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天 ~ 亚庇 — 中转城市 - 成都  
酒店：成都蓉城映象或同级 
 抵达桃园机场后，由当地导游送往酒

店。 
 
第2天 ~ 成都 – 叠溪海子 – 九寨沟      
       （早/午/晚餐） 
酒店：九寨度假村或同级   
 早餐后，驱车前往九寨沟，途经游览

大地震遗址—叠溪海子， 高山湖泊
牦牛相映成趣，景致优美。沿途尽情
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藏羌民族风
情。抵达九寨沟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3天 ~ 九寨沟风景区 （早/午/晚餐） 
酒店：九寨度假村或同级 
 九寨沟风景区（含门票及环保公车，

非包车）：九寨沟青山环抱是中国唯
一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两项国际桂冠的自
然风景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树正群
沟，则查洼沟和日则沟。它以3沟118 
个海为代表，包括5滩，12个瀑布，
10流及数十条泉水等为主要景点像美
丽的项链上一个个璀璨夺目的珍珠，
在繁茂的原始森林中绽放着异彩。这
里的每一个海、每一个滩、每一个瀑
布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名字，比如：五
花海，熊猫海，犀牛海、长海、盆景 
滩、珍珠滩、落日朗瀑布、珍珠滩瀑
布等等。四季景色各有千秋，非常迷
人。沟内大量高山湖泊，由于湖底所
沉积的物质颜色 各异而使水呈现
蓝，绿，橙，黄，紫等色泽，形成彩
色湖泊。被誉为 “童话世界” “人
间天堂” ，素有黄山归来不看山，
九寨 归来不看水之说。 

 

 
 
 
 
 
 
 
 
 
第4天 ~ 九寨沟—松潘古城—成都    
       （早/午/晚餐） 
酒店：成都蓉城映象或同级 
 早餐后，告别九寨沟驱车回返成

都。沿途经过川西古镇松潘，参观
具有悠久历史的松潘古城（不含登
城墙）。四川省历史名城，是历史
上有名的 边陲重镇，被称作“川西
门户”，古为用兵之地。抵达成都
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5天 ~ 成都（早/午/晚餐） 
酒店：成都蓉城映象或同级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含电瓶

车）：它是为保护拯救珍稀濒危动
物大熊猫而兴建的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科研机构。熊猫基地 建于 1987 
年，以人造手法模拟大熊猫野外生
态环境，竹林环抱空气清新，使得
您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憨态可掬的国
宝。  

 宽窄巷子 ：它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
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是成都这个
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往昔的缩影， 一
个记忆深处的符号。 

 
 

第6天 ~ 成都—重庆—登三峡游轮 
       （早/午/晚餐） 
酒店：三峡游船  
 早餐后，车往重庆。抵达午餐后，游

览人民广场，三峡博物馆，洪崖洞民
俗景区，饱览山城的人文胜景，一睹
长江嘉陵江 两江交汇的奇景。晚餐
后，前往码头登临豪华游轮，开始长
江三峡之旅。 

  
第7天 ~ 长江三峡（早/午/晚餐） 
酒店：三峡游船 
 早餐后，游轮经过丰都鬼城，你可选

择自费上岸游览。游船抵达忠县后，
上岸游览被誉为‘江上明珠’的石宝
寨。石宝寨位于长江北岸玉印山上，
距重庆 278 公里。为12层塔形楼
阁，高56米，全系木质结构。每层三
方四角，逐层内收，依山取势，设计
精 巧，宛若仙山琼阁，被誉为世界
八大建筑奇迹之一。 

 晚上游轮将举办船长欢迎酒会和船员
欢迎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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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精华 ＊九寨沟景区—世界自然遗产，被誉为 “童话世界”  

*松潘古城—被称为“川西门户”，历史有名的边陲重镇          
*大熊猫繁育基地—近距离观赏中国国宝大熊猫  
*宽窄巷子—成都名片，古今缩影  
*山城重庆—人民广场 / 三峡博物馆 / 洪崖洞民俗景区  
*长江三峡—瞿塘峡 / 巫峡 / 西陵峡奇景   
*神女溪—幽深秀丽  /  石宝寨—仙山琼阁    
*三峡大坝—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五级船闸—体验乘游轮过三峡大坝     
*江城武汉—江南三大名楼之黄鹤楼 / 户部巷  
*荆州古城—三国古城   

 

石宝寨 

九寨沟 



第8天 ~ 长江三峡（早/午/晚餐） 
酒店：三峡游船 
 早餐后，船经诗城—白帝城，你可选

择自费上岸游览。 
 随后，游轮驶过夔门雄关，瞿塘峡，

巫峡。 
 抵达巴东后，换乘小船游览神女溪或

神农溪风光。返回游轮后，续程进入
西陵峡。 

 晚上船长将举办欢送宴会。入夜，游
轮经过三峡大坝五级船闸。 

 
 
 
 
 
 
 
 
 
 
 
 
 
第9天 ~ 宜昌—武汉（早/午/晚餐） 
酒店：武汉田园商务酒店或同级  
 早餐后，上岸游览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 三峡大坝。 
 船抵宜昌后登岸，驱车由宜昌前往湖

北省省会—武汉，途中途经荆州古
城，将游览荆州古城墙（登城），抵
达武汉晚餐后入住酒店。 

 
 
 
 
 
 
 
 
 
 
第10天 ~ 武汉（早/午餐） 
酒店：武汉田园商务酒店或同级 
 黄鹤楼（含电瓶车）: 江南三大名

楼之一 ,冲决巴山群峰，接纳潇湘
云水，浩荡长江在三楚腹地与汉水
交会，造就了武汉隔两江而三镇互
峙的伟姿。 

 午餐后，到访武汉名街户部巷，体
会当地风土民情，品尝武汉知名小
吃，尽情逛街购物。休闲完毕再参
观辛亥革命纪念馆，享用下午茶后
送往武汉机场。  

 
第11天 ~ 武汉 - 中转城市 - 亚庇 
 乘机返回美丽家园亚庇。  感谢你

参加大地旅游, 祝你一路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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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自费（客人自愿，不强迫！）：川剧变脸秀（RMB 180/人）；—藏羌歌舞秀（RMB 180/人） 

神女号船上的自费（客人自愿参加）：丰都鬼城（RMB 280/人），白帝城（RMB 280/人） 

（客人自愿参加。游船的自费及停靠点，可能会因为当时的水位、天气及航道等原因，船方临时做出调整，请理解。）  

神女溪 

三峡大坝 

荆州古城墙 

黄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