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钻云南-昆大丽双飞 6 天 5 晚】

航班
信息

航程 航段 航班时间

去程 广州--昆明 CZ3497 09:30-12:05

回程 丽江--广州 CZ6604 11:10-13:35

行程
简要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酒店

DAY1 广州机场→昆明机场→陆军讲武堂旧址 自理 -- 含 昆明五钻酒店

DAY2 滇池→VIP 茶歇→大理古城 酒店 含 含 大理五钻酒店

DAY3
南诏风情岛→双廊洱海打卡

洱海生态线（JEEP +旅拍天空之境+网红洱

海公路）+理想邦拍照打卡

酒店 含 含
大理五钻酒店

DAY4 大理白族园→拉市海→丽江古城 酒店 含 自理 丽江五钻酒店

DAY5 玉龙雪山风景区→云杉坪索道→蓝月谷 酒店 含 含 丽江五钻酒店

DAY6 丽江机场→广州 酒店 -- -- 温馨的家

*注意：我司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对行程进行合理调整，实际行程顺序安排以

现场情况为准，请知悉！

酒店
参考

日期 入住 星级 参考酒店名称

第 1 晚 昆明市区 五钻
铭春花园温泉度假酒店/ 高尔夫温泉酒店/美豪丽致/惠玥

温德姆或同级

第 2、3 晚 大理古城附近 五钻 风光雪月酒店、大理漫湾或同级

第 4、5 晚 丽江古城附近 五钻 君澜丽江国际/官房/实力希尔顿/吉祥圆/大港旺宝或同级

*注意：以上酒店如遇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级别酒店安排替换，敬请留意。



参考行程

DAY 1：广州机场→昆明机场→昆明市：陆军讲武堂旧址
早：自理 中：自理 晚：含 住宿：昆明酒店

于指定时间集中，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内航线广州飞往春城-昆明。

贵客乘机抵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后，商务专车将会把您安全送至我们精心为您安排的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下午参观【陆军讲武堂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座中国近代史上为加强边防所设的军事学校，在昆明的翠湖西侧。

在清朝末年， 云南陆军讲武堂与 天津北洋讲武堂、东北奉天讲武堂并称为三大讲武堂;民国时期又与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齐名，并称三大军校，1988 年国务院公布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9 年设立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

1、贵宾乘机抵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待取完托运行李后，请根据本社发放的接机流程与接机人员接洽。

2、抵达下榻酒店并办理完入住手续后，贵宾如有自由出行需求，请赴酒店前台领取酒店信息名片。自由出行期间请保持预留手机通信

畅通，如遇特殊情况或发生意外，请及时联系本社工作人员，或拨打当地紧急救助电话。

3、当您入住酒店后要注意休息，做好体力储备，尤其是初上高原的贵宾，请注意不要剧烈运动或过量饮酒

、

DAY 2：滇池→VIP 茶歇→大理古城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大理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前往参观【滇池】昆明的美，在滇池。昆明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和滇池相提并论。

从清初“联圣”孙髯翁笔下“五百里滇池，喜茫茫空阔无边”的壮阔景象，到滇池水涌入昆明城，与如今翠湖水连

为一体，这一汪碧水清波承载了昆明城史成长的过往，也促使旧时昆明成一派水乡泽国的城市风貌。随后前往大理，

路上讲为您特意安排 VIP 茶歇，拂去旅途的疲惫的同时感受云南著名的普洱茶魅力！

【大理古城】，大理古城东临碧波荡漾的洱海，西倚常年青翠的苍山，形成了“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城市

格局。由南城门进城，一条直通北门的复兴路，成了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比肩而设，出售大理石、扎染等民族工

艺品及珠宝玉石。街巷间一些老宅，也仍可寻昔日风貌，庭院里花木扶疏，鸟鸣声声，户外溪渠流水淙淙，“三家

一眼井，一户几盆花”的景象。古城内东西走向的护国路，被称为“洋人街”。大理洋人街已驰名世界，成为外国

友人向往的地方和他们旅居大理的温馨家园。。有句话说得好，“这里没有盛嚣尘上的浮夸，有的只是静谧慵懒的

长调，酒也只要喝到微醺，一切恰到好处的时候，一切的美梦也就降临。

晚餐后入住大理酒店。



DAY 3：南诏风情岛→双廊洱海打卡
洱海生态线（JEEP +旅拍天空之境+网红洱海公路）+理想邦拍照打卡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大理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前往中国国宝级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乡—【洱海双廊古镇】，前往码头乘坐摆渡船（约 5 分钟）

登洱海三岛之一【南诏风情岛】（含游船，上岛）该岛四面环水，东靠著名佛教圣地鸡足山，北接石宝山，南连大

理，西对苍山洱海，因占据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 ，苍洱风光在双廊"之美誉。如今的洱海

已被广大游客所熟知，是一处非常美丽的网红景点。午餐后前往乘坐吉普车至➱洱海生态廊道，沿途欣赏苍山洱海

边的田园风光。乘坐生态电瓶车至➱洱海龙龛古渡口零距离贴近洱海，生态廊道最佳取景地；大理网红点，游客自

由拍照，沿途欣赏苍山洱海美景，在洱海生态廊道上，享受着“最大理”的惬意生活。前往网红打卡地➱理想邦（游

玩约 90 分钟）中国的圣托里尼，这里依山而建，建筑外观很像城堡，还有各种热带植物横行，街道诗意蜿蜒，走

在其中，如梦如幻，将洱海尽收眼底，无尽享受。

晚间，用餐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等待开启精彩的丽江之行！

温馨提示：乘坐 Jeep 车环游时，请听从司机师傅安排，勿干扰司机驾驶。

DAY 4：大理白族园→丽江市：拉市海→丽江古城

早：酒店内 中：含 晚：丽江古城自理 住宿：丽江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赴【大理白族园】伫立其中，古建群立，溪流花放春树暮云，苍洱在望，景区由【霞移居】、

【祖师殿】、【天龙苑】、【非遗文化一条街】、【中央水景区】、等组成，参观白族园娶新娘婚俗表演，原汁原

味的还原大理地道【白族嫁娶风俗】，“背婚”、“哭别”、“掐新娘”、“拜天地”等过程真实呈现，让游客亲

身体验传统白族民俗。而后观看【孔雀放飞】见过孔雀，但未见过上百只成群的孔雀，见过孔雀开屏的绚丽，但没



有见过成百只孔雀从山中丛林里飞出的壮观（风大、雨天由于安全原因不进行孔雀放飞表演，费用不退不补）。

午餐后前往【拉市海】候鸟木语，这里是候鸟的故乡，水草肥美、湖色优美，被誉为生命的摇篮， 是美国大自然

保护协会基地，也是“一米阳光”“木府风云”的取景地，骑行在马背上带你游走在拉市海的醉美天堂 （不含自

费骑马）。今晚的晚餐自理，晚上可在小巷、老建筑，在【丽江古城】中慢走，您能感受岁月的流逝与雕刻，驻足

倾听，鼓声、乐声、风铃声，姑娘们的打闹声和老阿妈咯咯咯的笑声相互交织，在古城，时光都变得更加温柔。古

城特色很多，你可自由选择游览，看四方街的打跳、听纳西老者的纳西古乐、看千年不腐的东巴纸、到河边放河灯......

古城美食不少，铁板虫子宴、碳烤雪山清水鱼、石板花、老山腿和纳西蜜饯都是不错的选择，你也可以自由选择，

但美食好吃请注意合理饮食。随后入住酒店。

DAY 5：玉龙雪山风景区→云杉坪索道→蓝月谷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丽江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前往游览中国森林氧吧、国家 AAAAA 景区➱玉龙雪山风景区：云杉坪（游玩约 150 分钟）一

段纳西传说，造就了一处美不胜收的雪域美景。在雪山最美的草甸-云杉坪，欣赏壮丽的雪山主峰扇子陡。聆听纳

西族最凄美的爱情故事，寻找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漫步欣赏玉龙雪山下形成错落有致湖泊分布其间,山水相连,碧

波荡漾,被美誉为“小九寨”的璀璨明珠—【蓝月谷】（不含电瓶车 60 元）。后前往享用晚餐，晚餐享用后参观丽

江医药协会。参观完毕后送回酒店入住酒店。

DAY 6：丽江机场→广州

早：酒店内 中：自理 晚：自理 住宿：温馨的家

今日酒店享用早餐后，将由我社送机中心服务人员将您送至丽江国际机场候机。在此，我社全体服务人员预

祝您旅途平安，期待您再次来云南！



温馨提示：

1、今日为行程结束最后一天，请收拾好行李物品，不要遗落任何物品；

2、如回程是早班机，早餐视酒店开餐情况而定，一般多为打包或自理。

费用说明

费用

包含

1、交通：往返经济舱机票（含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

2、住宿：行程所列的酒店安排及次日早餐 （标准为二人一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

3、用车：1 人 1 正座，以保证您的舒适

4、景点：行程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

5、导游：优秀持证中文导游

6、保险：含旅行社责任险，意外险 10 万。

7、每天每日 1 瓶矿泉水

费用

不含

1、不含景区内小交通电瓶车等费用

2、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和餐费；

2、全程入住酒店产生的单房差及加床费用

3、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4、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

5、儿童报价以外产生的其他费用需游客自理

6、旅游意外保险及航空保险[建议旅游者购买]

7、除费用包含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

购物店：白族园（茶歇和餐厅里的医药店不属于购物店）

注意事项

A：在不减少景点、不降低接待标准的情况下，我社保留调整行程先后顺序的权利。

B：因不可抗拒因素中途离团或改变行程，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我社不予承担，只按协议价退还客人未产生的费用，车

费和餐费不予退还。若由于客人自身原因中途退团或擅自离团我社不退还任何费用，（属于特价行程的如有优免、

中途退团费用一律不给予退还。敬请谅解！谢谢）

C：65 岁以上老人，需要加收 500/人，小孩单独议价。

D：本行程一经参团，无论客人任何原因中途离团或退团费用一概不退（小小不周，敬请谅解）,离团需要补离团费

600 元/人，请全程跟紧导游，安全第一。

E：由于云南门票实行刷卡制，导游证、记者证、老年证、学生证、军官证等无优惠门票，质量已客人意见单为凭证，

请您认真填写，如在填写意见单时未注明投诉意见，离开云南后我社不再接受投诉，谢谢合作。

F：行程价格按 2 人入住 1 间房核算，如出现单男单女，尽量安排该客人与其他同性团友拼房，如未能拼房者，可选

择与同行亲友共享双人房并加床（加床者按占半房收费，即 3 人 1 间）；如不愿意与同行亲友共享 3 人房或单人出

行者，请补齐单房差以享用单人房间。



G：请您仔细阅读本行程，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出游过程中，如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原因需放弃部

分行程的，或游客要求放弃部分住宿、交通的，均视为自愿放弃，费用不予退还，放弃行程期间的人身安全由旅游

者自行负责。

行程当中约定景点等其它项目（非赠送、升级类），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履行，仅按游客意愿替换或按团队

采购成本价格退费，并有权将景点及住宿顺序做相应调整；行程当中关于赠送、免费升级等项目，如遇不可抗力因

素或因游客自身原因无法实现及自愿放弃的，均不退费、不更换。行程中标注的时间可能因堵车、排队等情况有所

不同；部分景区团队旅游可能会排队等候，因等候而延误或减少游览时间，游客请谅解并配合。因排队引发投诉旅

行社无法受理。

H：行程中部分景区或酒店内设有购物商店，属于自行商业行为，并非我社安排的旅游购物店，此类投诉我社无法受

理，敬请谅解；如需新增购物或参加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需和旅行社协商一致并在云南当地补签相关自愿合同或

证明，敬请广大游客理性消费。

I：文明旅游、文明出行，自觉爱护景区的花草树木和文物古迹，不随意在景区、古迹上乱涂乱画、不乱丢垃圾、尊

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等。很多景区和酒店周边有小摊小贩，如无意购买请不要与其讲价还价，一旦讲好价格不购买

的话容易产生矛盾。出游请保持平常的心态，遇事切勿急躁，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

特殊备注

1、请出团前注意当地天气预报，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当地昼夜温差大，请带足保暖防寒衣物，云南日照强，紫外线

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请戴上太阳帽、太阳镜，涂抹防霜,以保护皮肤。天气变化多端，请携带雨具。

2、云南地区由于海拔较高、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含氧量明显降低，最初几天尽可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有节制，

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吃饭不宜太饱，饮水不要太多，饮茶不要太浓，最好不要抽烟，饮酒，要具备良好的心理准

备，保持乐观的情绪。

3、云南山高坡大，对限速有严格规定。行程地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低，故上坡时旅游车速有时仅 20－30 迈，还

望谅解！

4、云南属少数民族地区，请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及生活习俗；

5、云南当地带空调的酒店空调均定时开放，云南省三、四星或高级、豪华酒店室温不超过 30℃时，不启用空调制冷，

还请见谅！

6、出行必备：雨衣或雨伞、运动鞋、感冒药、肠胃药、防虫膏药、防晒油、太阳帽、太阳镜等。（丽江早晚温差较

大，请带稍厚衣服。建议带毛衣，长袖衫，轻便保暖外套，穿旅游鞋）

7、当地土特产：珠宝玉石、云南白药、大理石、银饰工艺、云南烤烟、火腿、普洱茶、菌类、各种时令水果等；

8、云南是个旅游大省，在游程中间，景区景点，酒店，餐厅，途中上卫生间的地方，均有当地特产，上至珠宝玉石，

下至水果等，均非旅行社安排，请各位贵宾谨慎选择，慎重消费，货比三家。不购买“三无”商品。购买商品时应

索取购买发票、相关证书，发票与证书要妥善保管。如果您在这些地方购物，完全属个人行为，与旅行社无关。

9、乘机（或火车）须携带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无身份证的儿童须携带户口本原件或护照。如证

件丢失请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临时登机证明。

10、客人在云南的自由活动时间，自由活动期间、游客请务必注意人生及财产安全、自由活动期间的安全及责任由

游客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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