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 ● 昆大丽中甸 8/9 天超值游
线路 1：昆明入境 - 大理 - 丽江 - 香格里拉（中甸）- 丽江 - 大理 - 昆明出境 （团号：YDLSL1)
线路 2：昆明入境 - 大理 - 丽江 - 香格里拉（中甸）- 丽江 - 大理 - 昆明 - 石林 - 昆明出境（团号：YDLSL2）

行程亮点：
《梦想中的浪漫王国》- 香格里拉，留给心灵最后一片净土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2016. 03.

03, 10, 17, 24, 31

2016. 09.

周四抵达
01, 08, 15, 22

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这样写到：“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
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这里有巍峨的雪山、广阔的牧场、清澈的湖水，她是传说
中消失的地平线，人们梦中的世外桃源，她是无与伦比的香格里拉。

2016. 04.

07, 14, 21, 28

2016. 10.

13, 20, 27

2016. 05.

05, 12, 19, 26

2016. 11.

03, 10, 17, 24

2016. 06.

02, 09, 16, 23, 30

2016. 12.

01, 08, 15, 22, 29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2016. 07.

07, 14, 21, 28

2017. 01.

05, 12, 19

2016. 08.

04, 11, 18, 25

2017. 02.

09, 16, 23

昆明：5 ☆昆明香江大酒店 / 鑫盛达宏晟国际酒店 / 同级
丽江：5 ☆丽江金恒国际大酒店 / 官房酒店别墅 / 同级
大理：特色 5 ☆大理中和坊酒店 / 大理 N 度酒店 / 同级
中甸：4 ☆香格里拉谷神养生大酒店 / 香格里拉神曲大酒店 / 同级

报名费
（USD）
YDLSL1

DAY1 昆明接机
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KMG），专人接机后入住酒店，不含其他项目。
（免费接机限制：10:00am- 次日凌晨 00:50am，相邻 2 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机；抵达后请统一到国内抵达的
4 号出口，右手边的第四个柜台，由接机人员送回酒店；如不在免费接机时间范围内并需要我们安排接机，2-3 人需另付：
$60/ 车 / 次）

DAY2 昆明 - 大理 - 丽江

B\L\D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理，途中游览【世界恐龙谷】。午餐后乘车前往丽江。抵达后游览【丽江古城、四方街】（世界文化遗产） ，
品味丽江独特魅力。

DAY3 丽江 - 香格里拉

B\L\D

早餐后，游览【黑龙潭公园】，参观螺旋藻。后乘车前往中甸，途中游览【虎跳峡】，抵达后游览【坛城】、【龟山公园】
和【转经筒】，晚上进行【藏民家访】，参观藏族民居，观赏藏族歌舞表演，品尝酥油茶。

DAY4 香格里拉 - 丽江

B\L\D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理，中途观看【鱼鹰表演】，近距离欣赏洱海美景。参观大理【白族民居】，在宅院中品味白族
独特的三道茶，参观制银作坊，游览【大理古城、洋人街】。

DAY6 大理 - 昆明

B\L\D

早餐后，观看【白族表演】。后乘车前往昆明，抵达后参观茶文化交流中心，游览【金马碧鸡坊】，云南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
建于明朝宣德年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

DAY7 昆明

B\L\D

早餐后，游览【翠湖】。翠湖戏鸥，每年冬季都有成千上万只来自北西伯利亚的美丽红嘴鸥从贝加尔湖穿越俄罗斯和
整个中国来到昆明过冬。接着参观珠宝馆，游览【大观楼】，参观丝绸馆。

从第 8 天开始，有以下两条线路供您选择：
线路 1：

DAY8 昆明送机

B

早餐后赠送游览【鲜花市场】，之后统一送机（注：请务必订 11:30am 后起飞的航班）。

线路 2：

DAY8 昆明 - 石林 - 昆明

B\L\D

早餐后，乘车前往游览“天下第一奇观”、世界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奇观—【石林】。 游毕乘车返回昆明，赠送游览【鲜
花市场】。

DAY9 昆明送机

线路 2：昆明入境 - 大理 - 丽江 - 香格里拉（中甸）- 丽江 - 大理 - 昆明 - 石林 - 昆明出境（团号：YDLSL2）

早餐后统一送机。
行程中推荐项目（费用自理，不含在门票费中）：
【玉龙雪山】+【白水河】+【甘海子】+【蓝月谷】（含电瓶车）+【印象丽江】+【玉水寨】=USD120/ 人
【云南印象】（USD45/ 人）
【九乡溶洞】（RMB260/ 人）
（具体项目及金额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

B

服务费
（USD）

单间差
（USD）

$99 $250 $80 $240
$199 $250 $90 $270

● 团费 = 报名费 + 门票费 + 服务费；报名费于报名时支付，
服务费和门票费于抵达后现付导游（这两项为团费的必要
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足额支付）。门票费为行
程中所列景点的首道大门票费用，不含推荐项目的费用。
2 岁以上门票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2 岁以下免费。服务
费含导游、司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以上是针对美国华人成人（非学生团）的价格，美国非华人成
人需补 $2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12 岁以下华人报名费如下：

B\L\D

早餐后，乘车返回丽江，游览【玉柱擎天风景区】。景区位于玉龙雪山主峰南麓，这里是极目纵览丽江山川风光的好地方。
接着参观【白沙村】，欣赏丽江壁画。随后前往【狮子山】，观丽江古城全貌。参观玉文化。

DAY5 丽江 - 大理

YDLSL2

门票费
（USD）

YDLSL1

YDLSL2

2-11 周岁（不占床）

$159/ 人

$259/ 人

2-11 周岁（占床）

$199/ 人

$299/ 人

2 周岁以下（不占床） 成人价格 x 10% 成人价格 x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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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