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线路：贵阳入境 - 镇远 - 凯里 - 贵阳 - 安顺 - 贵阳出境（团号：R G Z）

上帝打翻了调色盘，才造就了这多彩贵州，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于气势磅薄中闪动了一抹银白；苗村
侗寨静静伫立，于岁月流逝中沉淀了一抹青灰。赶快收拾好行囊，来这好山好水的多彩贵州吧！
● 亚洲第一大瀑布群，中国 5A 级风景区：【黄果树大瀑布】+【陡坡塘瀑布】+【螺丝滩瀑布】
● 喀斯特童话世界：水上石林【天星桥】
● 贵州明朝军事要塞，老汉族居住的明文化古镇【天龙屯堡古镇】
● 世界第一大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千户苗寨】
● 历史悠久，物阜境优的千年文化古城【镇远】
● 贵阳市市徽【甲秀楼】
● 全程 4-5 星级酒店

【镇远舞阳河夜游船】+【西江苗寨环保车往返】+【黄果树景区环保车】+【单程扶梯】+【天龙屯堡电瓶车】

苗族长桌宴，镇远道菜，瀑布土鸡风味，屯堡风味菜

贵阳：5 星标准贵阳盘江饭店 /同级 Guiyang: 5☆ Guiyang Panjiang Hotel/similar
镇远：准 4 ☆府城宾馆前楼 /同级 Zhenyuan: Quasi-4☆ Fucheng Hotel Front Building/similar
安顺：5 星标准青瓦台酒店 /同级 Anshun: 5☆ Blue House Hotel/similar

抵达贵阳后，导游将于龙洞堡机场（KW E）热情迎接您！乘坐高铁抵达贵阳的客人，可享受免费接站。
（免费接机时间段：10：00- 24：00，相邻 2 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机；免费接站时间段：10：00- 22：00；

不在免费时间范围内需接机或接高铁站，2-3 人需另付：U SD 60/ 车 / 次，不含导游）

早餐后乘车前往镇远，参观【镇远古城】，接着游览【青龙洞古建筑群】。晚餐后【夜船游舞阳河】。
Visit:the ancient town of Zhenyuan, Qinglongdong, night boat tour of Wuyang River

早餐后，前往【西江千户苗寨】（含4程电瓶车）。当我们进入苗寨时，寨民身着民族服装夹道欢迎并热情地端上「拦路酒」
来欢迎您；来到「采歌堂」（举行大型民间歌舞表演的广场），欣赏【传统民族歌舞表演】。还可深入【访问苗族民居】之中，
深度了解少数民族风情。午餐后参观【黔东南州博物馆】，了解黔东南州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民风民俗等。
Visit: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Traditional folk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Visit miao dwellings, Qiandongnan state 
museum

早餐后乘车前往安顺，参观【黄果树大瀑布】（含景区环保观光车和单程观光扶梯），我国最大的瀑布，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
【螺丝滩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最长的。【天星桥景区】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被誉为“喀斯特的童话世界”。
【陡坡塘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瀑顶最宽的瀑布，又叫“吼瀑”。
Visit:Huangguoshu waterfall, Scroll Beach Waterfal, Tianxingqiao Scenic Spot, Doupotang Waterfall

早餐后游览【天龙屯堡古镇+ 天台山+ 五龙寺+ 地戏表演】。随后参观【甲秀楼】。接着欣赏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
Visit: Tianlong Tunbao Ancient Town, Tiantai Mountain, Wulong Temple, and Local Opera Performance, Colorful 
Guizhou Breeze

早餐后，前往机场或高铁站，结束愉快的贵州之旅（早 10 时至晚 12 时为免费送机时间段，早 10 点至晚 10 点为免费送
高铁站时间段）。

指定自费（U SD 380/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西江千户古寨，天龙屯堡古镇 + 天台山 + 五龙寺 + 地戏表演，夜船游舞阳河，《多彩贵州风》
推荐自费：龙宫景区（游船 + 电梯上下）+ 苗妹非物质文化博物馆 + 青岩古镇 =U SD 100/人
O ptional item s (at your ow n expense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 ission fee):
[D ragon palace scenic spot (cruise ship +  elevator up and dow n)] +  [M iao m ei m 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e] +  [Q ingyan 
A ncient Tow n]= U SD  100/person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D AY1 贵阳接机或接站G uiyang                                                                               X

D AY6 贵阳送机或送站 G uiyang                                                                        B

D AY2 贵阳 - 镇远 G uiyang-Zhenyuan                                                            B/L/D

D AY3 镇远 - 凯里 - 贵阳 Zhenyuan-kaili-G uiyang                                          B/L/D

D AY4 贵阳 - 安顺 /镇宁 G uiyang-Anshun/Zhenning                                   B/L/D

特约旅行社

月份 周四抵达 月份 周四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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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05. 16 2019. 11. 07

2019. 06. 13 2019. 12. 不出团

2019. 07. 18 2020. 01. 待告

2019. 08. 29 2020. 02. 待告

2019. 09. 19 2020. 03. 待告

D AY5 安顺 /镇宁 - 贵阳 Anshun/Zhennin-G uiyang                                      B/L/D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 ）

服务费 
（大小同价）
（ ）

额外接 /送机 
2人/趟
（ ）

提前 /延住酒店 
双人间/夜
（ ）

380 60 60 80
1.华人西人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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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

CAD249 CAD99 CAD49 CAD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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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