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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長隆馬戲主題酒店-九州港直航船套票

酒店網址: http://zh.chimelong.com 地址：珠海市橫琴區富祥灣

套票優惠價格包括:
1)

直航船往返香港/九州港２套(船程:70 分鐘) *去程不適用於 17：45（含 17：45）後的航班
中港城上落船: 去程 : 07:45 / 09:30 / 11:30 / 13:30 / 15:30

二人成行套票價:

回程 : 08:00 / 10:00 / 11:45 / 14:00 / 16:00 / 17:00

港澳碼頭上落船:去程 : 08:30 / 10:30 / 12:30 / 14:30 / 16:30
回程 : 09:00 / 11:00 / 13:00 / 15:00 / 18:00 / 19:00 / 20:00 / 21:30
2) 穿梭巴士九州港碼頭往返海洋王國巴士站(車程約45分鐘)
車位有限,需訂房時確定車期:營運時間: 去程 : 08:50-19:00

/ 回程 : 10:20 – 20:00

起
3) 酒店雜技房１間1晚
每位
4) 入住當天馬戲(二等座)門票2張或海洋王國2天內多次進園門票2張 (2選1,訂房時需選擇)
5) 入住當日或次日酒店自助午餐 2 位
- 本套票之大馬戲門票座位號由電腦自動排位,每日座位有限,觀看場次以入住當天出票為準;
(訂房時需確實用餐日期)
- 本套票之海洋王國門票可入住當天起連續2天內多次進園,首次入園前需在酒店票務中心
6) 入住當晚酒店自助晚餐 2 位
或海洋王國驗票口錄入手指紋信息,具體以票務中心提示為準;
*16/11-26/11 馬戲節期間入住套票不可選馬戲門票
- 本套票之大馬戲+海洋王國一票通門票只限同一位客人使用,不得轉讓;

2 人同行套票價:

日至四

五

六

31/10-5/11

6/11

套票 A:含 1-4 項: 馬戲或海洋王國

$2056

$2176

$2396

$2516

$2076

套票 B:含 1-5 項: (馬戲或海洋王國)+午餐

$2396

$2516

$2736

$2836

$2416

套票 C:含 1-4,6 項: (馬戲或海洋王國)+晚餐

$2416

$2536

$2756

$2856

$2436

套票 D:含 1-4 項:馬戲+海洋王國一票通門票

$2616

$2736

$2956

$3056

$2636

**酒店會根據入住率需浮動價格:平日: 浮動到 B 價需+HK$120/房 ; C 價需+HK$240/房
31/10-6/11 航展期間: 浮動到 B 價需+HK$220/房 ; C 價需+HK$330/房 ; D 價需+HK$440/房

**提升房型每房每晚需補差額: 馴獸房:+$70/房;魔術房+$230/房;奇趣房+$280/房;花園房+$340/房;
馬戲家庭房+$450;馬戲套房+$1100;

**第三位客人同行入住優惠: *價格不包括加床及船票費用,每房只限加 1 位*套票 A-C 選擇門票需與套票一樣
套票 A:+$390,馬戲或海洋王國;
套票 B:+$500 (馬戲或海洋王國)+午餐;
套票 C:+$510 (馬戲或海洋王國)+晚餐;
套票 D:+$720(馬戲+海洋王國一票通門票)
備註:
(1) 以上套票價有效期 23/10/2016- 22/12/2016
(2) 以上套票價格以雙人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 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 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辦理退款。
(5) 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 必須視乎酒店安排, 如酒店未能
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
(7) 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 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8) 凡於 16/11-26/11 馬戲節期間入住套票不可選馬戲門票。

更多聯絡方法:
Tel: (852) 2783

0881 (18lines)

(852) 6557-4001

| Fax: (852) 2388

0003

增訂船票+碼頭接送
九州港來回

平日

:成人 $380 ; 小童 (五歲以下) $300

增訂成人電子門票（馬戲節除外）: *大馬戲不設免票/小童票/長者票
馬戲電子門票

馬戲城二等: $420/張 ; 馬戲城一等: $570/張

海洋王國電子門票 平日:$430/張 ,星期六,日: $465/張
(1 天票,1 次進園) *小童票(身高為 1-1.5 米) 及 65 歲以上長者票需自行購買

增訂酒店自助早餐

*小童身高為 1-1.5 米

07:00-08:30 用餐

成人:HK$105/位

; 小童:HK$80/位

09:00-10:30 用餐

成人:HK$125/位

; 小童:HK$9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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