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兰萨利色卡尔+罗瓦涅米+凯米+赫尔辛

基 10 日路线

【约会北欧·冰雪奇缘】



行程特色：

※入住梦幻玻璃穹顶酒店，仰卧静

待北极光降临

※狗拉雪橇，雪地坦克，卡丁车，

山地滑雪，驰骋北极风光

※约会圣诞老人，搭乘驯鹿雪橇，

冰雪城堡，亲临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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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赫尔辛基

沈阳机场集合，经北京转机，飞往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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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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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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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地址

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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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伊瓦洛

抵达芬兰，转机飞往伊瓦洛，抵达后，专人接机，前往北欧极

地滑雪度假小镇--萨利色尔卡，抵达后入住酒店。

【独特体验】入住全球稀有的梦幻玻璃穹顶，在北极光下打瞌

睡北极光是冬季北欧吸引人的地方，入住此次行程中令人期待

的玻璃屋酒店。梦幻的玻璃顶将整片天空净收眼底，专为冬季

观赏绚烂的北极光所设计，你甚至能躺在床上感受这大自然所

带来的神迹。玻璃屋空间宽敞，设施齐备，你要做的只是舒舒

服服地躺在温暖的床上静静等候传说中的北极光幸运降临。



D2

伊瓦洛机场

Ivalo Airport

瓦洛机场是芬兰最北边的机场，每天有三班飞往赫尔辛基的航班。

联系方式

+358 20 7088610

地址

Lentokentäntie 290，99800 Inari，Finland

主页

www.finavi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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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克斯劳塔宁阿克蒂克度假酒店 - 圆顶小屋和小木

屋

Kakslauttanen Arctic Resort - Igloos and Chalets

地址

Kakslauttanen, 99890 萨利色尔卡,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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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伊瓦洛

【驰骋在北极】

上午：哈士奇狗场参观并体验狗拉雪橇。

乘坐狗拉雪橇，体验驰骋在雪地的快感下

午：雪地坦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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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兮狗拉雪橇

地址

洛瓦涅米

雪地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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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寒冷，风多凛冽，在独特的雪地坦克拉动的密封全景雪橇内，

将充满舒适。我们将带领您穿越白雪皑皑的荒原， 欣赏四周之美。乘

坐雪地坦克欣赏拉普兰北极风光。

地址

-

卡克斯劳塔宁阿克蒂克度假酒店 - 圆顶小屋和小木

屋

Kakslauttanen Arctic Resort - Igloos and Chalets

地址

Kakslauttanen, 99890 萨利色尔卡,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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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基蒂莱

上午乘车前往基蒂莱 行驶：约 232 公里/约 2 小时 43

分钟抵达后体验木屋桑拿，下午体验雪地卡丁车，滑雪场

体验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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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芬兮桑拿体验

桑拿，又称芬兰浴，起源于 2000 多年前的芬兰。通过对全身反复干蒸

冲洗的冷热刺激，使血管反复扩张及收缩，能达到增强血管弹性、预防

血管硬化的效果。芬兰人对于桑拿，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冬季的周末

或者长假期，大家会一起去野外的小木屋里桑拿，觉得太热受不了了，

再跑出来跳进事先在河面冰层上砸出洞的冰水里，别有一番趣味。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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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卡丁车

在雪地上体验卡丁车，一定能带来除速度外更多刺激体验，驾驶小巧

的卡丁车畅游冰雪世界。

小贴士：

1.4 米以上可以体验。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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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滑雪场

Levi Ski Resorts

在基蒂莱还有芬兰最受欢迎的越野滑雪胜地列维，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瑞

士。每年冬天这里都会吸引大量欧洲家庭前来度假，沉寂了大半年的小镇

立刻变得热闹起来。这里拥有众多高端度假酒店，每家酒店都设有舒适的

温泉按摩设施以及优质的餐厅，来缓解白天运动的疲惫。

联系方式

+358 20 7960200

地址

Hissitie 8，99130 Kittilä，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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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levi.fi

金冠 - 莱文伊格鲁特度假屋酒店

Golden Crown - Levin Iglut

Golden Crown - Levin Iglut 度假屋设有完全隔热和供暖玻璃圆顶，

环境清幽，坐落在芬兰拉普兰的 Utsuvaara Fell，距离列维滑雪场

（Levi Ski Resort）有 9 公里，提供免费停车场。

Golden Crown 度假屋的圆顶小屋均设有带炉灶、微波炉和冰箱的私人

小厨房。每座圆顶小屋都设有带淋浴设施和吹风机的私人浴室。圆顶

小屋还设有电子调节床铺，可欣赏山景。

一座木制小屋设有共用烧烤设施和一个开放式壁炉。

度假屋距离拉普兰山顶（Peak Lapland）观景台有 2 公里，距离基蒂

莱机场（Kittilä Airport）有 17 公里。

联系方式

+358 44 0566334

地址

Harjatie 4, 99130 Kittilä,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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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罗瓦涅米

前往罗瓦涅米，行驶：约 167 公里/约 2 小

时抵达后参观圣诞老人村，

随后前往附近的驯鹿场参观，在萨米人的传统木屋里享用一顿

特色的驯鹿肉午餐。养殖驯鹿的数量比本地居民还多。一年之

中的大多数时间它们都被放养于森林之中自由生长。

下午体验驯鹿雪橇，圣诞童话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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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村

Santa Claus Village

大部分前往罗瓦涅米的游客都是冲着圣诞老人村去的。该村位于罗瓦涅

米以北 8 公里处，北极圈以内。前往圣诞老人村的游客多数是想一睹

圣诞老人的尊容，不过除了圣诞老人，村子本身也有许多吸引人的活

动，像是为孩子提供的小型“驯鹿雪橇”以及圣诞老人邮局。

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还有一个典故，历史上传说，芬兰是最早迎接

圣诞老人安居的故乡。芬兰和前苏联于 1927 年确定以拉普兰省“耳朵

山”为两国通往北冰洋的国界线。芬兰的儿童故事大王玛尔库斯从中获

得灵感。他在电台讲故事时说，圣诞老人和两万头驯鹿一起就住在这

座“耳朵山”上，正是因为有“耳朵”，圣诞老人才能在北极听到世界上所

有孩子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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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颇有感染力的浪漫推理获得了世人认可。从此，故事中的“耳朵

山”就成了圣诞老人的故乡。而圣诞老人的新居北极村是在美国总统罗斯

福夫人来访的启示下所建。二战结束后，罗斯福夫人访问芬兰，前往北

部拉普兰首府罗宛基米市参观。主人为供罗斯福夫人驻足领略极地景

物，在北极圈这点上，修建了个面积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木屋。客人对此

颇感兴趣，这小小木屋就是北极村的雏形。芬兰人由此开始建设北极

村，设立了标有极圈位置的地图标志板，并陆续建成了售极地旅游纪念

品的商店和专门受理圣诞老人邮件的邮政点。另外，在北极村这个小镇

的镇口、树起北极圈纪念牌。北极村有许多美丽奇妙的自然风光，夏

季，你可以观赏难以忘怀的午夜太阳；冬季，你可以在昼夜不见太阳的

空中看到世上罕见的北极光。

“圣诞老人故乡工程”更为北极风情锦上添花，“圣诞老人作坊”的一角辟

有圣诞老人办公室，圣诞老人就在这里会见小朋友和国宾。而圣诞老人

的助手则是群戴尖顶红帽的“仙童”，俗名“小精灵”。他们整天忙着处理

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电话。

小贴士：

圣诞老人邮局几乎是游客必访的地方。里面除了可以让人大买设计漂

亮的圣诞邮票和精品，游客还可以从这里寄出指明圣诞节前到达的贺

卡给亲朋好友，不过要切记将贺卡投入红色的信箱。

开放时间

圣诞老人邮局的开放时间为：1 月-5 月、9 月-11 月的 10:00-17:00；

6 月-8 月、12 月的 9:00-19:00

联系方式

+358(0)16362007

地址

Arctic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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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鹿雪橇

驯鹿是芬兰旅游的标志，也被称作北极圈内至有灵性的动物，驯鹿雪

橇也是当地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地址

-

圣诞乐园 Santa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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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圣诞老人村不远的 SantaPark，是藏于地下山洞，以圣诞老人为

主题的大型机动乐园。这全年都能感受到圣诞气氛的主题公园深入高

原地底，无论外边天气如何也影响不到其中乐趣。

整个园地仿如梦幻国度。魔术列车会将游客带往奇幻拉普兰世界，极地

四季变化巧妙的呈现眼前；你甚至可闯入圣诞老人工作市室，看到他和

小矮人如何为预备礼物而忙碌。其他缤纷吸引还有红鼻子驯鹿过山车、

圣诞旋转木马、大型圣诞土产专门店灯精彩环节。

地址

圣诞乐园 SantaPark

北极之光酒店

Arctic Light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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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机场和圣诞老人村有 8 公里，设有主题各异的明亮超现代客房、

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免费停车场。 Arctic Light Hotel 酒店提供平

面电视、迷你吧和沏茶/咖啡设施等标准设施。浴袍和拖鞋则提供额外

的舒适感；部分客房拥有自己的小厨房。每间客房都配有吹风机和浴

缸或淋浴的私人浴室。

酒店的设施包括桑拿浴室、露台和酒吧。健康活力早餐是由芬兰的美国电

视名厨 Sara La Fountain 配料烹制的。24 小时前台工作人员很乐意为您

推荐当地餐厅、景点或活动。 酒店距离 Sampokeskus Shopping Centre

购物中心有 200 米，距离北极博物馆科学中心有 8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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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6 月至次年 2 月

联系方式

+358 20 1710100

地址

Valtakatu 18 Rovaniemi

主页

http://arcticlighthotel.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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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罗瓦涅米-凯米

早餐后前往拉努阿北极野生动物园，行驶：约 80 公里/约 1 小时，下

午前凯米市，约 118 公里/约 1 小时 23 分钟，参观冰雪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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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标线

Arctic Circle Snowmobile Park

在圣诞老人村中间的地上，有一条很宽的白线在这条线上写着

66°32’35” ARCTIC CERCLE。这就是北极圈！游客来到这里首先做两

件“大事”：第一是都要把双脚横跨在北纬 66 度 33 分的北极线上拍一

张留念照，第二是领取自己进入北极圈的证书。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358 50 4903309

地址

Joulumaantie Rovaniemi,Su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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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在圣诞老人村内

主页

http://www.snowmobilepark.com

拉努阿野生动物园

Ranua Wildlif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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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ua 野生动物园距罗瓦涅米一小时路程，公园饲养着典型的芬兰和北

欧动物，有 50 个不同种类，共 200 多的野生动物，包括熊、芬兰北

极熊、猞猁、狼、狼獾、驼鹿等。唯一来自国外的移民是瑞典的极地

熊。公园内参观路线长约 2.5 公里，穿过各种动物的辖区，能看到许

多野生动物。园内还设有 Jussan Pirtti 餐厅、糖果商店和纪念品商

店。公园全年开放，在夜间还有导游陪同参观。夜间的野生动物园是一

幅完全不同的景象，许多动物在夜间极为活跃。

小贴士：

开放时间:

9 月 1 日-5 月 31 日 10：00-16：00，6 月 1 日- 8 月 31 日 9：

00-19： 00

价格:成人 10 欧元，学生及 4 至 14 岁儿童 8.5 欧元；11 人以上

团队成人 9.5 欧元/人，儿童 7.5 欧元/人

门票价格

成人 10 欧元，学生及 4 至 14 岁儿童 8.5 欧元；11 人以上团队

成人 9.5 欧元/人，儿童 7.5 欧元/人。

开放时间

9 月 1 日-5 月 31 日 10：00-16：00，6 月 1 日- 8 月 31 日

9：00-19：00。

地址

Ranua Wildlife Park

主页

http://www.ranuazoo.com/English/Winter/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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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米冰雪城堡

Kemi Snow Castle

凯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雪城堡(Kemi Snow Castle)，

从 1996 年起凯米市每年冬季都会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冰雪城堡，主体

建筑包括冰雪酒店、传统芬兰烟薰式桑拿房、餐厅与酒吧、冰雪教堂

等，每年冰雪城堡的造型都有所不同。此外冰雪堡垒还有大型冰雕展

览，晶莹透明的冰雕令人叹为观止。参观需要约 2 个小时。 另外这里

还有冰雪酒吧、餐厅和冰雪酒店，都是难得一见的体验。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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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米斯堪迪酒店

Scandic Kemi

地址

Hahtisaarenkatu 3,凯米,拉普兰区,94100,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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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凯米-赫尔辛基

早餐后，体验乘风破冰之旅，后乘机飞往赫尔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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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普号破冰船

Sampo Icebreaker

北欧海陆空行程中的经典：乘上世界上唯一一艘在北极圈附近用作观光的

Sampo 破冰船，一路碾压波罗的海的冰层；跳入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水

里，舔食水中撩起的碎冰；在冻住的冰层上尽情跳跃。Sampo 破冰船虽然

由于吨位已经满足不了为现在的巨轮开道而退役，但这船绝对是当时北欧

发达的造船工艺的集中体现。北欧海盗并不是浪得虚名的。

开放时间

12 月中旬-次年 4 月中旬

联系方式

（35）81625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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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Kemin Matkailu Oy- Kemi Tourism Ltd | Kauppakatu 29, Kemi,

Finland

主页

http://www.visitkemi.fi/en/sampo-icebreaker

凯米机场

Kemi－tornio Airport

凯米机场是北极圈内一个很重要的机场，每天有两班航班往返赫尔辛

基和凯米。

地址

Kemi-Tornio Airport, Kemi, Finland

主页

www.finavi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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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地址

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赫尔辛基圣乔治酒店

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典雅的 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酒店坐落在一栋可追溯至 19 世纪

40 年代的建筑内，毗邻赫尔辛基（Helsinki）市中心的老教堂公园

（Old Church Park）。酒店提供内部餐饮场所、内部面包店和时尚的

客房，距离赫尔辛基中央车站（Helsinki Central Station）有 7 分

钟的步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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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客房均配有空调、奢华的 Duxiana 床和健康点心。大理石浴室配

有花洒淋浴和 L:A Bruket 浴室用品。St. George 酒店还提供各种带

阳台或配有家具的露台的宽敞套房。

Restaurant Andrea 餐厅提供以当地食材烹制的新鲜健康的美食。St.

George Bakery & Bar 面包店和酒吧供应新鲜出炉的面包、沙拉、午

餐盒和咖啡，提供轻松的氛围。酒店中心地带的配有玻璃幕墙的

Wintergarden Bar 酒吧拥有客厅般的布置，是客人享用饮品和与朋友

会面的完美场所。

客人可以免费使用带室内游泳池、桑拿浴室和健身房的 spa，还可以

预订放松护理。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酒店及客房中均配有国

际和芬兰艺术收藏品。

酒店距离赫尔辛基大教堂（Helsinki Cathedral）有 1 公里，距离赫

尔辛基集市广场（Kauppatori Market Square）750 米，距离赫尔辛

基万塔机场（Helsinki Vantaa Airport）有 30 分钟的出租车车程。

地址

Yrjönkatu 13,埃特莱恩苏佩里, 00120 赫尔辛基,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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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赫尔辛基

波尔沃古城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约 50 公里，交通便捷。长

途大巴、火车和自驾都能很方便的到达，是赫尔辛基周边游的

不二选择。 波尔沃作为芬兰的“历史文化名城”而闻名，是六个

芬兰中世纪城镇之一，也是芬兰公认的第一个称之为“城镇”的地

方。早在 1346 年，这里就已经形成城市聚落，这座城市经历

和见证了芬兰被瑞典和俄罗斯轮流占领和征服的历史。如今这

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非常适合一日游。波尔沃还留有俄国

沙皇留下的行宫，十分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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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沃古城

Porvoo Old Town

波尔沃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约 50 公里，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

交通，都能在 1 小时内到达。波尔沃作为芬兰的“历史文化名城”而闻

名，是六个芬兰中世纪城镇之一，也是芬兰公认的第一个称之为“城镇”
的地方。早在 1346 年，这里就已经形成城市聚落，这座城市经历和

见证了芬兰被瑞典和俄罗斯轮流占领和征服的历史。

现在，在波尔沃还留有俄国沙皇留下的行宫，十分值得一看。波尔沃的

名字来源于流经城镇的一条河的名字“Porvoonjoki”，沿着这条河，有一

整排的红色木质房屋，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热门候选景点。市中心有一座

大教堂，教堂中有一块源自中世纪的石板。步行的是，木质教堂的外部

在 2006 年的一场火灾中被完全损毁，但是石板依旧存在。静静的见证

着历史的发生。

小贴士：

游客中心电话：+358 20 69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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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FI-06101 Porvoo

到达方式

在中心车站乘坐火车，40 分钟可抵达；在 Kamppi 中心乘坐长途大

巴 40 分钟可抵达；票价为 15 欧元左右。

主页

http://www.porvoo.fi/en

赫尔辛基大教堂

Helsingin Tuomiokirkko

提起赫尔辛基，大多数人最深刻的印象肯定是赫尔辛基大教堂，又称白教

堂。它位于议会广场，建于 1852 年，是一座路德派教堂。建筑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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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为主，配以淡绿色的圆顶。冬日的时候，大雪覆盖了教堂前的广场，

暖暖的灯光亮起，整个教堂一片圣洁。作为赫尔辛基的标志性建筑，教

堂内也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强烈推荐，值得一看。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7:00，周六 9:00-17:00，周

日 12:00-18:00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6 月至次年 2 月

联系方式

+358 9 23406120

地址

Unionsgatan 29 00170 Helsingfors

到达方式

从中央车站出发向东，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或者从赫尔辛基码头出

发向北，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还可以搭乘有轨电车 1、1A、3B、3T

4、4T、7A、7B 线至 Senaatintori 站下车

主页

http://www.helsinginseurakunnat.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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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教堂 （赫尔辛基）

Temppeliaukion Church

岩石教堂(Temppeliaukion-kirkko)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立在岩石中的

教堂，外观彻底颠覆教堂的概念，看起来像着陆的飞碟，入口就像个

隧道口。200 多篇建筑杂志都对它不吝赞美。

与赫尔辛基其他教堂相比，它显得很低调——整体为半地下的结构，

只有椭圆形教堂大厅沐浴在日光下。外部墙壁以铜片镶饰，内壁则完

全保持了天然的花岗岩石壁纹理，芬兰人崇尚自然古朴的审美情感在

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教堂共两层，可容纳近 1000 人。教堂内部，在岩壁的回音作用下，

音效奇佳，因此很多音乐会选择在这里举行。据说当年的江泽民总书

记在出访芬兰时，为了领略该教堂的美妙回音，还在教堂内的钢琴上

弹奏了一曲“茉莉花”。

门票价格

3 欧，凭赫尔辛基卡免费

游玩时长

1-3 小时

地址

3, Lutherinkatu, 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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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步行：从芬兰议会大楼向北，第二个十字路口向西步行 10 分钟即到；

有轨电车：2、3 线至 Kauppakorkeakoulut 站或 Sammonkatu 站

主页

http://www.christiansborg.dk

赫尔辛基圣乔治酒店

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典雅的 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酒店坐落在一栋可追溯至 19 世纪

40 年代的建筑内，毗邻赫尔辛基（Helsinki）市中心的老教堂公园

（Old Church Park）。酒店提供内部餐饮场所、内部面包店和时尚的

客房，距离赫尔辛基中央车站（Helsinki Central Station）有 7 分

钟的步行路程。

每间客房均配有空调、奢华的 Duxiana 床和健康点心。大理石浴室配

有花洒淋浴和 L:A Bruket 浴室用品。St. George 酒店还提供各种带

阳台或配有家具的露台的宽敞套房。

Restaurant Andrea 餐厅提供以当地食材烹制的新鲜健康的美食。St.

George Bakery & Bar 面包店和酒吧供应新鲜出炉的面包、沙拉、午

餐盒和咖啡，提供轻松的氛围。酒店中心地带的配有玻璃幕墙的

Wintergarden Bar 酒吧拥有客厅般的布置，是客人享用饮品和与朋友

会面的完美场所。

客人可以免费使用带室内游泳池、桑拿浴室和健身房的 spa，还可以

预订放松护理。Hotel St. George Helsinki 酒店及客房中均配有国

际和芬兰艺术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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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距离赫尔辛基大教堂（Helsinki Cathedral）有 1 公里，距离赫

尔辛基集市广场（Kauppatori Market Square）750 米，距离赫尔辛

基万塔机场（Helsinki Vantaa Airport）有 30 分钟的出租车车程。

地址

Yrjönkatu 13,埃特莱恩苏佩里, 00120 赫尔辛基,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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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赫尔辛基-北京

下午根据时间前往机场，乘机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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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别斯基东正大教堂

Uspenskin Cathedral (Uspenskin Katedraali)

离市区不太远，这是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美丽的建筑

开放时间

周二 - 周五 9:30 - 16:00 周六 - 周日 12:00 - 15:00

地址

Kanavakatu 1,Helsinki,Finland

主页

http://hos.fi/fi/uspenskin-katedraali



D9

芬兮堡

Suomenlinna

作为一个小国，有一个可以称为“世界第一”的建筑一定令人自豪，而芬

兰堡，就满足了芬兰人的虚荣心。建于 250 年前的芬兰堡作为现存的

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于 199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

遗产名录。芬兰堡由当时的统治者瑞典人建成，为的是防御俄国人的进

攻。现在的岛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军事设施，有很多教堂、博物馆、餐馆

和小商店，成为一个休闲购物的好地方。

开放时间

5 月 2 日-9 月 30 日 10:00-18:00，10 月 1 日-次年 4 月 30 日 10:0016:00

开放时间随时可能变动，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上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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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358-29-5338300

地址

Suomenlinna C 74, 00190 Helsinki

主页

http://www.suomenlinna.fi/zh/

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地址

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D9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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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北京-沈阳

抵达北京，转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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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