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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综合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5月17日发团 13800元
深度游欧洲，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德法意瑞深度游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

5月27日发团 22800元
17日游（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
美国全景
一价全包，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许可证号：L-HEN03006

电话：63911990 63923556
地址：西工区芳林路与九都路交叉口

洛阳龙之旅行社
清明踏青赏最美油菜花

汉中踏青赏花 3日游 690元
（4月5日发团）

黄山、婺源、呈坎、屯溪老街
三星高品纯玩6日游 1780元
（每周五洛阳起止、含全陪）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6778819 13014700007
地址：涧西区牡丹广场

龙潭峡1日游60元 老君山1日游148元
重渡沟2日游238元云台山2日游398元
华东4日游380元 北京4日游380元
桂林4日游380元长江三峡3日游528元

海南纯玩双飞5日游1980元
厦门双卧 6日游 1680元海南

许可证号：L-HEN-CJ00027

洛阳龙门石窟国旅
泰国泼水节 特 价
柬埔寨包机 4780元
韩国双飞6日游 3280元
洛阳直飞香港、澳门5日游1980元

国内、出境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63301982 69891982
地址：南昌路建业壹号城邦10号楼1210室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5226999 62686099

洛阳直飞香港5日游特价
洛阳-香港-台湾环岛 8日游
（每周二六起飞）4980元

洛阳直飞泰国 7日游 3980元
4月11日仅此一团

许可证号：L-HEN3105
洛阳港中国旅

河南中州国旅出境代理社

华东五市+水乡夕阳红7日游1080元
北京夕阳红双卧6日游 1080元
（3月28日4月4日11日发团全程导游陪同）
港澳高品双飞5日游 1580元
泰新马双飞10日游 4680元
昆大丽双飞7日游 1080元
桂林漓江双卧5日游 1380元
电话：63191056 63195986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西门上电梯

许可证号：L-HEN03110

洛阳 旅行社

电话：65220006 18637983686
地址：西工区富雅东方A座20楼

双卧6日游1180元
双飞4日游1780元九寨沟

云南西双版纳3飞8日游2080元
香格里拉3飞8日游1900元

张家界全陪团5日游 1500元
厦门武夷山全陪团7日游 2150元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建业壹号城邦11号楼21层2103室

许可证号:L-HEN-GJ00005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昆明版纳香格里拉三飞8日游1880 元

北京双卧特惠5日游 780 元
黄山宏村双卧4日游（含全陪）888 元
婺源赏花景德镇双卧4日游 980 元
云南昆大丽双飞6日游 980 元
昆大丽+版纳（洛阳岂止） 2150 元

电 话 ：60681677 18937934888

洛阳 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3930086 18638871591
地址：西工区七一路九州大厦1108室

老君山
1日游148元2日游318元含索道

国家5A级景区

直
通
车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617508 64617506
洛阳起止 单独成团 全程领队

韩国直飞

地址：南昌路锦茂国际大厦14楼1411室（丹尼斯北）

俄罗斯7日游 特 价

2680元

河 南 国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612835 64626858

台湾环岛直飞8日游
5月6日洛阳起止

河 南 国 旅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 14 日游
6月3日 郑州起止 22400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617506 64617508
洛阳起止 单独成团 无自费小费

台湾直飞特

价

河 南 国 旅

电话：0379-63636880 18638886189
地址：数码大厦B座1413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0005

韩国全景直飞 3180元
昆大丽双飞 980元
港澳双飞洛阳起止 1980元
西藏全景11日游 2180元
另有更多特惠线路来电咨询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9952543 18937985301
涧西区建设路中侨绿城南门丹尼斯门口

昆大丽双飞7日游 980元
北京高品质纯玩5日游 1080元
桂林阳朔纯玩5日游 1180元
张家界凤凰长沙韶山6日游
全程导游 1580 元
九寨沟黄龙单飞单卧特价1580元

（仅限4月22日-24日）

电话：65187076 13837998881
地址：南昌路丹尼斯申泰大厦4楼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0005

昆大丽双飞6日游 980 元

韩国+济州岛直飞3280元
华东五市双卧7日游980元

泰新马10日游 4680元
港澳高品双飞 5 日游 特 价
西安2日游3月29日出发299元

日韩
昆大丽+版纳四飞8日游1780元

新乡海宁皮革城
直通车1日游50元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电话：65261998 15978663998
地址：华源财富广场B座707室

每周二四六日发团
本月享受半价25元往返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5261119 65226999

4月20日开行（洛阳起止）3880元（含小费）
360°台湾全景环岛8日精致游

28o柬埔寨 吴哥窟
直航包机6日游5180元（含小费）
3月24日29日 4月3日7日12日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0102775 13837971459
地址：万国银座16楼中旅指北针

太 行 山 水 红 色 精 神
关山登高踏青 1日游特价 98元
八里沟太行小江南2日游288元
郭亮万仙山绝壁天路2日游328元

洛阳 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13949299790 13083642279
地址：数 码 大 厦 B 座 616

千亩郁金香带你游“荷兰”

重庆武隆仙女山天坑丰都鬼城恩施
双卧5日游专列4月23日发团1390元

嵖岈山1日游 188元
嵖岈山天磨湖2日游 368元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夕阳红老年大型包船——温馨放心
千名老人上川江7日游

洛阳起止、随团医生服务、赠送光碟留念
4月9日、16日、23日发团2080元起
荆州古城、三峡大坝、长江三峡、神女溪
丰都鬼城、渣滓洞、白公馆、磁器口古镇

洛阳 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3930086 15517912286
地址：西工区七一路九州大厦1108室

武夷山土楼洛阳全陪团2080元
北京火车纯玩无店无自费1150元
普吉岛浪漫7日5晚 4980元
西泰山1日游 80元
纯玩双飞5日游2480元

厦门

海 南

河南中信国旅代理社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华东五市+扬州+华西村+乌镇双水乡
双卧7日游（含全陪） 1280元
昆大丽双飞6日游 特惠价
另招有经验的计调

本周特价线路收客中...
北京汽卧 4日游 特 价
北京纯玩5日游 1080元
华东五市双卧7日游 980元
海南双飞5日游 2180元
张家界凤凰纯玩6日游 1380元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 ：65260321 400-0379-234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纱厂路与唐宫路交叉口中泰商务大厦20楼

企业QQ ：800-0379-66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5516552 65596558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

夕阳红专列洛阳上车，专业领队陪同

A线昆大丽版黄果树凤凰
13日游 2980元起
B线昆大腾瑞黄果树凤凰
13日游 3180元起
C线昆明普者黑黄果树凤凰
13日游 3180元起

台湾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特
价

电话：63333018 63333108
5月3日10日13日18日洛阳起止

电话：64228880 13938825818
地址：天津路联盟路口速8酒店1楼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河南中信国旅代理社

鸡冠洞1日游80元龙潭峡1日游60元
重渡沟2日游238元云台山2日游398元
华东4日游380元北京4日游380元
昆大丽温泉双飞6日游 980元
昆明版纳缅甸双飞6日游 1380元
港澳双卧7日游特价 680元

醉 美 湘 西 洛
阳
起
止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张家界/凤凰古城/南华山
双卧5日游1580元(周五全陪团）
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古城
双卧6日游1580元（散客天天发）

醉 美 桂 林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无自费/上门服务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桂林/阳朔/漓江/冠岩四星纯玩双卧5日游
养生全陪团 1580元

每周五
1人也发团

贵州+云南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无自费/上门服务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贵阳昆明大理丽江三卧10日游2280元
贵阳昆明大理丽江版纳三卧14日游2780元

每周五铁定发团

夕阳红
养生团

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4月22日)
洛阳起止/洛阳领队/一价全包/上门服务

21000元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美国（洛阳包团）

洛阳丽都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18211981624 80860716
地址：洛城宾馆8楼806

全罗南、首尔、济州6日游 3480元
吴哥深度6日游 5180元
南非迪拜包团 12800元
欧洲7国13日游 12800元
法、瑞、意、奥、德、梵6国13日13800元
广州长隆乐园双飞4日游 2990元

河南省国旅代理社

河南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3636011 60152267
地址：火车站宝龙大厦 507 室

北京汽卧4日游450元 6日游780元
华东3市4日450元五市7日游 880元
海南双飞 5日游 1990元（洛阳起止）
昆大丽双飞6日游 特价980元
武夷山厦门双卧6日游 1650元
台湾直飞八日游 特价

许可证号：L-HEN03102

电话：69936880 69936890
地址：南昌路创展国际贵都 2-813

洛阳光大国旅

（神秘吴哥窟）4980元起
团期：3月29日4月7日12日17日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上门服务

柬埔寨包机
河南中州国旅代理

许可证号：L-HEN03102

电话：69936880 69936890
地址：南昌路创展国际贵都 2-813

洛阳光大国旅

云南+贵州专列
夕阳红专列2980元起

团期：4月6日10日三条线路备选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上门服务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 ：64368189 64368115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1003室（丹尼斯北）

B：昆明大理腾冲瑞丽，贵阳张家界
13日游 3180元起
C：昆大丽香格里拉，贵阳张家界
13日游 3280元起

夕阳红云南贵阳专列
A：昆大丽版纳，贵阳张家界13日游

2980元起

登声明 发公告 就选《洛阳日报》电话 : 63330377

旅游导航 专栏热线 :0379-63330377刊登范围：景点景区、旅行线路、旅行社、采摘、度假村、旅游用品、纪念品、航空票务等 QQ群：143208928主管：杜青 组员：张继生

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2014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年旅游去哪儿““““““““““““““““““““““““““““““““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天凯································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华晨中华””””””””””””””””””””””””””””””””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载您去！！！！！！！！！！！！！！！！！！！！！！！！！！！！！！！！

天凯·华晨中华 活动热线活动热线：：1553798001715537980017协办协办：：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洛阳中侨国际旅行社 洛阳龙之旅旅行社 洛阳光大国旅 洛阳牡丹国旅

大 槐 树  王 莽 岭  皇 城 相 府  李 家 大 院  峰 林 峡  青 天 河  双 龙 湾  尧 山 
画眉谷 银树沟 龙潭沟度假区 老君山  抱犊寨 重渡沟 宝天曼 天河冲浪
你心目中的旅游是去你心目中的旅游是去““哪儿哪儿””请在以上景区后面的方框内打请在以上景区后面的方框内打““√√””凡持本选票到唐宫大厦凡持本选票到唐宫大厦816816均可参与抽奖均可参与抽奖((仅限每周三仅限每周三））奖品为各大景区门票奖品为各大景区门票++购车优惠券购车优惠券++旅游代金券旅游代金券++免费自驾游护照免费自驾游护照((招代理招代理))

□赵硕 沈鸿灿 李建设

本报讯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七次代表
会议近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章程，选举了新一届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主席、常务副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和委员。

周宗良当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
王德忱、张何良当选名誉主席，刘典立、范
金澄等当选协会顾问，刘为民当选常务副
主席。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和
委员等在会议中一并产生。

□本报综合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2015
年亚洲杯足球赛决赛圈分组抽签仪
式将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行。

本次抽签仪式的流程已提前
揭晓。

根据安排，已经获得决赛圈
参赛资格的15支国家队的主教练
和各国足协的领导将参加此次抽
签仪式。

代表中国队参加抽签仪式的是
国足新帅佩兰、足管中心国管部主
任刘殿秋和福特宝总经理董铮。

16支队伍的名字（2014年亚
足联挑战杯冠军尚未产生）将被
放在小球中，然后根据不同档位

放在所属的器皿里。抽签仪式将
从第四档球队开始抽。第一个被抽
出的队伍将被放在A4的位置，也
就是说他们将与东道主澳大利亚队
同在 A 组，且会在 2015 年 1 月 9
日，在墨尔本矩形体育场与澳大利
亚队进行本届亚洲杯的揭幕战。

之后被抽出的球队依次放在
B4、C4和D4的位置。然后，中国
队所在的第三档球队将被依次抽
出，被抽出的球队会依次放在
A3、B3、C3 和 D3 的位置。然后
是第二档球队。最后才是确定第
一档球队究竟在哪个小组，其中
澳大利亚队将确定在A1的位置，
剩余3个队伍将被随机抽出，以填
补各组的空缺。

今天下午，亚洲杯将这样抽签
一小时决定命运 第一档球队最后抽出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选出新一届领导成员

● 第一档：澳大利亚 伊朗 日本 乌
兹别克斯坦
● 第二档：韩国 阿联酋 约旦 沙特
● 第三档：阿曼 中国 卡塔尔 伊
拉克
● 第四档：巴林 科威特 朝鲜
2014年亚足联挑战杯冠军(待定)

抽签流程

抽签分档

● 15：20，亚洲杯冠军奖杯将“乘船”被
送到悉尼歌剧院。
● 16：00，决赛圈抽签仪式开始。
● 17：00，抽签仪式结束。
● 17：15，各队代表在混合采访区接受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