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道寻风-昆大丽 6 天 5 晚】

★优选航班：广州往返（直飞）

★品位酒店：升级 2 晚温泉酒店+全程小准五酒店，住好才玩好

★畅享美食：楚雄【野生菌火锅】、大理【白族歌舞伴餐】、丽江【土鸡火锅】、【纳西民族菜】

★5A 景区全含：丽江【玉龙雪山】【丽江古城】

★至尊网红：最神秘【九乡溶洞】+最民族【白族园】+最人气【天空之境】+最时尚【彩色 jeep】

+最网红【私人游艇】，不用做选择，全都要

★行程细节： VIP 接机：拒绝拖着繁重行李找车、拒绝嘈杂拥挤的机场大厅无下限等待

★安全保障：赠送云南旅游安全保险，全程空调旅游大巴，正规导游为您提供高品质服务

参考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昆明 CANKMG 参考东航直飞 MU5740 22:20-00:50+1 去程

昆明-广州 KMGCAN
参考东航直飞

MU5739 19:00-21:05/ MU5741 23:10-01:30+1
返程

备注：散拼不可指定航班，由航空公司调配，以上为参考航班，最终航班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行程表中所列航班的起抵时间均为当地时间，“+1”表示航班第二天抵达。

行程
简要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酒店

DAY1 广州机场-昆明 自理 自理 自理 昆明温泉酒店

DAY2 昆明-九乡-乘车前往-楚雄 酒店 含 含 楚雄/大理酒店

DAY3
私人游艇-网红吉普车旅拍-白族园-晚餐

歌舞伴餐
酒店 含 含

大理酒店

DAY4
大理古城-洋人街-拉市海茶马古道-丽江

古城
酒店 含 含 丽江酒店

DAY5 束河古镇-玉龙雪山（云杉坪） 酒店 含 自理
安宁温泉酒店

DAY6
昆明集散中心-温馨的家

酒店 自理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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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酒店

日期 酒店名称

第 1 晚昆明

铭春花园温泉度假酒店， 昆明景菲曼温泉酒店，昆明高尔夫温泉酒店，昆明亿都

温泉酒店，昆明格威斯温泉酒店，昆明明都温泉酒店,。昆明国贲温泉大酒店、

观海湾假日酒店或者同级

第 2 晚楚雄/大理
楚雄：红屋酒店，建华天汇，雄宝酒店，世纪星酒店、荣泽酒店、福星酒店

大理：大理柏菲假日酒店，香巴风情主题酒店，索亚酒店，轻奢环球酒店，三川钢



构酒店、城市便捷酒店、乐辉酒店、大观酒店或者同级

第 3 晚大理
大理：大理柏菲假日酒店，香巴风情主题酒店，索亚酒店，轻奢环球酒店，三川钢

构酒店、城市便捷酒店、乐辉酒店、大观酒店或者同级

第 4 晚丽江

丽江：维嘉国际酒店，新凯达酒店，航空观光 ，花筑.藏元，丽洲大酒店 云朵酒

店，丽春酒店，华盛酒店，鸿一笔酒店、艾尚佳酒店，凯斯酒店，九州饭店，云庭

城市酒店，文汇酒店、美域大酒店、或者同级酒店

第 5 晚

安宁温泉酒店

安宁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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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 广州机场-昆明
早：自理 中：自理 晚：自理 住宿：昆明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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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酒店，办理入住手

续（请根据酒店温泉开放时间合理安排泡温泉）。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自行前往游览位于昆明市中心的昆明地标“金马碧鸡坊”，还可以到“祥云”美食城

品尝云南特色小吃：感受一下特色臭豆腐、来一碗香喷喷的小锅米线、最时鲜的各类果汁，让人眼花缭乱的云南小

吃，上百品种供您选择，同时感受“春城”气息！

温馨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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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安排团体膳食，

各位贵宾可自行品尝云南小吃。

2、报名时请留下您在旅游期间使用的手机号码，方便与您联络，确保第一时间能接到您。

3、温泉酒店开放时间一般为 20:00-23:00，请您自带泳衣合理安排好时间，放弃无费用可退。

、



DAY2 昆明-九乡-乘车前往-楚雄
早：酒店 中：云南特色餐 晚：野生菌火锅 住宿：楚雄/大理酒店

早餐后乘车赴九乡，乘车赴神秘的地球遗产【九乡溶洞风景区】：游览盈满人间情爱的翡翠峡谷【荫翠峡】、滴水

穿石的地下大峡【惊魂峡】、六亿年前的钟乳石溶洞【古河穿洞】、希腊总神宙斯地下神殿【雄狮大厅】、气势壮

观的溶洞博物馆【神女宫】、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彝家寨】、风吹石湾的地下倒石林【蝙蝠洞】；午餐为大家安

排云南特色餐。之后乘车前往楚雄，晚餐为大家安排特色野生菌火锅，用餐后入住楚雄酒店或大理酒店。

温馨提示：游览时请穿着便于行走的鞋子

DAY3 私人游艇-网红吉普车旅拍-白族园-白族歌舞伴餐
早：酒店 中：白族特色餐 晚：白族歌舞伴餐 住宿：大理酒店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理最高大上的景点-【私人游艇】：乘坐私人游艇，享受最美的洱海风光，没有“人挤人”

的困扰，没有熙熙攘攘的嘈杂，在专属游艇上让您 360 度环游最美的洱海，充分享受属于您的洱海时光。

后前往体验【吉普车网红旅拍】（4 人 1 车，游览时间 40 分钟），专业摄影师跟拍（赠电子照片），和最拉风的

敞篷车一起凹造型，留下酷炫的旅途照片，每走一步都是风景，每个地点都适合美拍，在苍山洱海间珍藏独家记忆。

来到大理“闲情洱海，花语大理”一望无际的花海，仿若人间仙境，彩蝶纷飞，蜜蜂起舞；漫步花田,数不胜数的百

合花田花香十里,花不醉人人自醉,数十种花类竞相争艳，喜欢摄影写真的朋友不得不去之地！打卡网红旅拍圣地-天

空之境【网红玻璃球，天空之境，大理欢迎您门框，网红拍摄桌，古董自行车，天梯】-大理的天空蓝得清澈又明

丽，朵朵漂移的白云就像一团团棉花糖，在晴朗的天空下，把蓝天和白云揽入怀里，美不胜收。站在唯美的天空之

境，给自己来一张艺术照，何须滤镜，单反，手机也能拍出惊艳的你，刷爆你的朋友圈！

午餐后我们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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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品尝当地民族舞蹈伴餐的【大理白族特色菜】，后入住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坐游船游览洱海，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勿翻越船栏



DAY4 大理古城-洋人街-拉市海茶马古道-丽江古城

早：酒店 中：土鸡火锅 晚：纳西特色菜 住宿：丽江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游览“文献名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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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后浏览【拉市海茶马古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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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骑马）.

随后自行前往【丽江古城】是国家 AAAAA 级景区，是您自由散步的最佳地，也是游云南必到之地。小巷、老建筑，

在古城中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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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

1、丽江古城内商铺林立、各种商品鱼龙混杂，请贵宾慎重选择；

2、玉龙雪山海拔较高，气温变化较大，请提前做好保暖工作，以免感冒；乘坐索道时请注意安全，不要乱动，保管好随便物品；



DAY5 束河古镇-玉龙雪山蓝月谷-云杉坪索道-晚餐后汽车返程-入住安宁

温泉酒店
早：酒店 中：简餐营养餐包 晚：自理 酒店：安宁温泉酒店

早餐后，前往游览【束河古镇】。束河古镇，纳西语称“绍坞”，因村后聚宝山形如堆垒之高峰，以山名村，流传

变异而成，意为“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

集镇。午餐后乘车前往游览纳西族地界内纳西族三垛神化身神山-【玉龙雪山风景区】，途经娓娓甘海子牧场，乘

坐风景最美的【云杉坪索道】（可付差价升级冰川公园索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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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乘车返回安宁，安宁温泉享有“天下第一汤”的美誉，今晚休憩此处。

温馨提示：少数民族地区游览，请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DAY6 散客集散中心—机场送机  飞返温馨的家

早：酒店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温馨的家

早餐后，前往散客集散中心，根据航班时间送机，结束彩云之南的愉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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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定 14 点以后的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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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

● 部分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根据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及配套设施、网络数据平台分析进行甄选，如

遇行程上安排的酒店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级别酒店安排替换，敬请留意。

●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时间临时调整，我社将以实际航班时间安排客人用餐，但不做任何经济赔偿。

● 酒店不设 3人间，单人必须补单房差，700元/人
● 行程中的景点、休息站（特产）以及免税商场不属于指定安排的购物场所，旅游者谨慎购买，如出现质量和运

输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 此行程一经确认出票后不得退改，若临时退团费用不退，谢谢！



人群收费说明：

● 本计划需接受当地拼团，由导游安排分车。

● 正常收客年龄：25-65岁，其余年龄 13－24，66－70为特殊年龄，单议。

12岁以下按儿童操作，只含半餐、车位，不含早餐，不占床，不含门票

● 单男单女不接，全男单团单议。

● 早机：13：00以前加收 100元/⼈早机费；回程航班 13:00以后，不⾛花市不送机加收 100元/⼈，不⾛花市送机
加收 150元/⼈。

●升级大索+100/人，上不了现退差价

●注：中途离团或取消，一律按成本收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广州往返昆明机票（团队票开出后不得签转、更改及退票），含机场建设费，燃油税。

2、住宿：全程入住特色酒店，我社按 2 人入住一个房间核算价格，1 个房间 2 个床位，如

果 1 人参团入住 1 个房间需补 1 个床位的差价。（如遇政府调控等特殊原因，我社有权调

整到同级别其他酒店）。

3、门票：行程所列景点首道门票及相对游览时间。

4、用餐：5 早 7 正、正餐 30 元/人，如果客人自愿放弃用餐，餐费一律不予退还。

5、用车：5 年内正规合法的空调旅游车辆，确保一人一正座。

6、导游：3 年以上从业经验持证优秀地陪导游服务，行程作息由随团导游安排。

7、保险：旅行社责任险及旅游意外险

8、备注：根据行程时间早晚，导游可自行安排参观行程的先后顺序，由于云南线操作特

殊性，客人同意旅行社在不降低服务标准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转并团。

费用不含

1、因奇数出行人数而产生的单房差价；

2、按儿童报名超规定标准所产生的餐费、门票、床位费；

3、自由活动期间车辆、导游服务及个人消费；

非免费餐饮、洗衣、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

4、因交通延误、罢工、大风、大雾、大雪、航班取消或延期等不可抗拒因素所产生的额外

费用；

5、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6、费用包含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如特殊门票、游船（轮）、景区内二道门票、观光车

电瓶车、缆车、索道、动车票等费用。

7、航空意外险

应急方案

1、如遇风大，政府调控等特殊原因导致大索道无法游览：

①如景区小索道未停开客人愿意退差价换乘的经导游与游客商量，大索道和小索道差价 80

元/人，方能换乘。

②如所有索道全部停运，带团导游将大索道费用 120 元/人现退给客人。另玉龙雪山大门票

都是提前统一制卡，无法因索道停运退还门票费用，还请各位参团贵宾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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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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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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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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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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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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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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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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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玉龙雪山实行套票制，因时间原因，我们只安排行程中指定景点，此套票中未涉及的小景点，门票不能退还。

免责声明

亲爱的游客朋友：

感谢您选择参加我社组织的跟团旅行。此次旅游的接待旅行社为 （旅行社名称）。为了规范本

次旅游活动，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保护您的自身权益，明确您的义务与责任，请您仔细阅读本声明内容，自愿

选择是否参与本次旅游，若因游客忽视本声明而产生之任何可能针对我社的索赔或争议主张，我社均予无条件免责。

凡报名参与本次旅游者均视为认同并自愿遵守本声明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一、安全第一，凡报名参与本次旅游者均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在自身条件允

许情况下方能自愿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旅游途中由于游客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估不足而发生的身体健康危险均与我社

无关。

二、游客须遵守我公司的统一安排，不可擅自脱离团队。团队游览期间游客擅自离团视同游客违约，我社与其旅

游服务关系自动终止，未发生的费用不予退还，且不对游客离团期间发生的意外承担责任；特殊情况确需单独离团应

书面告知负责导游和我社，出具自愿离团申明书，并经我社同意方可离团，在其自愿离团期间发生任何事故，我社均

无条件免责。

三、旅游途中，游客需携带电话，若发生任何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请拨打 110，然后及时联系负责导游和我社，

自身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我社可配合处理，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四、旅游途中切勿理会陌生人的任何搭讪以免上当受骗。

五、所有游客都需按行程规定时间往返。如因游客个人原因未及时到达行程预定的集合地点的或滞留未归的，

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游客本人承担。

六、如因景区景点或经营方调整节目表演时间、演职人员、表演方按时休

息等原因，游客恰好错过观赏时间，本社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七、行程中的赠送项目，经证实确有特殊原因导致未安排，本社均不退赔任何费用。

八、如遇天气原因、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不可预见因素导致无法按约定

时间或行程游览，行程变更后增加的费用均由游客自行承担。本社对已收取的费用概不退还；如有个别项目服务还

未发生，商品还未拆封使用，我社可配合服务提供方或商品售卖方与游客一起协调处理，但对处理结果不作任何承

诺。如果服务提供方或商品售卖方事先有公示的处理办法则依照其办法执行。

九、行程中的交通情况是动态的，行程所述为正常情况下的时间和交通

里程，如因人力不可抗因素导致时间延长或既定交通路线发生变化导致延长或延误，本社均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十、餐厅、酒店、交通工具、景区等场所均为临时停留，适时更换，时

间短，环境嘈杂，人流密集，请保管好自身财物，如不慎发生遗失，我社可配合处理，但对处理结果不作任何承诺，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十一、由于在出游期间游客不遵守以上规定而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游客自行承担。

温馨提示

一、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原地带，气压低，空气含氧量少，易导致人体缺氧，引起高原反应，请旅游者避免

剧烈运动和情绪兴奋，洗澡水不宜过热，学会正确呼吸方法。患有贫血、糖尿病、慢性肺病、较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精神病及怀孕等旅游者不宜进入高原旅游；

二、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安全转移的路线。入住时立即检查房间内设施是否有损坏、缺少、

污染。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更换调整，以免退房时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三、旅游期间切勿吃生食、生海鲜等，在旅游目的地不可光顾路边无牌照摊档，不要购买“三无” 商品，忌

暴饮暴食，应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少抽烟，少喝酒。

四、行程中本社不接受游客直接向司机、导游提出任何有偿或无偿的行程更改要求，如果确有需要增加、减少、

更改行程等要求时，游客可向所在城市报名旅行社（组团社）提出申请，组团社通知当地旅行社后再通知导游司机

方可更改。

五、游客在景区的任何商店购物均为个人自主行为，如果游客有购买收藏的，请记住索要购物小票，相关证书，

并妥善保管。

六、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或者娱乐时，切记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提包、贵重物品及证件。

声明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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