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香港昆明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客機飛往昆明)

膳食: 午餐: - ︳晚餐: 雲南過橋米線

住宿:
昆明【國際5星品牌】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索菲特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2020年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首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1月5、12、19日
2月2、9、16、23日

3月1、8、15、22、29日
4月5、19、26日

5月10、17、24、31日
6月7、14、21、28日

$2,000
4人或以上

同時報名付訂金

每位額外勁減

$300

$12,998起 $14,998起 $14,998起 $12,998起 $4,800

$960

復活節熱門出發
4月10、12日 $14,998起 $16,998起 $16,998起 $14,998起 $5,800

因各航空公司可加可減制度，若燃油附加費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或於出發當天退回多繳費用。
成人約HK$830(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330、國內機場稅HK$21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50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330、國內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Day 2．

昆明瀘沽湖(航程約1小時，海拔約2685米) ~ 瀘沽湖觀景台
(觀賞瀘沽湖全景、遠眺格姆女神山、情人灘、里格半島觀景台 ~ 

小落水村 ~ 摩梭民俗博物館(摩梭家訪)、*篝火晚會(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瀘沽湖
一年四季景色變幻無窮秀麗的山光水色與濃鬱的民族風
情，充滿了神秘的色彩，緩緩滑行于碧波之上的豬槽船
和徐徐漂浮于水天之間的摩梭民歌，讓人倍感古樸寧靜。

膳食:
早餐: 酒店/餐盒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瀘沽湖石鍋魚

住宿:

瀘沽湖(海拔約2685米)

【特色精品客棧】詩莉莉泛蜜月•曉駐摩梭(湖景房)

或銀湖島酒店(湖景房) 或同級

Day 3．

瀘沽湖(自由觀賞日出美景) ~ 乘坐特色摩梭《豬槽船》環遊

里務比島、瀘沽湖地下水泉眼、登裏務比島(裏務比寺)、大落水村

~ 麗江(車程約4小時，海拔約2416米) ~ 麗江古城、四方街

麗江
古城

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國以整座古
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兩座古城之一。

膳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摩梭風味︳晚餐: 麗江火塘雞

住宿:
麗江(海拔約2450米)【國際5星品牌】

和府洲際酒店或金茂凱悅甄選酒店或同級

嚴選國際品牌/特色酒店住宿

昆明入住【國際品牌】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 索菲特酒店 或 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瀘沽湖人住【特色精品客棧】
詩莉莉泛蜜月•曉駐摩梭(湖景房)或

銀湖島酒店(湖景房)或同級

麗江入住【國際品牌】金茂凱悅臻選酒店
或 和府洲際度假酒店或同級

中甸香格里拉入住【國際品牌】
恬居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品嘗特色地道美食(午晚餐包每桌酒水)

雲南過橋米線 麗江火塘雞 藏式犛牛火鍋 宜良烤鴨

瀘沽湖石鍋魚 麗江王府家宴 尼西土雞宴 野生菌火鍋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70歲或以上勁減HK$40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註10)



Day 8．

昆明香港(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坐客機飛返香港)

膳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 ︳晚餐: --

Day 5．

麗江 ~ 虎跳峽(海拔約1800米，車程約1.5小時) ~
中甸(車程約2小時) ~ 納帕海濕地(海拔約3266米，特別安排
品嚐特色下午茶) ~ 松讚林寺(海拔約3300米，包乘景區
環保車) ~ 獨克宗古城(月光廣場、轉經筒、龜山大佛寺)

松讚
林寺

是雲南省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屬格魯派。號稱
「小布達拉宮」，1982年開始在廢墟原址重建。

膳食: 早餐: 酒店︳午餐: 中式合菜︳晚餐: 藏式牦牛火鍋

住宿:
中甸 (海拔約3300米)【國際5星品牌】

恬居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責任細則

注：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3.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機位客滿或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或行程所列的用膳餐廳或航班或交通，本公司將
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之航班或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客人必須自費重新購

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5.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6.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出發前

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7.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形式補償。
8.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9.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0.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回門票差價，如景區更

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11. 此行程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2,600-3,400米或以上，請各團友必須注意個人健康，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行程。
12.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3.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F-19-中國長線-036-MKMGB 27NOV2019

特约旅行社

Day 6．

中甸 ~ 巴拉格宗風景區(海拔約2000米，車程約2小時，
包乘景區環保車): 千年菩提樹 ~ 香格里拉大峽谷(沿棧道觀賞周
邊峽谷風光、回音壁、玻璃觀景台(海拔約2800米)、巴拉村風光

巴拉格宗
風景區

集雪山、峽穀、冰川、河流、高原湖泊、原始森林
於一體，千年鳳凰菩提樹香巴拉佛塔等藏族風情。

膳食: 早餐: 酒店︳午餐: 藏式風味︳晚餐: 尼西土雞宴

住宿:
中甸 (海拔約3300米)【國際5星品牌】

恬居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Day 7．

中甸昆明(航程約1小時) ~ 石林風景區(包乘景區電瓶車)
~ 原生態歌舞秀《雲南映像》(自費)

石林
風景區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峰、石芽、落水洞、地下河
遍佈，峰林幻化成各種形態，千奇百怪美輪美奐。

膳食: 早餐: 酒店/餐盒 ︳午餐: 宜良烤鴨︳晚餐: 野生菌火鍋

住宿:
昆明【國際5星品牌】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索菲特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同級

Day 4．

麗江 ~ 玉龍雪山風景區(包乘觀光環保車)、甘海子、

雲杉坪(包乘景區來回纜車，海拔約3205米)、白水河、藍月谷

(包乘景區電瓶車) ~ 玉水寨 ~ 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自費)

~ 東巴秘境(包乘景區電瓶車、玻璃吊橋、小峽谷)

東巴
秘境

古老且神秘的東巴文化作為基底，以東巴文字、東
巴畫、圖騰柱、東巴祭祀等傳統納西文化貫穿整個
園區，雪山牧場、祭祀神壇、天空棧道、空穀花海、
許願靈池、愛情花園等四境十二景。

膳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景區餐廳︳晚餐: 麗江王府家宴

住宿:
麗江(海拔約2450米)【國際5星品牌】

和府洲際酒店或金茂凱悅甄選酒店或同級

中國長線(雲南)自費節目收費表

地區 項目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成行人數 交通時間 遊覽時間 客人不參加之安排

麗江 印象麗江 RMB280 RMB280 8人或以上 於景區內 約90分鐘 於周邊自由活動

昆明 雲南映像 RMB300 RMB300 8人或以上 約15分鐘 約80分鐘 送返酒店休息

以上自費節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均以船公司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