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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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1.海南-三亚/兴隆双飞6日游（10月10-20-零自费/含接送） 品质3980元/人
2.海南-三亚/兴隆/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天天发-含接送机） 一价全含3680元/人
3.北京-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圆明园天津双飞6日游（10月15/19/23-带全陪) 一价全含2680元/人
4.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10月15/17/18-带全陪/含接送) 品质2280元/人 纯玩4880元/人
5.长沙.张家界.天门/天子山.金鞭溪.袁家界.大峡谷.苗寨.凤凰双单飞单卧7日游 3380元/人 精品3680元/人
6.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10月17-带全陪/含接送） 一价全含2880元/人
7.厦门.鼓浪屿.土楼.集美.南普陀.武夷山.天游峰双飞7日游（10月16/18/20-含接送) 纯玩3680元/人
8.四川.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7日游（天天发） 纯玩2280元/人
（注：1.更多线路请来电咨询！ 2.凡报名者均赠送大米一袋！）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18997202026
0971-8588224

海胡新区服务热线: 15003699760 城西区服务热线：18997202026 城中区服务热线：18997200042(南大街)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280元 海南特色团双飞6日 33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4飞8日游2080元起 桂林双飞6日每天发班 2380元起
三亚双飞6日游3380元起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3480元起
贵州双飞6日游2980元起 桂林+贵州双飞10日游 3680元
四川乐山/青城山/峨眉山/都江宴双卧6日2180元起 厦门双飞6日2880元
西安/华清宫/骊山/兵马俑/大明宫/钟鼓楼/音乐喷泉双卧4日 1580元起
张家界/天子上/天门山/黄龙洞/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2780 元
韶山/天门山/天子上/玻璃桥/凤凰古城/苗寨/漓江/一江四湖/阳朔/象鼻山单飞9日 3980元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水乡+园林+宋城千古情+夜游黄浦江+古运河双飞7日带全陪 2380元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一价全含2980元 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江西婺源双卧9日 3180元
总部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万达中心1号楼17楼11705室 15003699760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1061室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海南双飞6日 2280元 海北桂三飞10日 3280元
重庆+三峡三卧6日 1980元 桂林双飞5日 2280元
贵州双飞6日 2080元 华东五市双飞7日 19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 2280元 贵州+桂林双飞双动9日 3580元
张掖+额济纳旗+嘉峪关双动4日 2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080元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双飞6日 23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2880元
峨眉山+乐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7日 1880元
拉萨+大昭寺+纳木措+林芝双卧9日 3550元
云南+海南三飞11日 458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旅游百事通可为您提供更多国内外旅游业务：跟团游 邮轮游、定制游、自由行、一日游、各国签证、机票+酒店、景点门票+酒店等多种单样化服务、境外WIFI、旅游保险等业务欢迎来电咨询！可在门店VR实景体验！青海金旅国际商务旅行社（L-QH-CJ 00014）

诚邀加盟：8067778 18194562876强势空降青海
全国十强旅游知名连锁品牌

十佳旅行社
携程旅游线上线下践行者

公司地址：西宁市西大街王府井A馆20楼6363299、大十字营业部15110984080、交通巷17797256231、南山路5565127、国际村13299809919、长江路13309781817、乐都15650929888、多巴13299807997、香格里拉13709766166、共和县13639718772、大通县三号桥15110938195、大通县八一路15897129868 更多门店正在装修中敬请期待！

东南亚：曼芭莎8日游 10月28，11月4/11日 3280元
新马泰12日游 11月2/4/9/11/16/18日 5380元
泰新马11日游 10月25日 5280元
芽庄半自由行8日 10月28日11月4/11日 3980元
巴厘岛7日游 11月2/5/9/12/16日 4999元起
五星普吉岛8日游 10月25日 3199元
安心普吉8日游 10月25日 4790元
日本：日本本州品质7日游 10月29日 6300元
日本尊享温泉美食6日游 10月30日 6180元
本州白川乡半自助深度8日游 10月31日 6600元
乐动本州半全景8日游 10月31日 7580元

中东非：迪拜8日游 10月27日 4980元
南非8/10日游 11月3/10/15/22日 10280元起
土耳其全景10日游 10月25日 6880元
埃及10日游 10月29、11月7/14日 9790元起
北非花园摩洛哥12日游 10月27日 15800元
埃及迪拜10天 10月26/30日 9690元
欧洲：德法意瑞+奥地利捷克六国13日 11月11日 7999元
德法意瑞4国12日游一价全含 11月12日 14099元
澳新：澳大利亚新西兰11日游 11月7/9/14/19/24日 12900元

国内游线路：
北京天津双飞6日 2280元起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四飞8日 2280元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6/7日游 2380元
山东半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游 3080元起
海南双飞6日游 3380元起； 贵州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双飞5/6日游 3580元起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一价全含 3680元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7日 35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880元起
成都峨眉乐山双卧7日游 1980元
西宁-重庆-长江三峡五星游轮双卧7日游 3680元
云南+三亚双飞10日游 4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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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国内游8560888、出境游8560999、台湾游5111110
11月9日、10日、11日中国珠海·第12届中国航展（公众日开放门票）青海代售处
持中国银联卡在我公司报名，在境外消费，均有200元购物基金 ★ 10月15日开始中旅集团推出“星旅钱包”——先旅游，后付费
德法意瑞四国11日11月15日一价全含12600元，曼谷、芭提雅、普吉岛12日11月15/18/22/29日 5580元
五星泰国7日10月16/19/23/26/28/日5099元 心悦巴厘岛8日10月19/22/26/29日3999元起 马尔代夫自由行7日10月21日6999元起
普吉岛7日10月18/20/25 日4399元起 南非花园大道10日游11月1/4/6/8/11日14599元/起
埃及游轮10日10月19/22/26/29日 10299元 土耳其10日10月23/30日，11月2/6/13/23日9499元
越南越芽5-6日游10月16/23/30日 西宁起止、一价全含4599元， 西宁起止、一价全含10月18/20/25/27日4299元
迪拜双飞8日游10月20/27日，11月2/9/16/23日4980元，日本秋之物语赏花温泉品质9日游10月23/29日，11月5/12/19/26日6899元
韩国.悦享首尔济州六飞8日游10月20/27日 西宁机场起止一价全含4980元，10月26日(特色团) 5980元
俄罗斯双首都+金环双镇+拉多加湖10日游10月23日 5899元，斯里兰卡7日10月16/18/20/23/25/27/30日 7580元起
朝鲜纯玩双飞双卧6日游10月20/23/24日西宁起止一价全含6299元，5+2半自由行本州全景8/9日10月25日，11月8/13/25日 8099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一价全含10月19/26日 5480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11日11月5/25日12月3/15/17日11200元
青海千人游：澳新全方位海陆空11日(一价全含）10月29，11月3、7、12、19、21、26日 12600元

中国台湾9日游10月25日发团（品质旅游、质量保证）
海南岛三亚双飞6日游 3380元、3780元、4180元、4380元不等
重庆、长江三峡（美国涉外游轮）6日游3880元，内蒙古双卧七日游 18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游2880元、3080元 华东五市单飞6日游2880元
贵阳 + 桂林双飞10日游 3680元 北京、天津单飞6日游2680元不等
南京、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双飞6日2880元、3680元，成都双卧7日游2080元
海南、北海、桂林三飞10日游3880元 景德镇、庐山、婺源双飞6日游30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4380至5380元（出行无忧、放心旅行）
青岛、大连、威海、烟台、蓬莱单飞单卧7日游 31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7日游3980元 新疆双飞8日游3380元
贵阳、黄果树、小七孔、千户苗寨双飞7日游 2880元

柴达木路13997013469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人民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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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7021588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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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7-8210056

青海天天假期国际旅行社
西宁市十佳旅行社 0971-6182638 6182738 18997182881
昆明/石林/九乡/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 2080元
海南/三亚/天涯海角/兴隆热带植物园/南山佛教文化苑/西岛/亚龙湾双飞6日 3280元
海南/三亚/兴隆/海口/北海/桂林/银子岩/古东瀑布双飞10日 3080元
长沙/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VS玻璃栈道/湘西苗寨/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6日 2780元
北京/天安门/天坛/颐和园/园明园/长城/鸟巢/水立方双飞6日 21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三水乡/三园林双飞6日 2380元
厦门/鼓浪屿/集美学村/胡里山炮台/南普陀/武夷山/天游峰双飞7日 3180元
贵州/黄果树/天星桥/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7日 2880元
南昌/鄱阳湖/婺源/景德镇/泰宁/泉州/土楼/厦门/武夷山/天游峰双卧8日 2380元
重庆/武隆/乐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9日 2680元 西安双动4日 1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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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 3580元
2.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双飞六日游 特色餐团 3780元
3.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双飞六日游 特色餐团 2980元
4.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2480元
5.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 六日游 3080元
6.乌鲁木齐/吐鲁番/天池/喀纳斯双飞8日 3380元 三亚双飞精品6日游35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4飞8日 2080元 贵阳+桂林双飞9日 3580元
8.厦门/永定/古 田/南昌/泰宁/武夷山/泉州 双飞八日游 2480元
9.成都/乐山峨眉/都江堰/青城山双卧纯玩七日游 1880元
10.北京+天津深度纯玩双飞6日游 2380元
11.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 5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以上专列行程新老顾客均有100-180元优惠，报名还赠送1000元大
礼包，本社另备有多条国内、国外、省内及周边游路线，欢迎来电咨询！
报名地址：1、东稍门路北公交站 电话：0971-7733599

品质
国旅

大型【夕阳号】港澳旅游专列与您相约 13209788049
13086268211

L-QH00289
咨询
电话

1.港珠澳大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广州、桂林、阳朔、湛江、长沙、韶山、
湘西凤凰古城夕阳红空调专列15日游

硬卧：上铺2750元中铺3150元下铺3450元发团时间:11月5日
2. 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海洋公园、港珠澳大桥、澳门、桂林、阳朔、

凤凰古城夕阳红非空调专列+动车14日游
硬卧：上铺2280元中铺2580元下铺2880元发团时间:11月18日

国内游：

青海远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L-QH-CJ00020

境外游：

毛里求斯自由行7-8日（成都直飞） 8199起
马尔代夫自由行7-8日（西安直飞） 7280起
日本本州全景8日游8199起 美国10日游 9999起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11月1/6/8/11/13/15/18/20/27/29日 5380 元
朝鲜往返双卧10日游10月13/20/27日4480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墨尔本13日游11月26/23日14800元
北海/下龙湾/吉婆岛双飞8日游1799元

海北桂纯玩10日游 3480起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980 - 5580不等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 3500元
云南四飞8日游 2180元
贵州红色旅游双飞6日游 2480元
三亚10日游 3680元
厦门双飞六日游 3000元

乐都：0972-8636362 15597252999大通：0971-2726882 13997002888互助：0972-8399989 15650939991夏都大街：0971-6338060 18397125441城西区：0971-7839676 15110906427

新华社电 在与墨西哥、加拿大就更新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十余天后，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16日宣布，已按程序通知国会，美
国政府有意与日本、欧盟和英国分别就贸易协
定展开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在赢得更新北美自贸协定
的关键一步后，美国政府自认更有底气推动其
贸易政策并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准备向更
多盟友发起双边贸易谈判，但这种挑战多边贸
易体制和规则的霸凌做法只会更加不得人心。

【【新闻事实新闻事实】】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6 日在声明中

说，美国将通过与日本、欧盟和英国的贸易协
定谈判来继续扩大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并承诺
完成这些谈判，为美国工人、农民、牧民和企业
带来及时的实质性成果。

莱特希泽称，美方致力于解决关税和非关
税壁垒问题，并与日本、欧盟和英国达成“更公
平”和“更平衡”的贸易关系。

根据美国国内法律流程，美国贸易代表在

与其他经济体就贸易协定正式谈判前，需提前
90 天通报国会，并与国会就贸易协定谈判的
目标进行磋商。

莱特希泽当天在写给国会领导人的信中
表示，他希望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快与日本和欧
盟启动谈判，但不早于上述通知发布 90 天
后。此外，特朗普政府计划在2019年3月底英
国脱离欧盟后，迅速开始与英国的贸易协定谈
判。

【【深度分析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虽是走程

序所需，但也有其政治考量。特朗普政府选在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不足一个月之际宣布这一
消息，意在说服选民，尤其是已受到贸易反制
措施影响的选民保持耐心，使其相信政府贸易
政策最终能迫使贸易伙伴让步，从而达到其号
称的“美国优先”目的。

目前，美国与上述三方的贸易谈判各有难
点，分歧巨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欧、美日之
间的重要分歧包括农产品和汽车贸易；美英之

间的难点在于英国要完成彻底“脱欧”并厘清
与欧盟、世贸组织的关系后，才能与美国独立
展开谈判。

此外，钢铝关税也是美欧、美日分歧之一，
而令欧盟和日本尤为关注的是，尽管美国与加
拿大、墨西哥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达成一致，
但美国并未豁免对加墨两国的钢铝关税。

【【即时评论即时评论】】
美国不顾各方反对，强行“重新装修”了北

美自贸协定这个“后院”，自认这种“强拆另建”
的方式和手段管用。

但是，特意从双边贸易关系下手、凭借贸
易优势地位倾轧对方的霸凌做法，归根结底是
给多边贸易体系“拆台”，直接“拆”的是多边贸
易规则这根“支柱”，最终危害的还是全球经济
的根基。

“耍横”做不成好生意，一家独占更不得人
心，互利共赢方能长久。

【【背景链接背景链接】】
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启

动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的“232调查”，并威胁
加征关税。此举遭到欧盟、日本、加拿大等贸
易伙伴的广泛批评。

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就缓和贸易紧张局势达成一致，双方
同意通过谈判缓解贸易摩擦，并同意暂停加征
新关税。但欧盟专家普遍认为，欧盟只是获得
了暂时喘息机会，汽车关税问题并未得到最终
解决。

特朗普就任后一直要求与日本启动双边
自贸协定谈判。为避免美国的汽车关税威胁，
日本最终同意与美国就双边贸易协定开启谈
判，但这并非特朗普政府最初提议的自由贸易
协定，而是主要涵盖货物贸易和部分服务的有
限贸易协定。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8 月启动更新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墨、加三国今年
9 月 30 日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
致，但新协定还需经三国立法机构批准才能
生效。

美瞄准日欧英 贸易霸凌不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