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天 昆明/大理/丽江/泸沽湖 
第一天  吉隆坡  昆明           

各地贵宾乘机抵达彩云之南的首府“昆明”我们的专业接站人员会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全天等待大家，送客人您抵达酒店，安排入住。 

特别提示：温泉酒店，由于室外温泉开放时间为 19：30-24：00，如客人抵达航班时间较晚，导致无法泡温泉的，我社不做任何退费，谢谢

谅解！ 
 

第二天  昆明 – 九乡 – 祥云         (早/午餐) 

早餐后，乘车前往后乘车前往前往【九乡风景区】。九乡是电影《神话》拍摄地，是国家 AAAA 级旅游区，是云南省新兴的以溶洞景观为主、

溶洞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性风景名胜区。景区内有荫翠峡、雌雄双瀑、天生桥、惊魂峡等代表性景点，游览结束后

享用中餐。中餐体验【傣族手抓饭】它是先在桌子上铺一层冼干净的巴焦叶，然后上菜，菜是对称摆放，米饭放在桌子中间；有大米饭和紫

米饭，上边用鸡蛋来点缀，正中放的是辣子鸡，享用后乘车前往祥云。抵达祥云后，晚餐自理，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三天  祥云 – 大理 – 丽江          (早/午餐)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理古城-洋人街】位于云南省西部，又名叶榆城、紫城，建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古城外有条护城河，古城四

周有城墙，东、西、南、北各设一门，均有城楼，四角还有角楼。城内街道为典型的棋盘式布局，街巷间有一些老宅，也仍可寻昔日风貌，庭

院里花木扶疏，鸟鸣声声，户外溪渠流水淙淙。“三家一眼井，一户几盆花”的景象依然。中餐享用【云南特色小吃宴】，结束后乘车前往

国家湿地公园【拉市海】（拉市海骑马费用不含），您可参加骑马走古时【茶马古道】，这里是美国候鸟基地，也是丽江的文化的源头，更

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在这里生活的都是纯朴的纳西民族，您可以感受最纯真的纳西文化，您可以选择骑马，体验马帮历史文化，寻找心

灵的震撼。晚餐自理，后入住丽江。 
 

第四天  丽江           (早/午餐) 

早餐后，乘车前往【束河古镇 AAAA 级景区】，束河古镇，纳西语称“绍坞”，因村后聚宝山形如堆垒之高峰，以山名村，流传变异而成，意

为“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后乘车前往【玉龙雪山】风景区

游览。乘【云杉坪索道】（可自选升级冰川公园索道 80 元/人，团上提前告知导游即可，因冰川公园索道抵达海拔较高，容易出现高原反

应，我们不推荐您升级）尽情的饱览玉龙雪山风光，原始树木郁郁葱葱，雪山诸峰千姿百态，相互映衬，心旷神怡是你此时最好的感受。穿越

一片原始森林，你会看到又高又直的云杉，一棵连着一棵，林海茫茫。之后前往 “仙人遗田”之称的小九寨沟【蓝月谷】（蓝月谷观光车不

含），其前身为人们所熟知的 “白水河”，蓝月谷又名白水河，在晴天时，水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山谷呈月牙形，远看就象一轮蓝色的月

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所以名叫蓝月谷。 

晚上可自行前往丽江古城，游览依托三山而建的，久负“柔软时光”盛誉的【丽江古城】四方街，街巷中，四方街上无论少壮还是中老年，

皆同品鉴一份闲情的“浪慢生活”，再美的风景，有心情，有闲情才可感觉安逸（因丽江古城为开放式古城，基本为自行游览，时间是根据客

人自订）。 
 

第五天  丽江 – 泸沽湖          (早/午/晚餐) 

早餐后，乘车前往有“高原明珠”之称的【泸沽湖景区】途中宁蒗县用午餐，午餐后继续乘车前往泸沽湖景区，抵达后前往泸沽湖三家村游

船码头乘猪槽船登【里务比岛】。游览【里务比寺】里务比岛位于泸沽湖的中南部，岛屿的一侧为石笋，成为天然的码头，一条蜿蜒的小道

直接通往岛屿的顶部，道路旁边有许多杜鹃花以及野樱桃树。花丛的尽头为藏传佛教寺院里务比寺，岛顶有一白塔。里务比岛与谢瓦俄岛，里

格岛并称为泸沽湖蓬莱三岛。之后乘车开始 360 度环湖，途经里格观景台，情人沙滩，草海走婚桥。乘车前往小落水参加【摩梭走婚宴】到

原始的摩梭人家做客，品尝摩梭特色民族餐。乘车前往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摩梭篝火晚会】泸沽湖是女儿国,又是歌舞的王国。泸沽湖畔的

摩梭村寨，每晚都要举行篝火晚会，您可以和帅气的摩梭小伙子、美丽的摩梭姑娘一起，围着篝火跳起欢乐的舞蹈！乘车返回酒店休息。 
 

第六天  泸沽湖 – 丽江          (早/午餐) 

早餐后，前往参加【摩梭家访】（摩梭家访是泸沽湖一个重要的体验摩梭文化的景点），午餐后乘车返回丽江，（在返程的过程中，在一些

加水站或上厕所的场所会建有一些商品店，此商品店不在我旅行社安排范围，请不要购买任何商品或药材，特别要谨防旅游托，注意上当受

骗。抵达丽江后，入住酒店休息。当天晚餐自理。 
 

第七天  丽江 - 昆明          (早/午餐)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理双廊】，达到双廊，前往旅拍点旅拍【双廊旅拍】洱海边网红点旅拍，开始了美丽的旅拍行程，我们特别安排专业

摄影师给您来一个特别定制的旅拍，让最美好的时刻定格在美丽的洱海，（每组客人赠送 10 张精修电子照片）。旅拍结束后前往【南诏风情

岛】，乘坐【洱海游艇】登南诏风情岛，游览大理南诏风情岛是洱海三岛之一，位于苍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黄金地段---洱源县东南端的双

廊乡境内。中餐享用【大理风味餐】，午餐后乘车前往昆明酒店办理入住, 当天入住首选酒店；昆明花之城豪生大酒店， 可参观 花之城

“亚洲最大的室内花卉园“ ，加 “4D 弧形穹幕电影 ” 体验。（住酒店可免费参观 如您第二天返程航班为早班机 导致您无法游览 无退费 

特此说明）。 
 

第八天  昆明  吉隆坡          (早) 

贵宾按照提前约定时间起床，早餐后根据航班时间前往机场送机，返回您温暖的家。 

 



团费 大人 / 小孩：RM 1599 

配套包含 

 七晚酒店住宿 

 膳食：7早餐 / 6午餐 / 1晚餐 

 行程依照游览观光表 

  

配套不含 

 建议小费：RMB 30/人/天 

 Agent Collection Fees：RM 30 

 旅游保险（6-10天）：RM59 

 中国签证：RM 175（一次入境） 

* 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前后顺序之权力，恕不预先会知。 

 
 

Terms and Conditions:  

1. This promotion fare is applicable to all Malaysian & aged above 18 years only. 

2. This tour excludes Air Ticket, Tipping, Travel Insurance, Add on Tour, Passenger Handling Fees, Agency Collection Fess and Visa Fees. 

All charges must be paid upon reservation made.   

3. Tour is operated on seat-in-coach joint tour basis. 

4. Tour is strictly based on Chinese Speaking Tour Guide only. 

5. Please present your IC/Passport copy and original booking form upon reservation.   

6. The traveling guest must provide all necessary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passport with at least 06 months validity  from 

departure date and visas (if any). 

7. Reservation must be made at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after your confirmation flight ticket. A surcharge of  

RM 50.00 will be imposed if the reservation is made less than 30 days before your departure an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8. No extension of validity date and not exchangeable for cash or other packages. 

9. This promotion packages is NOT applicable with any other Grand Holidays promotion and/or discount. 

10. All travelling passengers must present their same day boarding pass from Kuala Lumpur upon meeting the local tour guide for 

verification; otherwise, a surcharge of RM 300 per person will be imposed. 

11. The management reserv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the privileges offered on this promotion due to reason it may deemed fix.  

12. The above voucher is not transferable. 

** Friendly reminder: it is advisable to verify with us before making any flight confirmation arrangement 

 

 

9 月 2019 - 12 月 2019 指定日期 建议航班 

9 月 2019  
–  

12 月 2019 

天天出发 

不适用于以下日期出发： 9 月 23号-10 月 10 号 2019 

                      12 月 20号-12 月 30 号 2019 

 

 

AK 101  吉隆坡 – 昆明   1305/1655 

AK 100  昆明 – 吉隆坡   1755/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