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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No Shopping 7/9 Days行程特點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七彩雲南
7天/雲貴高鐵9天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純玩無購物 , 輕鬆自在領略旅行之美。★全程入住星級酒店★遊世界文化遺產 -- 麗江古城  ★遊世界文化遺
産 -- 大理古城  ★白族獨特的“ 頭苦、二甜、三回味 ”的茶道 -- 白族三道茶  ★亞洲第一大瀑布 - 貴州黃果樹瀑
布（9 天團）★雲貴高原高鐵體驗（9 天團）

抵達昆明 Arrive in Kunming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抵達昆明機場，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昆明朗威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Long Way Hotel   or equivalent

安順/貴陽 Anshun/Guiyang(B/L)8
早餐後前往遊覽【時光貴州古鎮】講述貴州 600 年來的文化繁華。午餐後遊覽訪貴陽市標

【甲秀樓】，它是貴陽市地標性建築，因爲修建的地址奇特，被列入中國八大名樓！
 Visit： Times Guizhou town，JiaXiu Tower 
住宿：時代永利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Time Wynn Hotel  or equivalent

昆明/黃果樹/安順Kuming/Huangguoshu/Anshun(B/L/D)（高鐵票已含）7

貴陽/送機 Departure  from Gujyang(B)9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昆明/大理 Kunming/Dali(B/L/D)2
早餐後 , 乘車前往大理，觀看【蒼山腳下洱海邊千畝花田】是綠色的世界，花
的海洋。觀看大理洱海白族古老的捕魚方式【魚鷹表演】（自費專案）已被收
錄為《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由漫步【大理古城、洋人街】。
Visit：flower garden,Osprey performance (Compulsory programs*) ,Dali 
住宿：大理中和坊酒店或同級酒店 Royle Hotel  or equivalent 

大理/麗江 Dali/Lijiang(B/L)3
早餐後，乘車前往麗江古城、遊覽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麗江古城、四方街】。
街道全用五彩石鋪砌，平坦潔淨，晴不揚塵，雨不積水、幾乎每條街道一側都
伴有潺潺流水。
Visit：Lijiang Ancitent Town,Square Street.
住宿 : 麗江金恒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Jinghe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麗江/楚雄Lijiang/Chuxiong(B/L/D) 4
早餐後遊覽玉龍雪山腳下的【東巴秘境】+【白沙古鎮】（自費專案），是玉龍雪
山風景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隨後遊覽【黑龍潭公園】（五孔橋、珍珠泉）黑龍潭
內有隨勢錯落的古建築，一彎清泉，水中有山，山水相映，景色無比秀麗 . 前
往楚雄，途中遊覽【白族民居】品嘗白族三道茶及觀賞白族歌舞。
Visit:Dongbamijing +Baisha Village(Compulsoryprograns*),Black 
Dragon Pool, Bai national residence
住宿：翰承國際溫泉酒店或同級酒店 Han Che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或同級酒店 Jinghe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楚雄/石林 Chuxiong/Shilin(B/L/D）5
早餐後，乘車前往石林，遊覽【杏林大觀園】( 自費專案）景區以黑石林為主
體，其景觀石頭各異，千姿百態、山、石、水相影，綠樹山花遍地，身臨其境，讓
人流連忘返。遊覽【黑石箐】.
Visit：Xinglin Stone forest garden(Compulsoryprograns*),Black 
Stone forest.
住宿：鉑晟假日酒店或同級酒店 Bowei Holiday  Hotel  or  equivalent

石林/昆明 Shilin/Kunming(B/L)6
早餐後，驅車前往昆明， 隨後遊覽【翠湖公園】，翠湖水光斂豔，綠樹成蔭，樓
現波心，環境優美，是昆明城內的壹顆綠寶石。接著遊覽【大觀樓景區】（自費
專案），是滇池草海北濱的大型風景名勝區。
Visit： Grand View Pavilion(Compulsory programs*),，Green Lake Park
住 宿：花 之 城 豪 生 國 際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H&J City of Flower Hotel 
Kunming or equivalent

昆明/送機 Departure  from  Kunming(B)7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東巴秘境+白沙古鎮+杏林大觀園+魚鷹表
演+大觀樓=USD 280/人(成人與小童同價）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A：石門關景區/蒼山公園
感通清碧溪景區USD 100/人，B：石林景區（含環保車）USD100/
人，C:：崇聖寺三塔USD70/人D：九鄉景區：USD60/人，E:西山
龍門USD50/人，F：雲南映像USD70/人 ,  G：雲峰屯堡+地戲表演 
USD60/人，H:多彩貴州風 USD60/人（G&H選項僅限於9天團）

2020

接機時間：昆明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據客人
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昆明機場（7天團）全天免費送機, 
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貴陽機場（9天團）全天免費送機, 根據客人航
班時間分批接機。

3 月 :9 日、16 日、23 日
4 月 :6 日、13 日、20 日、27 日
5 月 :4 日、11 日、18 日、25 日
6 月 :8 日、22 日
7 月 :13 日、27 日
8 月 :3 日、17 日
9 月 :7 日、14 日、21 日
10 月 :12 日、19 日、26 日
11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30 日
12 月 :7 日、14 日、21 日

2021
1 月 :4 日、11 日
2 月 :22 日 

早餐後，搭乘高鐵前往貴州，遊覽【黃果樹瀑布風景區】( 含景區環保觀光車和單程觀光扶
梯 ) 。黃果樹瀑布是中國第一大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遊覽【盆景園、水簾洞、天星橋
風景區、水上石林】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和流水侵蝕，是個奇特的景觀。
Visit : Huangguoshu Waterfall
住宿：安順青瓦臺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Anshun Blue House Hotel or equivalent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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