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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

档案
姓名：可乐
性别：女
生日：2018 年 3 月 6 日

单纯可爱 快乐健康
宝贝，看着你蹒跚学步的
身影，希望时光再慢点，妈妈
陪伴你的时间再长点。 希望我
们的可乐宝贝永远像爸爸妈
广告

妈给你起的名字一样单纯可
爱，快乐健康。

广
告

四海旅游，您身边的旅游管家！

达 州 周 边 游
阆中古城一日游 118元/人
万州大瀑布一日游 198元/人
刘伯承故居+开州举子园一日游
88元/人
渠县碧瑶庄园一日游 128元/人
朱德故里一日游 118元/人
峨成竹海1日 98元/人
金刀峡 偏岩古镇一日游 158元/人
巴山大峡谷一日游 168元/人
金佛山一日游
98元/人
重庆两江影视城+龙兴古镇 148元/人
万州大瀑布+开州举子园 198元/人 八台山一日游 178元/人
九黎城+阿依河2日游298元/人 阆中+滕王阁二日游298元/人
阆中+朱德故居2日游298元/人 黑山谷万盛2日游 198元/人
金佛山 长寿古镇 2日游（周四）
198元/人
金佛山+长寿古镇+北固油菜花2日游
238元/人
武隆天坑仙女山2日游398元/人 峨眉山乐山3日游 468元/人
云阳龙缸 三峡梯城 张飞庙 2日游
338元/人
千野草场 长寿湖 菩堤水上镇2日游
198元/人
剑门关+昭化古城（特色豆腐宴）2日游
368元/人
长寿湖 菩提山 金刀峡 偏岩古镇2日游
198元/人
恩施之巅-黄鹤峰林、土家女儿城 海洋公园3日游 168元/人
贵州12背后3日游 788元/人
泸沽湖双汽4日游 598元/人
重庆千野草场 西沱古镇 恩施黄鹤桥峰林3日游
168元/人

【盈科旅游 走遍全球】

酉阳桃花源 龚滩古镇 洪崖洞3日游
198元/人
黄果树瀑布 西江千户苗寨 布衣古寨 4日游
798元/人
黄果树瀑布 龙宫油菜花 平坝樱花4日游
698元/人
达州-天门山芙蓉镇墨戎苗寨凤凤古城双汽4日游 798元/人
腾龙洞 激光秀 黄鹤峰林 女儿城3日游
198元/人
长寿湖 阿依河 乌江画廊 蚩尤九黎城3日游
198元/人
达州—色达 观音庙 熊猫小巷 灌县古城纯玩5日
998元/人
国 内 游
达州直飞华东五市黄山婺源篁岭双飞八日3月18日 2180元/人
达州-重庆直飞华东五市两大水乡 园林 夜景六日 2480元/人
达州-昆明元阳蒙自普者黑弥勒湖红土地双卧8日 980元/人
昆明抚仙湖普者黑蒙自建水古城八日高铁3080元/人双飞3280元/人
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 梅州 潮州 汕头双飞6日
1980元/人
攀枝花米易会理红格西昌品质休闲5日游（每周三） 758元/人
达州-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26-60岁，8人同车） 1680元/人
达州-昆明 滇池 扶仙湖 版纳 双飞6日（28-62岁） 1180元/人
达州直航昆明西双版纳三飞六日（26-60岁）
2980元/人
西岛南山天涯海角缅甸文化城椰田古寨双飞6日游 1199元/人
重庆-黄山徽州新安江一品雄村双动四日2410元/五日2570元
重庆-黄山世遗西递宏村宋街 双动四日2430元/五日2590元

重庆-黄山千岛湖宋街 双动四日2530元/双动五日2690元/人
重庆-黄山九华山宋街 双动四日2560元/双动五日2720元/人
重庆—桂林 阳朔 龙脊 双动五日游 （全程0自费） 1580元/人
达州—长沙 韶山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黄龙洞 烟雨民族表
演 天门山玻璃栈道 凤凰古城双卧六日纯玩
1950元/人
重庆—兰州 武威 张掖 嘉峪关 敦煌 双卧六日游 1630元/人
达州—北京 天津 双卧七日游 不进购物店
2180元/人
夕 阳 红 专 版
达州-华清池 兵马俑 龙门石窟 少林寺 牡丹园 万仙山 绝壁
长廊 郭亮村 开封府 宋都御街 小宋城
双卧7日游 1680元
河南林州 红旗渠 太行 郭亮村 云台山 红石峡 潭瀑峡 洛阳龙
门石窟 登封少林寺 塔林 开封府 小宋城 双卧8日 2330元起
达州-黄帝陵壶口延安南泥湾五台山云冈石窟恒山大草原响
沙湾龙门石窟牡丹园少林寺 双卧10日2380元卧飞9日2880元
河南万仙山 郭亮村 云台山 红石峡 潭瀑峡 洛阳龙门石窟 牡
丹园 登封少林寺 开封府 小宋城
60岁-64岁 1850元
拉萨 林芝 羊湖 布达拉宫 大昭寺 桃花沟 巴松措/措木吉日
苯日神山 卧飞九日（25-69岁）0自费
2780元/人
韩国首尔山东泰山青岛济南威海烟台双卧双船11日 1880元/人
济南泰安曲阜青岛威海烟台蓬莱大连双飞单船11日 2480元/人

玉带河太极岛农业观光园

玉带河太极岛农业观光园空间布局分
为“一心一带四区”，即：一心：旅游服务中
心，一带：玉带河观光带，四区：草坪艺术区、
樱花艺术度假区、山地生态运动、乡野田园
游乐区，功能布局又分“三园三基地”组成，
即：观赏植物园、盆景园艺园、休闲养生园和
教育基地、科研基地、摄影基地。园区将为各
类学生提供一个以游玩、参观、学习和实践
为主的多功能科普教育场所，以农寓学。 同
时，园区将打造开心农场，供游客认养土地，
体验种植生态无公害时令蔬菜、瓜果、花草、
树木。 还有乡野田园游乐、垂钓、迷宫、亲子
厨房、游船画舫、水上乐园、田园迪斯尼乐园
等。 也是川东北的“低空飞行体验营地”，可
以在这里体验动力滑翔伞。

四海旅行卡会员招募中

《太极岛赋》
夫盘古开天辟地，自秦巴逶迤华蓥，辗转
铁山坪，藏穴太极岛。 傲立三山，虎视两谷，峰
峦奇秀，矗入云端。 玉带金水环岛而过，恶溪
古镇盘岛而踞。 昔全盛之时，楼阁街亭，广厦
万间，物货遍地，歌舞沸天。 开采铜铁，卤煮井
盐，车齐驱，人并肩。 民富足，城固坚，晨钟暮
鼓，响彻云天。 如此恢宏，逾越千年。 惜天崩地
裂，岛屿塌陷，古镇泯灭，平坝兀现。 残碑逐
波，河底凄盼。 如此闹市毁一旦，销声匿迹数
百年，累累典故，代代相传。 嘉庆年间，残碑出
土，下游西侧，古镇重建。 因恶溪镇称谓不雅，
由杨员外更名杨家。 历沧桑巨变， 值政通人
和，乡村振兴号角响，重返田园形色忙。 商贾
巨子，社会名流，重启玉带河，复名太极岛。 越

数年，遇春和景明，天朗气清，满园郁茂，百花
荣生。 万紫千红，蜂鸣鸟音。 叠次迥异，遂成十
景： 断桥遗古、枯木逢春；花海翱翔、天眼慧
根；柳林晚渡、假山真情；树上巢屋、铁索飞渡；
太公钓鱼、老君放牛。 渐致莅竹之第成形，遂有
知竹尝乐之势。 嗟乎: 赏枯木掠烟树，来此岛，
不分是非，皆无对错；躬农耕留竹居，去彼岸，
无论南北，都有东西。 余观乎巴渝胜景，或历史
悠久，或风光旖旎，或奇伟磅礴，或小家碧玉。
然赏之有感且有东西者，非太极岛莫属焉！

联系地址： 达州市中心广场何家巷口（老广电局）

联系电话：

为庆祝四海旅行社成立 14 周年，
特隆重推出会员股东招募活动，您只需
支付 198 元会员费， 即可获得以下权
益，赠送：价值 88 元 5 公斤宣汉桃花米
一袋，价值 48 元宣汉纯正菜籽油一壶，
价值 128 元天誉海洋公园门票一张，价
值 138 元达州周边短线旅游一次，另外
每个月赠送价值 50 元礼品一份， 享受
四海旅游商城所有产品
会员价优惠！ 所有会员
购卡即成为公司合伙股
东， 享受公司每年的股
权收益分红！ 超级大的
优惠力度，就等你来！

18982854575

2660888

四海旅游是达州在上海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Q版上市企业，为了扩大规模现对外实行加盟，零加盟费，公司提供免费培训，成为城市合伙人。 加盟热线：胡先生 13684238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