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归20周年+金砖厦门+重上井冈山

重庆商报港澳厦门专列2080元起
一次畅游厦门、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井冈山 10月31日左右出发，前200名还有千元大礼相送

报名热线：023-63907666 63907876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何不去
香港特别行政区走一走看一看。

金砖国家峰会刚刚在厦门闭幕，
美丽的厦门凭什么魅力成为又一个
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的中国城市？

还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的读者，
有没有机会一次玩遍两地？有！

10 月 31 日左右，重庆商报将联
合华运号旅游专列推出“广深珠、港
澳、厦门、井冈山经典品质12日旅游
专列”，价格低至2080元/人起，无购
物压力，还有价值1000元的四重大礼
相送（限前200名报名者）。

快跟随我们登上南下的专列，感
动回归、温情相伴、相约港澳，圆你一
个“中国梦”。

行程经典
一次游遍港澳、厦门、井冈山

专列旅游正在兴起，既经济实惠，
又节约时间，一次出行，游遍多地，此
时，目的地的选择更为重要。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对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我们总是怀着不一样
的情愫，见证金紫荆广场、璀璨繁华
的维多利亚港、活力四射的中环金融
中心、美食之都、海洋公园……是时
候去香港和澳门走一走看一看了。

这趟专列将前往会展中心、金紫
荆广场、风水宝地浅水湾、太平山俯
瞰“东方之珠”香港的美丽全景、海洋
公园、黄大仙庙、星光花园、澳门大三
巴牌坊、妈祖庙、澳门回归的标志莲
花台等地，亲眼见证回归后的港澳。

此外，金砖国家峰会刚刚在厦门闭
幕，厦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
城市，鼓浪屿更是素有“海上花园、音乐
之岛、步行者天堂、万国建筑博览”之
称。专列将带你游览胡里山炮台、鼓浪
屿、南普陀、厦门大学、曾厝垵、环岛路、
珍珠湾等地，让你完全领略厦门之美。

革命摇篮井冈山也是许多老年朋
友的情结，你可以在井冈山游览黄洋
界哨口、著名五百里翠竹百竹园、中
国人民银行前身红军造币厂、北京
301医院的前身小井红军医院、五龙
潭瀑布群，瞻仰北山烈士陵园，远眺
百元人民币背景图案五指峰等。

这样的行程结合十分难得，不容错过。

震撼特价
还赠送价值千元四重大礼包

因为是庆香港回归 20周年大型
主题游活动，这趟专列价格特别优
惠，仅2080元/人起。

作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旅游专
列运营商，“华运号”所属的家天下国
际旅行社，还特别为商报读者订制了

“四重大礼”，分别是价值798元的多
功能电饭煲（或价值598元的肩部按
摩仪，两者二选一）、价值398元的定
制行李箱、“中国梦”专属大礼包和下
次报名可使用的价值100元优惠券。

凡是在本报现场报名参加专列
的，每人均可获赠“四重大礼”，限量
前200名。如此丰富的超值大礼，在
市场上也是少有的，足见“华运号”专
列带给重庆市民的诚意。

品质保证
专业化服务 医生记者随行

“华运号”主打老年旅游专列线路，
有着8年的运营经验，全程配备专职保
健医生，全国老年机构支持，因此，港澳
专列在全国市场一经推出便受到热烈
追捧。专列旅游具有一线多游、一票到
底的特点，一路上可观景、可休息、可游
览、可娱乐，省去了其他包列火车方式
的节奏紧张和舟车劳顿。

而针对很多人关心的强制购物问
题，“华运号”绝不强制购物，绝不强
制增加自费景点。重庆商报届时也
将派出随团记者，对品质进行全程监
督。

需要提醒的是，去香港和澳门要
报名的市民需提前办理港澳通行证，
一般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请有意出
行的市民提前办理。

★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
★一次游遍八大名城
★价格优惠礼包丰厚
★医生记者随车同行

商报读者独享价：
硬卧上铺：2080元/人
中铺：2380 元/人
下铺：2680 元/人
软卧统一价：3380 元/

人（四人一个包厢，条件舒
适，铺位仅限108 位）

报名大礼包：价值 798
元的多功能电饭煲（或价值
598 元的肩部按摩仪）+价
值 398 元 的 定 制 行 李 箱 +

“中国梦”专属大礼包（品质
背 包 + 旅 游 帽 + 纪 念 T 恤
衫+香港回归 20 周年纪念
对章）+价值 100 元的优惠
券（下次使用）

1.此价格为整体全

包价，含往返专列卧铺、
用餐、酒店、交通、景点门
票、保险等费用，但不含
火车上用餐，使用老年证
进入景点也不再退门票差
价，绝不强制加点、购物，
一切自愿。

2.报名时根据铁路

立体分票原则：硬卧：1 人
报名为中铺，2 人报名为
上下铺或 2 人中铺，3 人报
名安排上中下铺；软卧：1
人为上铺，2人为上下铺。

3.小孩收费：1.2 米

以下：1380 元/人（含当地
用餐和汽车位、出境费，

不含火车铺位、旅游意外
险、床位、门票等），1.2 米
以上按成人价收费。

4.单房差：900 元/

人（出现单人可安排 3 人
间或加床，不加费用）。

5.专列沿途经停成

都东、重庆北、黔江、秀山、
铜仁，请就近上下专列。

6.报名时间：出发前

10日截止报名（办理港澳通
行证需要10个工作日，请游
客抓紧时间报名办证）。

7. 出 发 时 间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左右（最终出
发时间以铁路局最终命令
为准）

第1天 重庆乘专
列前往广州，住专列上。

第 2天 沿途欣赏
一路向南美丽风光，（黔
江、秀山、铜仁火车站可
上专列）住专列上。

第3天 广州→香
港，香港游览，住香港。

第 4 天 香 港 游
览，住香港。

第5天 香港→澳
门，游澳门，住珠海。

第6天 珠海→广
州 游珠海、广州，住广
州。

第7天 广州→漳

州 游广州，中午乘专列
前往漳州东，住专列上。

第8天 厦门→鼓
浪屿 游厦门、鼓浪屿，住
厦门。

第9天 厦门→井
冈山 游厦门，返回漳州
火车站，乘专列前往井冈
山，住专列上。

第 10 天 井 冈 山
游井冈山，住井冈山。

第11天 井冈山→
家 游井冈山，乘专列返
回，住专列上。

第12天 回到温馨
的家。

注意事项

广深珠、香港、澳门、厦门、金门、井冈山经
典品质12日旅游专列

行程安排

报名热线：63907666 63907876
现场报名地址：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原解放碑会仙

楼）30楼新女报时尚传媒集团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周一至周五的 9：

00~17：00
路线：
轨道交通：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开往较场口方向）

在临江门站下车，从 A 出口步行 2 分钟即达。乘坐轨道
交通 1 号线（开往较场口方向）在较场口站下车往解放碑
碑中心方向走，原解放碑会仙楼位置。

乘坐公交车：江北方向可乘坐 866、135、181 等线路
在小什字下车；沙坪坝方向可以乘坐 402、462、262 等线
路在解放碑下车；南岸方向可乘坐 301、321 等线路在磁
器街下车；九龙坡方向可乘坐413 等线路在解放碑下车。

亮点

价值价值398398元的元的
定制行李箱定制行李箱

价值价值 798798 元的元的
多功能电饭煲多功能电饭煲

厦门鼓浪屿厦门鼓浪屿

价值价值 598598 元的元的
肩部按摩仪肩部按摩仪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铀

井冈山井冈山

香港香港

中国梦专属大礼包中国梦专属大礼包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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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动一：全民口腔健康免费普查
普查项目：（原价990元，现价0元）
●建立牙齿健康档案 ●内窥镜全口检查
●CT片检查 ●口腔全景片检查
●牙菌斑检测 ●牙周病检测
●蛀牙危险度检查 ●名家方案设计、会诊
适用人群：牙龈出血、牙齿疼痛、松动、牙周溢脓、口臭等有牙
周疾病的人群

特别行动二：关爱牙缺失，种植体第二颗免费
●凡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均可申请指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
援助
适用人群：单颗牙缺失、多颗牙缺失、半口/全口牙缺失人群

特别行动三：活动假牙更换，最高享3000元补贴
温馨提醒：更换BPS全口活动义齿可享最高3000元补贴
适用人群：假牙松动、不适、异物感强、使用时间过长等佩戴活
动假牙者

特别行动四：爱牙月矫正享援助
适用人群：牙列不齐、龅牙、地包天、虎牙等牙齿畸形者

爱牙公益热线：
023-68077657

通 知

920全城爱牙公益行动

缺牙老人、假牙不适者、牙周病患者
指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 ，假牙置换最高补贴3000元

本活动由重庆各大媒体全程监督，国际种植专家团长期坐诊，报名参加爱牙公开课还有机会抽取免费牙冠，爱牙公益热线：68077657
近日，由重庆市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委会举办的“第

29个全国爱牙日公益爱牙特别行动”的启动，引发山城缺牙
市民种牙热潮。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本次爱牙公益活动希
望通过全民口腔健康免费普查、种牙享援助、假牙更换享补
贴等，切实帮助到山城缺牙人群。此活动由重庆各大媒体
全程监督，让更多老年朋友能够申请到援助种好牙，享口
福。本月14日还将举办全民爱牙公开课，届时会有韩国种
植牙博士为大家解析何为种植牙？报名参加本次活动不仅
可以有机会和专家面对面解决你的缺牙难题，还有机会抽
取免费牙冠一颗的机会。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缺牙修复刻不容缓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口腔中的感染因子和炎症可导致或加剧心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从而危害全身健康。在缺牙
后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健康隐患，据调查缺牙会导
致老年人食物吸收不均匀，导致营养不良，引发身体
各种疾病。所以一旦发现牙缺失应及时治疗。在全
国爱牙日来临之际，为了帮助山城缺牙市民重拾口
福，由重庆市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委会主办的“920
爱牙公益行动”，活动期间种牙可申请指定种植体第

二颗免费的援助，让缺牙市民平价体验高品质种牙。

缺一颗牙影响全口牙
报名享种牙援助，种上稳固牢靠好牙

牙齿掉了，很多老人都会选择活动假牙来佩戴，但

是经常会发生假牙活动、磨损牙龈、异物感强等不适状
况，不仅伤害身体，还食不知味。特别是缺失1—3颗牙
的市民，如果不及时补种，甚至会导致全口牙缺失。为
了帮助缺牙老人彻底摆脱缺牙困扰，报名此次活动不仅
可申请到种牙援助，还可享受国际种植专家的亲诊，仅
限9月。值得注意的是，80岁以上并且有严重的心脏
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老年朋友不适合做种植牙，建议报
名申请活动假牙的援助。如果选择更换BPS全口活动
义齿，则可享最高3000元补贴。

5-10分钟“长”出安全稳固好牙
更适合山城缺牙老人的种牙方式

据悉，本次活动邀请到中·意·韩国际种植牙专家团助
阵，带来适合亚洲人的3D数字化种植技术，具有“快、准、
精、微、恒”的优势，“快”：即拔即种、5-10分钟一次成型；

“准”：精准定位；“精”：精准将种植体嵌入牙槽骨；“微”：只
需3-4毫米微小切口，实现出血少，恢复快；“恒”:完美骨融
合、一次种植、尊享一生，特别适合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牙
缺失者，已成功为许多缺牙老人种上了“安全稳固”好牙。
现在报名活动不仅可享国际专家亲诊，还可免CT全景片费
用、免种植方案设计费用。

徐孟辉
种植专家
哥伦比亚大学种植
牙成员

梁桂植
种植博士
韩国圆光大学齿医学博士
日本 OGASAWARA 种
植研究所进修

李荣
种植专家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毕业

特邀口腔种植国际专家团

阿尔弗雷多•罗萨蒂
口腔种植医学博士教授
意大利国家牙科研究院
首席种植牙专家

种植牙有独立牙根，稳固牢靠媲美自然牙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