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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037010090 60690060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亚威金港商务930室（电视台西）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公众微信：lyzixun 赢取免单
1日游2日游天天发团

重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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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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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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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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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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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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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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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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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9日特价1日游 98元太行关山
八里沟
郭亮万仙山 绝壁天路2日游328元

太行小江南2日游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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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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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海南10日游 980元
另有更多特惠线路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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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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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号L-HEN-CJ-00001

电话：64323203 64323211

台湾直飞8日游 特 价

8日游 郑州起止 1980元
韩国新金桥游轮

河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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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红云南专列—4月6日开行
A：昆大丽、西双版纳、贵阳黄果树
张家界宝峰湖13日游 2980 元起
B：昆明、大理、腾冲、瑞丽、缅甸
木姐南坎、贵阳黄果树、张家界
宝峰湖专列13日游 3480 元起
C：昆大丽、香格里拉、贵阳黄果树
张家界宝峰湖13日游 328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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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山水甲天下 私人定制自由行
超值组合一：880元
4晚四星豪华酒店+价值100元早餐
+接送+【夜游四湖景区】
特色至尊二：990元
2晚五星漓江大瀑布酒店+2晚阳朔挂
四酒店+早餐+接送+【夜游四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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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高铁 3日游 860元

日韩
昆大丽+版纳四飞8日游1780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1楼公民旅游中心
电话：64326185 64312427

美国欧洲
代办各国签证
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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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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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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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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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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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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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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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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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台湾双飞8日游 3980元
昆大丽双飞7日游 880元
北京双卧超值6日游 880元
华东五市双卧7日游 950元
桂林四星双卧5日游 1180元

电话：63913112 186379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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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3636011 60152267

北京汽卧4日游450元 6日游780元
华东 3市 4日450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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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0元起
团期：3月29日 4月7/1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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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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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贵州专列
夕阳红专列2980元起

团期：4月 10日三条线路备选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CJ00015

皇城相府
1日游198元;售自驾车门票
电话：60130605 18003882455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创展国际1单元813

登声明 发公告 选《洛阳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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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游轮“新金桥五号”
浪漫樱花之旅8日游2580元

首尔济州包机6日3680元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电话：65261119 65226999
地址：华源财富广场B座707室

28o柬埔寨 吴哥窟
直航包机6日游5180元（含小费）

韩国

□记者 周中全

本报讯 第十届春兰杯
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明日
将在江苏泰州进行第二轮
比赛，洛阳棋手时越将作为
种子选手出战，对手是日本
棋手村川大介。

在昨日的首轮比赛
中，中国队6人出战，其中
古力、芈昱廷、唐韦星、柁
嘉熹 4名世界冠军晋级，
范廷钰、连笑都被日本棋
手淘汰。

时越与村川大介在今
年的贺岁杯中曾两次交锋，
时越均轻松获胜。村川大
介昨日是战胜了中国的快

棋赛冠军连笑之后晋级的，
实力不容小觑，他是日本围
棋的希望之星，与井山裕太
被并称为日本围棋新生代
的双子星。

时越是目前国内等级
分第一人，这是他首次参加
春兰杯赛。

第二轮比赛具体对阵
形势为：古力（中）对李世石
（韩），唐韦星（中）对朴廷桓
（韩），柁嘉熹(中)对金志
锡(韩)，井山裕太（日）对周
睿羊（中），芈昱廷（中）对崔
哲瀚（韩），江维杰（中）对张
栩（日），时越（中）对村川大
介（日），陈耀烨（中）对河野
临（日）。

□记者 周中全

本报讯 洛阳晚报记者昨
日从中国棋院获悉，第二届

“洛阳龙门杯”中国围棋棋圣
战四强赛日期已经确定。4
月 10 日，7 次世界冠军获得
者古力将携 3名 90后棋手来
洛阳，为我市棋友奉献精彩
对局。

第二届“洛阳龙门杯”中国
围棋棋圣战本赛今年1月上旬
在北京进行了3轮比赛，在参赛
的多名世界冠军中，时越、陈耀
烨、范廷钰、芈昱廷等多名当红
棋手落马，仅有中国获得世界
冠军次数最多的古力杀出重
围，进入四强。

古力去年曾在首届“洛阳
龙门杯”棋圣战八强战中出现
在洛阳赛场，但当时他不敌彭
立尧，无缘四强。

进入本届棋圣战本赛四强

的另外3名棋手连笑、蔡竞、谢
尔豪是清一色的90后棋手，其
中只有连笑有过全国冠军的经
历，另外2名棋手还从未获得过
大赛的冠军。

四强赛的对阵形势为：古

力对连笑，蔡竞对谢尔豪。
第二届棋圣战将采用挑战

赛制，四强赛的两名获胜者将
进行三番棋的挑战者争夺战，
胜者将向首届棋圣周睿羊进行
五番棋挑战。

时越明日首次出战春兰杯
对手是日本棋手村川大介

第二届“洛阳龙门杯”中国围棋棋圣战四强赛日期确定

世界冠军古力携三名90后下月来洛

古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