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意云南-昆大丽双飞一动 6 天 5 晚】

优选航班+动车回昆：广州往返（直飞）+1 趟动车回昆

优选酒店：全程入住指定精品酒店，与舒适相撞，让美梦相伴

优之美食：撒尼迎宾宴∣彝族长街宴∣大理洱海酸辣鱼

优之景点：理想邦拍照打卡∣Jeep 旅拍 | 网红洱海公路拍照 | 打卡抖音网红圣地蓝月谷

优之 5A：石林风景名胜区∣玉龙雪山云杉坪|丽江古城

行程细节： 享受微笑接机、商务车接送、全程专职导游服务，讲解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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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酒店

DAY2
昆明市-石林县：石林风景名胜区-楚雄

市：彝乡恋歌-祭火大典
酒店 含 含 楚雄酒店

DAY3
楚雄市-大理市-洱海生态线（JEEP+旅拍

+打卡杨丽萍大剧院+网红洱海公路）-
白族民居-理想邦拍照打卡

酒店 含 含
大理酒店

DAY4
大理市-大理古城-丽江市：玉龙雪山风景

区-云杉坪-蓝月谷-丽江古城
酒店 含 自理 丽江酒店

DAY5
丽江市：束河古镇-拉市海或东巴秘境-

动车回昆明市
酒店 含 自理 昆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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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瑞假日酒店、恒亿大酒店、亚美丽嘉、悦城国际大饭店 B 座，星程万达店、观海

湾假日酒店

第 2 晚楚雄 艾菲特大酒店，凯天酒店，金海湾酒店

第 3 晚大理 城市便捷酒店、世纪风情大酒店、苍山饭店老店，南亚大酒店，连城酒店

第 4 晚丽江 玉碧峰酒店、金海酒店、丽豪酒店、嘉年华大酒店、喜来福酒店

第 5 晚昆明 恒亿大酒店、亚美丽嘉、悦城国际大饭店 B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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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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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2 昆明市→石林县：石林风景名胜区→楚雄市：彝乡恋歌-祭火大典
早：酒店 中：石林撒尼风味 晚：彝族长街宴 住宿：楚雄酒店

乘车赴石林彝族自治县，观赏世界自然遗产、国家 AAAAA 景区➱石林风景名胜区（游玩约 120 分钟，自理石林电

瓶车 25 元/人）曾经的一片汪洋泽国，经历三亿多年风霜侵蚀，终形成了如今雄、奇、秀、险的世界地质大观！石

林有的，不仅仅是形态各异的石头，还有撒尼人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承，和几代人对阿诗玛的眷恋。

乘车赴楚雄彝族自治州，在热情似火的彝乡，体验彝族人用歌声和舞姿为每一位来客献上的彝族文化盛典➱彝乡恋

歌和彝族美食汇➱彝族长街宴（全程约 90 分钟，含用餐时间）。

晚间，参加楚雄彝族最热情的狂欢➱祭火大典。活动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养精蓄锐，等待更精彩的明天！

温馨提示：

1、石林风景区游客流量较大，游玩时请照看好身边老人及儿童，并妥善保管好个人随身财物。

2、晚间参加楚雄活动体验时，请听从导游及工作人员安排，勿过于靠近或擅自接触火源。

DAY3 楚雄市→大理市→洱海生态线（JEEP+旅拍+打卡杨丽萍大剧院+
网红洱海公路）→白族民居→理想邦拍照打卡
早：酒店 中：大理白族民俗风味 晚：大理洱海酸菜鱼 住宿：大理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赴大理白族自治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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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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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吉普车至➱杨丽萍大剧院文化广场在苍山脚下，洱海岸边，沉醉于大理新地标的超高颜值，吉普车合影拍照，

狂野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以家庭为单位。

参观➱大理白族民居 白族民居大都就地取材，广泛采用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大理民间有“大理有三宝，石头砌

墙墙不倒"的俗语，指的就是建房取材的特点。石头不仅用在打基础、砌墙壁 ，也用于门窗头的横梁。这种用材的

特征沿袭的是南诏时的建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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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4 大理市→大理古城→丽江市：玉龙雪山风景区-云杉坪→蓝月谷→

丽江古城
早：酒店 中：丽江雪山营养餐包 晚：自理 住宿：丽江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赴大理白族自治州，游览历史文化名城、国家 AAAA 景区➱大理古城（游玩约 60 分钟，不含

景区电瓶车）文艺、慢生活！泡吧、快节奏！不是考虑大理古城能带给你什么感觉，而是你如何去定义怎样去享受

这座有着 638 年文化魅力的古城。

乘车赴丽江市，游览中国森林氧吧、国家 AAAAA 景区➱玉龙雪山风景区：云杉坪+蓝月谷（游玩约 120 分钟，不

含羽绒服、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一段纳西传说，造就了一处美不胜收的雪域美景。玉龙十三峰是壮丽秀美的代

名词，在雪山中最美的草甸云杉坪，观赏主峰扇子陡和千年冰川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还可以聆听纳西族最美的爱情

故事，寻找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

（告知！出团前如有需求，可付费补差价升级游览冰川公园）赠送史诗级别大型民族表演➱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

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今日无晚餐安排，贵宾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国家 AAAAA 景区➱丽江古城时，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美食。（丽江古

城游览结束后，贵宾可根据个人需求付费参加《丽江千古情》等丽江著名表演娱乐节目，如有参加需求请提前报至

随团导游）。

温馨提示：

1 玉龙雪山云杉坪升级冰川公园需补差价为￥100 元/人

2、玉龙雪山景区氧气瓶￥60 元/瓶；羽绒服租赁￥50 元/件

3、蓝月谷电瓶车￥60 元/人

4、《丽江千古情》自费价格￥300/人



DAY5 丽江市：束河古镇→拉市海或东巴秘境→昆明市

早：酒店 中：纳西民俗风味餐 晚：自理 酒店：昆明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游览中国魅力名镇➱束河古镇（游玩约 180 分钟）“夜市荧火，龙门望月，雪山倒映，断碑敲音。

鱼水亲人，西山红叶，石莲夜话，柳烟平桥。”丽江著名的束河八景，是马帮几百年踩出的烙印，这里曾是木氏土

司的发祥地和纳西集市，现如今成为了游人最爱的丽江休闲之所。

游览云南首个湿地自然保护区➱东巴秘境东巴秘境位于丽江市玉龙县白沙镇裸美乐大峡谷。该地融合了丽江独有的

民族文化、自然景观和现代健康理念，把东巴文化和旅游、健康整合在一起，可了解古老的纳西族文化。或游览➱

拉市海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如今是丽江的后花园，也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每年都会

有上万只左右的水鸟来此越冬，每年 12 月-次年 2 月之间，是拉市海观鸟的最好时候。湖的四周都是纳西村庄，每

个临湖的村子都开辟了马场，成为了丽江骑马、划船、观鸟的绝佳去处。（告知！A\B 景点选择，根据行程游览的

实际情况而定）。

乘车赴大理市区，根据大理至昆明返程动车时间赴大理站候车（动车运行时间约为 150 分钟）。今日无晚餐安排，

贵宾抵达昆明入住酒店后，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美食。

过桥米线、摩登粑粑、汽锅鸡、破酥包子、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卤饵丝……美食总是一座城市留住人心的最佳方

式，昆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里都藏着让人余味无穷的滇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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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酒店享用早餐后，将安排贵宾参观昆明著名花都➱旅游集散中心（参观约 120 分钟）参观结束后将由我社送机

中心服务人员将您送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候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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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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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岁，其余年龄为特殊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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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程航班 12:00 之前不走花市送机+100 元/人；12:00 之后不走花市不送机+100 元/人；不走花市要送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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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至昆明动车票，二等座。

2、行程中标注的酒店住宿费用：2 人标准间，按床位计算，含酒店早餐费用；不占床则不

含酒店早餐费用。

3、 行程中标注的午餐、晚餐费用：共 6 正餐，餐标 30 元/人

（第 1 日不含任何餐饮，行程中已明确标注自理和不含的餐饮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4、 行程中标注的景区景点首道门票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维护费用。

5、 行程中标注的云南省内机场接送车辆费用。

6、 行程中标注的云南省内航空机票、动车/列车票和旅游车辆费用。

7、 云南旅游组合保险（旅行社责任险）已按政府要求为游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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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中未标注的自费项目及活动：如景区内付费拍照、游乐设施等。

2、行程中标注的酒店，因不占床儿童所产生的酒店早餐费用，须按酒店标注现付。

3、 行程中标注的酒店，在游客入住期间所产生的个人消费项目：酒店/客房自费餐饮、

自费饮品、付费电视、付费电话、付费传真、付费日用品、付费洗衣、付费娱乐等因个人

需求所产生的消费。

4、 行程中标注的自由活动期间，因个人需求所产生的消费（包括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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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5、因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导致产生的额外交通、餐饮、住宿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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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须知

1、12 周岁及以下不占床儿童，在旅游过程中只含正餐和旅游车辆 1 人使用费用，其他费

用如：酒店不占床早餐费、景区景点全票（超高儿童）、活动体验费、娱乐表演门票等，

须由游客现场自行付费，或在参团报名时提前补齐相关费用。

2、行程中标注的酒店，因游客个人原因需要单人入住 1 间客房或超过 2 人入住 1 间客房需

要加床的，所产生的单房差和加床费，须由游客现场自行补齐。

3、 行程中标注的酒店，因游客个人原因需要升级或更换不在行程备注中的酒店的，差价

须由游客现场自行补齐。

4、产品宣传和行程中标注为“赠送”、“礼品”的项目，费用属于本旅行社自行承担，不

包含在游客缴纳的参团费用中。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放弃，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兑现

的，不退费用！

赠送及

自费

▶ 赠送项目：丽水金沙

▶ 自费项目：

石林电瓶车 25 元/人

表演—《丽江千古情》￥300 元/人

其他—玉龙雪山氧气瓶￥60 元/瓶；羽绒服￥5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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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