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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灵山杯”

江西第

15

届全运会上饶市自行车预

选赛、上饶市山地自行车挑战赛暨摄

影大师赛开幕。

本次大赛由上饶市体育局、上饶

县人民政府主办，上饶市自行车运动

协会、 灵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承办，

全市各县市区自行车运动协会、各大

自行车运动俱乐部协办。比赛分为男

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组、

女子中年组四个参赛组别和大众骑

游体验组，共吸引

260

余位优秀运动

员参赛。

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灵山景区

5

支党员服务队严阵以待， 各司其

职。 在

2

小时左右的赛程中，为运动

员、裁判、嘉宾营造舒心愉悦、安全有

序的赛事环境。

9:30

大赛准时发车， 随着一声枪

响，男子青年组选手们率先冲出起点，

开启总里程为

23

公里的赛程。男子青

年组打头阵， 从上饶市奥体中心至灵

山景区玉龙瀑布，沿途风光旖旎，给运

动员们的骑行带来更多视觉享受。

经过一上午激烈的角逐，参赛各

组冠亚季军依次诞生

,

随后在灵山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进行了隆重的颁奖

仪式。（记者

操园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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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周边短线发班计划

【已成团】(黄金款） 宋城、 西塘、西

湖、乌镇二日游:397元 /人

【已成团】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全景

一日游：197元 /人

【已成团】 逍遥龙虎山一日游：297

元 /人

【已成团】青岛、威海、烟台、蓬莱、日

照、连云港五日游：397元／人

【已成团】横店影视城二日游

老年人（女满 50 周岁， 男满 55 周

岁）：298 元 / 人， 含餐 +85 元， 含梦

+100 元；� 成年人：298 元 / 人， 含餐

+85元，含梦 +190元

【已成团】南京、无锡(鼋头渚)、苏州

三日游:197元 /人

【已成团，精品团】南京、无锡(灵山

大佛)、苏州（夜游周庄）三日游:197 元 /

人（一价全含 397元 /人）

【已成团】扬州瘦西湖、东关街、苏州

三日游：297元 /人

【已成团】苏州周庄、太湖湿地、夜周

庄、四季周庄两日游:197元 /人

【已成团】千岛湖中心湖区、天屿公

园二日游：:297元 /人

【已成团】 井冈山二日游：197 元 /

人

【已成团,黄山新品，97 元买一送一】

黄山龙源凤凰大峡谷、约会西溪南、影视

基地古城岩二日游：97元 /2人

【已成团】舟山跨海大桥、普陀山二

日游：797元 /人

【已成团,免门票】横店圆明园二日

游：197元 /人

【已成团】 厦门鼓浪屿三日游：497

元 /人

【已成团】 安徽芜湖方特梦幻王国、

东方神画纯玩二日游：297元 /人

【已成团】庐山、三叠泉二日游：597

元 /人

【已成团】 平潭岛纯玩二日游 :397

元 /人

【已成团】 九华山祈福二日游：697

元 /人

【已成团,上大黄山】真正上黄山 -

大美黄山、古城岩、屯溪老街二日游：497

元 /人

【已成团，纯玩，走真正的张家界天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韶山、天门山、玻璃

栈道、黄龙洞、烟雨张家界、溪布街、苗

寨、 凤凰古城纯玩汽车四日游：697 元 /

人

【已成团】乐平怪石林、水帘洞一日

游 ：99元 /人

开化花牵谷、 根宫佛国一日游：197

元 /人

独山古寨、 千佛山纯玩一日游：197

元 /人

武夷山大安源黄岗山大峡谷一日

游：197元 /人

新安江山水画廊、渔风千古情、黎阳

水街二日游：97元 /人

千岛湖桂花岛、梦幻新安江、灵栖洞

二日游:397元 /人

武功山经典二日游 :397元 /人

铜钹山九仙湖、 白花岩一日游 :99

元 /人

白水洋、鸳鸯溪二日游 :397元 /人

泰宁金湖二日游 ：297元 /人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西湖、南浔二日

游：297元／人

樟树古海一日游：297元 /人，5月 5

日发班

万达主题乐园二日游：497元 /人

沙县小吃、桂峰古民居、侠天下二日

游：397元 /人

【黄山品质团】黄山大型徽文化演出

- 徽韵、 归隐守拙园、 湖边古村落二日

游：99元 /人

白水洋、 平潭海滨风光休闲汽车三

日游：597元 /人

福州三坊七巷、莆田、湄洲妈祖风光

汽车三日游：597元 /人

福州三坊七巷、 平潭海滨风光休闲

汽车三日游：597元 /人

竹博园、 江南天池、 南浔古镇二日

游：99元 /人

（亲子游）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G20

灯光秀、西湖纯玩 2日游：497元 /人

【长线发班计划】

香港自由行 � 机票预订： 往返票

（周一对周五飞，周五对周一飞），500 元

+370元（税）

香港机票 +酒店预订：

A套餐：1680元�周五对周一往返

机票 1张，香港 3星酒店 3晚

B套餐：1980元�周一对周五往返

机票 1 张， 香港 3 星酒店 4 晚（参考酒

店：悦品海景、青逸、盛逸、港湾酒店、邮

轮酒店、观塘帝盛等）�

中国云顶双高铁二日游 ：788 元 /

人， 每周三发班

中国云顶双高铁二日游 ：838 元 /

人，每周五、周六发班

中国云顶、 平潭岛双高铁三日游 ：

1088元 /人，每周五发班

福建莆田湄州岛、妈祖诞地、南少林

寺高铁二日游：899 元 / 人。 发班日期：

周三、周六发班�

【上饶起止，纯玩，5·1 特辑】福州三

坊七巷、平潭国际旅游岛三日游：899 元

/人

平潭岛、侠天下双高铁二日游 ：880

元 /人

平潭岛、侠天下、三坊七巷双高铁三

日游 ：998元 /人

【上饶起止,好客山东欢迎您】青岛

崂山、威海、烟台、蓬莱、日照、连云港高

铁 5日游:�1080元 /人

【上饶起止,好客山东欢迎您】山东

大连、旅顺、胶东半岛 6 天 5 晚浪漫游:�

980元 /人

【上饶起止】（品鉴世界、 纵情山水）

桂林、阳朔 5日游：999元 /人，天天发班

【上饶起止】万峰林、万峰湖、黄果树

大瀑布、天星桥、青岩古镇、花溪湿地小

七孔、丹寨、西江千户苗寨全景高铁六日

游：2980元 /人，天天发班�

【上饶起止】长沙、张家界、天门山、

大峡谷玻璃桥、 凤凰古城一高一卧 5 日

游：2180元 /人，天天发班�

【包船特惠】“南海之梦”西沙邮轮 4

晚 5天探秘之旅：4999元 /起

（日本宫古邮轮来啦！坐游轮送厦门

三日游， 仅此一班）“双子星号” 厦门 -

宫古 -厦门 7天 6晚 ：1999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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