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灵毓秀·张家界纯玩/桂林阳朔进店11日风光游
线路：长沙入境 - 凤凰 - 张家界 - 长沙 - 桂林 - 龙胜 - 桂林 - 阳朔 - 桂林出境
          （团号：XWHGL11）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周四抵达

2019. 04. 11, 18 2019. 10. 10, 17, 24, 31

2019. 05. 09, 16, 23 2019. 11. 07, 14, 21

2019. 06. 不出团 2019. 12. 不出团

2019. 07. 不出团 2020. 01. 不出团

2019. 08. 不出团 2020. 02. 不出团

2019. 09. 05, 19 2020. 03. 不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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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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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名费已含长沙 - 桂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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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据行
        程更换景点。
●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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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99 CAD199  CAD99 CAD360

行程亮点：
● 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人间仙境」--【天门山森林
     公园】
● 【云天渡】--【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独拥十项
     世界第一
● 畅游中国最美水上小城 -【凤凰古城】，感受沈从
     文笔下浪漫湘西和苗家风情
● 阿凡达潘多拉、哈利路亚玄幻之旅 --【袁家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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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家界之魂、湘西第一神山乘全世界最长的单线回
     圈式高山观光索道—【天门山】
● 远离喧嚣，寄情山水 -- 桂林 , 阳朔“桂林山水甲天
     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 挂在天边的美景 -- 为天下梯田之望尘莫及，堪称 “
     天下一绝”
● 阳朔最古老最繁华的街道 -- 阳朔西街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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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5 ☆京溪国际大酒店 / 同级
Zhangjiajie：Quasi5 ☆ Jingxi Intl Hotel/similar
桂  林：准 5 ☆桂林金水湾国际大酒店 / 同级 
Guilin:Quasi-5 ☆ JINSHUIWANWAN INTENATIONAL 
HOTEL/similar
阳  朔：准 5 ☆碧玉国际大酒店 / 同级   
Yangshuo:Quasi-5 ☆ YangShuo Jasper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CSX）或高铁站，专人接机或接站后入住
酒店，当天自由活动，不含其他项目。（全天免费接机，不含导游，
由于人数较多，可能需要等候，请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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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张家界参
观【军声画院】，被外界称为“砂石画艺术宫殿”。下午游览【天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推荐自费 USD100/ 人），天门山一直被当地
人民奉为神山、圣山，被尊为“张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
的美誉。
Visit：Military Art Academy
Optional item：Tianmen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Park=USD100P.P

早餐后，早餐后前往游览【袁家界景区】，【乘百龙电梯】以我们的
眼睛为探头扫描着周围的美景，俯瞰【金鞭溪】。下午游览【黄龙洞
（含游船）】推荐自费 USD80/ 人）。晚上欣赏【魅力湘西秀】（推
荐自费 USD80/ 人）
Visit：Yuanjiajie Scenic area、Bailong elevator
Optional items： Huanglong Cav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Charming Xiangxi Show=USD80P.P

早餐后参观【溪布街】。游览【宝峰湖（含游船）】（推荐自费
USD80/ 人）, 接着游览体验【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推荐自费
USD80/ 人），玻璃桥名“云天渡”。随后返回长沙，是日晚餐自理。
Visit：Xibu Street
Optional items：Baofeng Lake (including boat tour)=USD80P.P、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USD80P.P

早餐后乘高铁 / 动车前往桂林（已含长沙 - 桂林单程高铁 / 动
车二等座票），是日午晚餐自理。

早餐后游览【龙胜梯田】，乘车前往龙胜，路途行驶约 2 小时
抵达龙胜。古老的【瑶族村寨】。当有客人来访时，身着素丽
服饰的瑶族美丽的姑娘跳起特有的彩裙舞，唱起韵律悠长的山
歌，。中午品尝少数民族具有特色的竹筒饭，竹筒鸡，腊肉，
地方野菜。返回桂林参观珍珠博物馆 , 丝绸博物馆。
Visit：Longsheng Terrace、Yao Village

早餐后乘船漫游【兴坪 - 渔村】（1.5 小时）。“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堪称甲桂林。 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无限风
光在兴坪”。游览【兴坪古镇】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兴坪古镇现尚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参观环保竹炭纤维博物馆 ,
乳胶生活馆。返回阳朔逛下具有洋人风味的【阳朔西街】, 感受
“洋人街“的风情。晚餐享用阳朔当地风味『啤酒鱼』。
Visit：Xingping-fishing village、Xingping Ancient Town、
Yangshuo West Street

早餐后游览【遇龙河】竹筏漂流。乘车返桂参观茶叶博物馆及
品尝各式糕点。晚餐后观赏【山水间秀或梦幻漓江秀】。这是
一台大型山水全景演出，将芭蕾 , 杂技和桂林山水巧妙地融为
一体，将观众带入一个七彩的世界。车游桂林夜景。
Visit：Yulonghe、Mountain and Water Show or Dream Li 
Jiang Show

早餐后游览【訾洲公园】漓江上的一座绿洲岛，180 度全方位
无敌江景，“訾洲烟雨”是桂林老八景之一，可隔江远眺象鼻山，
可与桂林的城徽象鼻山合影。唐代李渤开发了【南溪山】，东
西两峰并列，山石洁白。雨后阳光照映在山石上，会发射出耀
眼的光彩。有白龙洞,龙脊洞,刘仙岩等著名的岩洞，因山,水,洞,
泉俱全，自然条件优越。大门巨碑标志（宋代王正功题写的“桂
林山水甲天下”石碑）。阳春四月，樱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参观玉石博物馆，午餐享用『米粉宴』。免费享受赠送的足底
按摩参观养身馆。 游览榕湖 , 杉湖 , 古南门 ( 宋黄庭坚系舟处，
千年大榕树 ), 日月双塔尽享桂林市内山水风光精华。行程轻松
惬意，免去爬山劳顿，尽享市内山水精华。晚餐可自费享用桂
林特色风味小吃。
Visit：Zizhou Park、Nanxi Mountain、the Ronghulake and the 
Shanhulake

早餐之后送往桂林机场，乘搭豪华客机飞返温馨的家园。

指定自费：
【百龙电梯上】+【百龙电梯下】+【袁家界景区】+【兴坪渔村】
+【訾洲公园】+【鱼鹰捉鱼】+【市内一江四湖】+ 山水间秀
或梦幻漓江秀 =USD36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张家界段：【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USD100/ 人），【魅力
湘西秀】（USD80/ 人），【黄龙洞（含游船）】（USD80/ 人），【张
家界大峡谷景区玻璃桥】（USD80/ 人），【宝峰湖（含游船）】
（USD80/ 人）（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桂林段：印象刘三姐 + 世外桃源 + 银子岩 =USD120/ 人
Optional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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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lin：Impression Liu Sanjie + Xanadu + Yinziyan=USD120P.P
（请提前预收张家界段至少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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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1 长沙入境 Changsha                                X

DAY2 长沙 - 凤凰 - 铜仁 Changsha-Fenghuang-Tongren      B/L/D

DAY7 桂林 - 龙胜 - 桂林 Guilin-Longsheng-Guilin        B/L/D

DAY8 桂林 - 阳朔 Guilin-Yangshuo                        B/L/D

DAY9 阳朔 - 桂林 Yangshuo-Guilin                              B/L/D

DAY10 桂林 Guilin                                        B/L/X

DAY11 桂林出境 Guilin                                   B

DAY3 铜仁 - 张家界 Tongren-Zhangjiajie                          B/L/D

DAY4 张家界 Zhangjiajie                             B/L/D

DAY5 张家界 - 长沙 Zhangjiajie-Changsha                  B/L/X

DAY6 长沙 - 桂林 Changsha-Guilin                         B/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