、华东五市等欢迎来电咨询!!!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大街百货大楼西百宾馆10楼1005室（西门口）

现代国旅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
许可证号：L-QH-CJ00009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0971-8243031 城北区6124448 城西区6182817 南川东路4325033 多巴镇通海十字0971-2215889 大通县0971-2828432 民和县0972-8517376 乐都区0972-8631111

国内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6007 8232326
北京+天津深度双飞6日游 2080元
西安市内/乾陵/华清宫/兵马俑单动单卧5日游 1800元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游2180元 +北京单飞10日29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3980元（起）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 2980元（起）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6日游 2680元（起）
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双飞6日游 2380元（起）
桂林漓江、义江缘、银子岩双飞6日游 2080元（起）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 6日游 2780元（起）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日喀则/林芝/纳木措双卧11日游3780元
另备多条周边短线，欢迎来点咨询！

“夕阳红”闯关东深度系列—— 一路向北再向北，坐上火车去北极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18997263365 18997263361
A线：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根河湿地、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长白山、沈阳专列15日环游
售价：非空硬卧上铺2580元/人 中铺2880元/人 下铺3180元/人 软卧上铺3580元/人 下铺3880元/人
B线：遇见俄罗斯——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牡丹江、镜泊湖、绥芬河、海参崴、延吉、珲春、长白山、沈阳专列15日环游
售价：非空硬卧上铺3380元/人 中铺3680元/人 下铺3980元/人 软卧上铺：4380元/人 下铺4780元/人
C线：山海关、北戴河、丹东、朝鲜、新义州、平壤、开城（板门店）、通辽、科尔沁草原、沈阳专列15日环游
售价：非空硬卧上铺4780元/人 中铺5080 元/人 下铺5380元/人 软卧上铺：5780元/人 下铺6080 元/人
报名优惠活动时间：4月22日前报名优惠180元/人 出发时间：2018年5月15日（以铁路部门最后命令为准)

“夕阳红”正常火车、动车班旅游线路 咨询热线：0971-8246007 18997263362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双卧11日游 2780元
九华山/黄山/三河古镇/宏村双卧8日游 2680元 10日游2980元
山西五台山/云冈石窟/渠家大院/平遥古城/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380元
张家界/凤凰/贵阳/黄果树大瀑布/重庆/三峡大坝/宜昌三卧12日游 2880元
广州/深圳/珠海/香港（只进一个免税店）/澳门/桂林三卧13日游 3980元
四国风情——南宁/越南/老挝/缅甸边境/版纳/昆明单飞单卧13日游 3680元

出境旅游咨询电话：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曼芭沙8日游 2980元 曼芭普8日游 4980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12日游 4980元
越南芽庄半自由行8日游 2980元 越南下龙湾+吉婆岛 2380元
日本名/阪/京/东7日游 6980元 本州+北海道10日游 728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14日游 13999元 +墨、加17日游 15999元
俄罗斯四飞9日游 7880元 北欧四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9日游 9300元
北欧四国/双峡湾+俄罗斯金环13日游 12600元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12日游 （一价全含）10999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11800元 （特色团）14800元
南非+阿联酋11日游 14699元 南非+埃及穿越非洲13日游 15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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