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贵阳入境 - 镇远 - 凯里 - 贵阳 - 安顺 - 贵阳 - 长沙 - 凤凰 - 张家界 - 长沙（团号：GZNZJ12）

秀美黔湘·贵州黄果树纯玩 / 湖南张家界进店 12天超值豪华游

特 约 旅 行 社

DAY1 贵阳接机或接站 Guiyang                                X
抵达贵阳后，导游将于龙洞堡机场（KWE）热情迎接您！乘坐高铁抵
达贵阳的客人，可享受免费接站。（免费接机时间段：10：00AM-
24：00PM，相邻 2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机；免费接高铁站
时间段：10：00AM-22：00PM；不在免费时间范围内需接机或接高
铁站，2-3 人需另付：USD60/ 车 / 次，不含导游）

早餐后乘车前往镇远，参观【镇远古城】，【青龙洞古建筑群】。晚餐后【夜
船游舞阳河】，搭乘画舫船游览迷人的古镇夜色。
Visit:the ancient town of Zhenyuan, Qinglongdong, night boat tour of 
Wuyang River

早餐后，前往【西江千户苗寨】（含 4 程电瓶车），寨民热情地端上
「拦路酒」来欢迎您；来到苗寨高处的「采歌堂」（举行大型民间歌
舞表演的广场），欣赏最地道的【传统民族歌舞表演】。还可深入【访
问苗族民居】之中。午餐后参观【黔东南州博物馆】。
Visit: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Traditional folk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Visit miao dwellings, Qiandongnan state museum

早餐后乘车前往安顺，参观【黄果树大瀑布】（含景区环保观光车和
单程观光扶梯），【螺丝滩瀑布】，【天星桥景区】。之后参观【陡
坡塘瀑布】又叫“吼瀑”。
Visit:Huangguoshu waterfall, Scroll Beach Waterfal, Tianxingqiao 
Scenic Spot, Doupotang Waterfall

早餐后游览【天龙屯堡古镇 + 天台山 + 五龙寺 + 地戏表演】。参
观贵阳市市徽【甲秀楼】。接着欣赏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
州风》】，集朴素，华丽，原始，现代为一体的《多彩贵州风》。
Visit: Tianlong Tunbao Ancient Town, Tiantai Mountain, Wulong 
Temple, and Local Opera Performance, Colorful Guizhou Breeze

早餐后乘火车赴长沙（已含贵阳 - 长沙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
接火车后入住酒店休息，当天自由活动，不含其他项目，是日午
晚餐自理。

早餐后驱车前往凤凰古城，夜游虹桥艺术楼，吊脚楼，石板街，
品尝古城小吃特色风味，前往铜仁入住酒店休息。
Visit：Fenghuang Ancient Town at night

早餐后前往铜仁天下第一【苗王城】感受苗族的民俗风情，下午
游览【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推荐自费 USD100/ 人）。
Visit：The city of Miao
Opt iona l  i t em：Tianmen  Mounta in  Na t i ona l  Fo res t 
Park=USD100P.P

早餐后参观乳胶店，前往游览【袁家界风景区】，乘【百龙电梯】
上，游览【天下第一桥】、【迷魂台】等，乘【百龙天梯】下山，
俯瞰【水绕四门】、【金鞭溪大峡谷】被称为 " 山水画廊 "。晚上
欣赏【魅力湘西秀】（推荐自费 USD80/ 人）
Visit：Latex Shop、Yuanjiajie Scenic area、Bailong elevator、
Optional item：Charming Xiangxi Show=USD80P.P

早餐后参观丝绸店，游览中华最佳洞府 - 黄龙洞（含游船）（推
荐自费 USD80/ 人），接着参观茶叶店，下午游览张家界大峡谷
玻璃桥（世界最长最高全透明的桥）（推荐自费 USD80/ 人）。
Visit：Silk shop、Tea shop
Optional items:Huanglong Cav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USD80P.P

早餐后参观参观【军声画院】，随后参观珠宝店，游览人间瑶池
宝峰湖（含游船）（推荐自费 USD80/ 人）, 进泡脚店，返回长沙。
是日晚餐自理。
Visit：Military Art Academy、Jewelry shop、Foot massage
Optional item：Baofeng Lak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早餐后全天免费送长沙机场或高铁站，服务结束。

指定自费：
西江千户古寨 + 天龙屯堡古镇 + 天台山 + 五龙寺 + 地戏表演 +
夜船游舞阳河 +《多彩贵州风》+ 百龙电梯上 + 百龙电梯下 + 袁
家界风景区 + 苗王城 =USD50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贵州段：龙宫（游船 + 电梯上下）+ 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 青岩古镇 =USD100/ 人
张家界段：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USD100/ 人），魅力湘西秀
（USD80/ 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USD80/ 人），宝峰湖含
游船（USD80/ 人），黄龙洞含游船（USD80/ 人）（具体项目及
金额以实际安排为准）
Optional items (at your own expense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ission fee):

Guizhou：Dragon palace scenic spot (cruise ship + elevator up and 

down) + Miao mei m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e + Qingyan Ancient 

Town=USD 100P.P

Zhangjiajie：Tianmen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Park(USD100P.

P),Charming Xiangxi Show(USD80P.P),Huanglong Cav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USD80P.

P),Baofeng Lak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请提前预收张家界段所有合计5项推荐自费项目，否则将影响正常行程。）

温馨提示：
1. 湖南全程酒店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
2. 夏季只有当室内温度高于 25℃时才会开放冷气，敬请谅解；天
门洞冬季结冰不开放。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3 镇远 - 凯里 - 贵阳 Zhenyaun-Kaili-Guiyang          B/L/D

DAY4 贵阳 - 安顺 Guiyang-Anshun                   B/L/D

DAY5 安顺 - 贵阳 Anyang-Guiyang      B/L/D

DAY8 铜仁 - 张家界 Tongren-Zhangjiajie      B/L/D

DAY7 长沙 - 凤凰 - 铜仁 Changsha-Fenghuang-Tongren  B/L/D

DAY9 张家界 Zhangjiae                               B/L/D

DAY10 张家界 Zhangjiae                              B/L/D

DAY2 贵阳 - 镇远 Guiyang-Zhenyuan                B/L/D

DAY6 贵阳 - 长沙 Guiyang-Changsha          B/X/X

DAY11 张家界 - 长沙 Zhangjiajie-Changsha           B/L/X

DAY12 长沙出境 Changsha                        B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周四抵达

2019. 04. 11 2019. 10. 10, 17, 24

2019. 05. 16 2019. 11. 07

2019. 06. 不出团 2019. 12. 不出团

2019. 07. 18 2020. 01. 待告

2019. 08. 29 2020. 02. 待告

2019. 09. 19 2020. 03. 待告

●  报名费已含贵阳 - 长沙高铁或动车组二等座火车票。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
     额支付。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
     费含导游、司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00/ 人 / 天脱
        团费用，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我社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以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
         不需提前通知。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2 人 / 趟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500 130 60 9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1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
    接 / 送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299 CAD299  CAD149 CAD400

【赠送体验贵阳 -长沙单程高铁或动车组，任尔东南西北游！】

行程亮点：
贵州段：上帝打翻了调色盘，才造就了这多彩贵州，黄果树瀑布
               飞流直下，于气势磅薄中闪动了一抹银白；苗村侗寨静
               静伫立，于岁月流逝中沉淀了一抹青灰。赶快收拾好行
               囊，来这好山好水的多彩贵州吧！
● 亚洲第一大瀑布群，中国 5A 级风景区：黄果树大瀑布 + 陡坡塘瀑
     布 + 螺丝滩瀑布。
● 喀斯特童话世界：水上石林“天星桥”。
● 贵州明朝军事要塞，老汉族居住的明文化古镇：天龙屯堡古镇。
● 世界第一大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千户苗寨”。
● 历史悠久，物阜境优的千年文化古城“镇远”。
● 贵阳市市徽“甲秀楼”。
全程 4-5 星级酒店
张家界段：走进“张家界大峡谷”体验世界上最长、最高的玻璃
                   天桥，低头便可见深不可测的大峡谷。
● 畅游凤凰古城，感受沈从文笔下浪漫湘西和苗家风情。
● 追踪太阳的足迹，探访秀美大湘西，感受世界之最的魅力。
● 阿凡达潘朵拉、哈利路亚玄幻之旅 -- 袁家界。
● 走进森林公园 - 畅游张家界不可复制的绝版山水。
● 搭乘世界上最高、载重量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户外观光电梯-
     百龙天梯，感受 1 分 58 秒的奇迹⋯⋯

品各地特色风味美食：
贵州段：苗族长桌宴，镇远道菜，瀑布土鸡风味，屯堡风味菜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贵阳：5 星标准贵阳盘江饭店 / 时代永利酒店 / 同级
Guiyang: 5 ☆ Guiyang Panjiang Hotel/Times Wynn Hotel/similar
镇远：准 4 ☆府城宾馆前楼 / 同级
Zhenyuan: 4 ☆ Fucheng Hotel Front Building/similar
安顺：5 星标准青瓦台酒店 / 同级
Anshun: 5 ☆ Blue House Hotel/similar
长沙：5 ☆宇成朝阳酒店 / 同级
Changsha：5 ☆ Yucheng Chaoyang Hotel/similar
铜仁：5 ☆楚溪大酒店同级
Tongren：5 ☆ Chuxi Hotel/similar 
张家界市区：准 5 ☆梅洛水晶大酒店 / 同级
Zhangjiajie（City）：Quasi5 ☆ Mellow Crystal Hotel/similar 
张家界景区：准 5 ☆京溪国际大酒店 / 同级
Zhangjiajie(Scenic Area)：Quasi5 ☆ Jingxi Intl Hotel/simil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