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峰.懒游.九寨沟.黄龙.松潘古城.纯玩 3 日游

DI| 成都—汶川/茂县—（4 小时左右）--叠溪海子（1 小时）—松潘古城（1 小时）——九寨沟（2 小时）

汶川县城 茂县古羌城 叠溪海子 松州古城

用餐：早餐：无 午餐：中餐（1 小时） 晚餐: 酒店晚餐 住宿：九寨沟酒店

早上 09:00 出发，我们将乘车前往梦幻的九寨黄龙之旅，途径汶川和茂县。

12:00-12:30 中午我们享用中式特色餐饮（沿途餐饮无法和大城市相比，我们选择干净卫生的餐厅，还请谅解） 因为

今日车程较长等原因，沿途可能会发生堵车；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可能会导致用餐时间不固定、进出景区比较缓慢

等情况，请各位游客知晓，可以自己多准备零食、干粮等物品以备不时之需。

12:30-14:30 茂县—叠溪海子，用餐完毕后，我们继续前行，乘车经过叠溪海子，根据情况安排停车拍照（20-30 分

钟）

14:30—16:30 叠溪海子—松潘古城，乘车途经大唐松州古城（根据情况可安排停车拍照 20-30 分钟）

16:30—19:00 松潘古城—九寨沟，之后经川主寺前往九寨沟酒店，办理入住

19:00-19:30 分房

19:30—21:30 用晚餐，之后休息

-------------------------------------------------------------------------------------------------------------

----

温馨提示：

1.本行程沿线属藏区用餐及住宿硬软件条件有限，沿线提倡绿色环保。请不要以城市的标准来衡量。

2.整个三天行程沿途会有旅游车加水或供游客上厕所方便的路边站点，类似站点下车后属于自由活动时间，上厕所会有当地人收费（自



费：一般为 1 元/人/次左右），当天用完晚餐后也属于自由活动时间，自由活动期间请随身携带贵重物品，自行负责人身及财产安全。

3.进入藏区，请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如若你自由活动期间在附近逛街商店或小卖点，请不要讨价还价后而不购买，请不要与当地

人争吵及发生冲突，夜间请不要自行外出，需要帮助请及时与随团导游或旅行社联系。

6.成都至九寨沟的路程较远，大部分为山路，如您晕车，请务必携带晕车药。旅游旺季车辆增多，有可能会堵车，导致用餐时间较晚，

敬请理解。

D2 | 九寨沟景区深度一日游（7-8 小时）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 沟内餐:不含 酒店晚餐： 住宿：九寨沟酒店

当日精华：九寨沟风景区

07:00 早餐后前往九寨沟景区

09:00 进入景区后，换乘景区内观光车（不含观光车 90/人。 11 月 16 号-3 月 31 号是淡季观光车 80/人）进入“人间天堂”

九寨沟国家公园。

09:00—17:00 全天游览九寨沟景区，九寨沟景区是由翠海、叠瀑、彩林、烟云、雪峰以及奇异多彩的藏族风情组

成格调自然风韵独具的人间仙境。因地震原因九寨沟只开放了沟口到长海段沿途景观（其中长海、五彩池、诺日朗

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景点为徒步游览），最美最奇特的是

九寨沟的水，清冽透底，变幻无穷；细细体味“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 的意境。 下午出沟后前往

酒店。



九寨沟内推荐游览路线：沟口乘车---长海---长海步行---五彩池乘车---诺日朗瀑布乘车---老虎海走栈道---树正瀑布、水磨房步行至树正群海走栈道---

火花海乘车---芦苇海乘车---盆景滩乘车---宝镜岩乘车---出沟。

行程小贴士

2 九寨沟天气变化频繁；请备好保暖衣物、雨伞、防晒霜，太阳镜等物品；可自备感冒药、治腹泻和创口贴等药品。

②九寨沟景区内不统一安排时间用午餐，我社为您准备了路餐，以便大家更灵活安排时间游览景区。景区内有唯一的餐厅：诺日朗餐厅用餐，如果需

要用自助餐 60 元/人起，请费用自理。

③九寨景区禁止吸烟，有吸烟习惯的客人请忍耐，或是到专门的吸烟区，否则会受到高额罚款。九寨沟是世界自然遗产，爱它您就保护它。

④九寨沟景区门、车票实行全网实名预约购买制，景区现场不设人工现金购票窗口（每位游客必须提供身份证）

D3| 九寨沟—川主寺—黄龙景区—茂县—成都 （乘车时间 9 小时，490k m，游览 3.5 小时）

用餐： 川主寺餐厅早餐 午餐：川主寺餐厅中餐

当日精华：黄龙风景区

06:30 早餐

07:30 准时出发，前往松潘县境内的“人间瑶池”【黄龙风景区】。

10:00 左右到达黄龙

10:00—13:30 游览黄龙景区,自愿选择黄龙的索道和观光车(自愿选择,黄龙客人走路上下山). (黄龙的上行索

道 80/人.下行 40/人.黄龙索道处观光车 20/人)游览景区的数千个钙化彩池形态各异，流光泛彩，长达 2500

米的钙化硫是世界之最。沿途主要景点有【洗身洞、金沙铺地、盆景池、黄龙洞、黄龙寺、石塔镇海、五彩池】

等。黄龙游览时间 3.5 小时左右。
【黄龙】黄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因沟内有许多彩池，随着周围景色变化和阳光照射角

度变化，变幻出五彩缤纷的颜色，被誉为“人间瑶池”。因佛门名刹黄龙寺而得名，以彩池、雪山、峡谷、森林“四

绝”著称于世，是中国唯一的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它是一条长约 7公里，宽约 300 米的钙化山峡，这里山势如龙，

又称“藏龙山”。这一地区还生存着许多濒临灭绝的动物，包括大熊猫和四川疣鼻金丝猴。黄龙于 1992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1982 年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地。黄龙风景区是一个景观奇特、资源丰富、

生态原始、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科学和美学价值的风景名胜区，这里有似加拿大的雪山，怀俄明州的峡谷，科罗拉

多的原始森林，黄石公园的钙华彩池。多类景观，集中一地，堪称世界奇观。



13:30—14:30 午餐

14:30—20:30 午餐后，从黄龙景区乘车途径川主寺-松潘-茂县-都江堰

21:00--22:00 返回成都，结束此次愉快的旅途！

游玩提示：

行程小贴士

1.沿途景区内、餐厅、停车加水、停车休息的地方均有当地人开设的摊点、商店，请谨慎购买。

2.九寨沟的出发时间都比较早，游览黄龙景区，所以今日起床的时间较早，敬请游客朋友理解

3、为保证黄龙景区充足的游玩时间，当日午餐用餐时间比较晚，请客人自备些干粮。乘坐景区索道（下行索道 40

元。自理），因旅游者主观游览方式不同，黄龙景区导游无法全程跟随，请遵守集合时间。

4、途中会在高原缓冲服务站稍作停留，会有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车为游客讲解预防高原反应的有关知识，并有专

供预防高原反应的氧气及物品出售，游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5.当天乘车时间较长，正常情况下预计 8-9 小时，由于高原路段有可能堵车，如果您当天有返程计划，请您尽量谨

慎考虑，我们建议不要预定行程结束当天的火车票或是飞机票，以免因为堵车给您带来没有必要的损失。

★安全提示：参团旅游的上车前、下车后，均为自由活动和自主游览时间，请您注意保护自身人生安全及财物安全，

请入住酒店后不要擅自或单独外出，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贪图小便宜，警惕上当受骗！

★特别说明：四川的大部份景区内，都有其景区的配套商业服务，即每个景点都会有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当

地特产、当地小吃等商店或摊贩在出售相关商品，有些景区的讲解员还会为游客推荐解说，此类景区配套商业活动

并非我旅行社指定的购物场所，请您根据自身所需谨慎选购，记得索要发票；沿途停留的站点附近均可能会有纪念

品售卖点，红景天及御寒衣服等售卖点，沿途休息站（加水点，厕所、餐厅等）小卖部不属于购物店范围。

温馨提示：-行程、景点游览顺序、出发时间仅供参考，具体视天气、路况及实际游览情况而定！

服务项目及说明

【交通】 根据实际人数选用正规空调旅游车

【门票】 九寨沟门票. 黄龙门票, 门票为旅行社网络实名制定票，请携带相关证件并配合使用，避免不必要损失。观光车及特色项目

无特殊人群优惠，儿童因不含门票请旅游者于景区售票处自行购买。

【住宿】 指定 2 晚酒店！报价均为一个床位计价。如游客人数为单数，又无法拼房，则需要补房差；酒店均符合当地政府防疫检疫标

准；

【用餐】 2 早餐 4 正餐 餐厅均符合当地政府防疫检疫标准；



【导游】 中文优秀导游服务。

【保险】 旅行社责任险、代买旅游意外险，保险公司对 3 岁以下和 70 岁以上老年人不受理，如要参团须签定免责申明，并且有正常

成年人陪同方可参团。如因交通事故造成客人身体伤害及财物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赔偿。解释

权及理赔权由保险公司负责。

【小孩】 2-12 岁含成都-九寨往返旅游汽车车位、半餐餐费、导游服务，其余均自理。

**备注：如果自费观看晚会，可以在 D2游览九寨沟后安排（九寨沟千古情晚会,藏密晚会,高原红晚会等等安

排）

参考酒店：

舒适等/品质等酒店（房间不同）：九寨爱成酒店、藏美风情酒店、舒怀酒店、华龙、途胜、色曲山庄、云鼎假日、腾龙、

星光，鑫隆（象雄）、鑫源、雪山博恩国际、金江国际、藏地阳光，泽可假日，龙腾主题、九寨缘主题、九凤熊猫、九

寨缘.藏韵楼.腾跃酒店，珠康酒店.九印丹.藏宫阁等同等标准酒店。

四钻等酒店： 九寨梵之雨酒店，港威酒店，鑫世纪缘、九江豪庭、大藏风酒店、嘉和假日、云天海，晶都酒店 等同级

标准酒店

轻奢等：九寨观海.西姆酒店、九郦湾、九度、九源国际、记忆温泉、千墨度假、西姆山居.西北酒店.九寨阳光 .九之旅，

登珠酒店. 藏王晏舞，等同级标准酒店

豪华等：千鹤国际、润都温泉.星宇国际，新九宾.九寨名人，九宫宾馆 . 友约国际度假酒店，九寨沟名雅大酒店，等等

参考酒店

洲际 5 星酒店：九寨沟天源豪生度假大酒店，九寨希尔顿，九寨天堂，九寨英迪格酒店，九寨悦榕庄 高端价格另报。

备注：携程网评的酒店不代表官方，九寨沟能开业的酒店 都是当地卫生局，防疫局，旅游局，当地政府颁发的营业执

照，不能与成都一线城市比较，请理解，谢谢。

【费用不含】
1、 九寨沟内午餐自助餐：60 元/人起.

2、 九寨观光车 90/人(4 月 1 号-11 月 15 号)，80/人（11 月 16 号-3 月 31 号）景区观光车是必须消费，上车支付给导

游。



3、黄龙索道上行 80/人，下行 40/人，索道处的观光车 20/人，耳麦讲解器 30/人 (自愿选择,可以不用)

行程中列明的自理项目、个人消费（如酒店内消费和自由活动消费），酒店房间增值服务项目：如酒水、零食等

备注: 省外客人到四川 要住落地核酸报告，，要天府通的绿码,行程码上不能有*字 ，

不能去过高中风险地区的.(涉及定门票和路上防疫检查)

高原旅游注意事项对行程的特别说明和注意事项告知书

本《告知书》由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和景区、购物和自费、退团和中途离团、保险、高原地区注意事项和安全说明 、健康的要

求和报名限制 、免责说明、特别说明共十一条，和《风险告知确认书》共 2 部分组成。

以下内容是对本次旅行的相关安排和旅游目的地所在特殊地理位置的进一步诠释，以便游客对此旅行有更深的了解和认知。出行期间

请随身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未办理身份证的小孩请携带户口本原件，以免影响出行及酒店入住。出行前请务必检查自己证件

的有效期。旅游期间，希望游客之间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和谐相处。请注重环保，爱护公共卫生，请注意集体观念、时间观念，做

到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以免耽误其他游客行程或导致自己无法随车游览。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当地民俗习惯，做文明游客。

1、【退团说明】: 游客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旅游，可在出发前换人参团，在旅行社重新签订合同；如果确认退团，游客须承担大

小交通损失费，出发前 7 天内要求退团，还须赔偿旅行社业务预订损失费。如出发前 3 天内退团，按照团款的 90%损失费赔偿给旅行

社；出发后如中途取消，所有团款不退。

2、【保险说明】：旅行社已经购买旅行社责任险，代游客购买旅游人身伤害意外险，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旅行社责任险是旅行社投保，

保险公司承保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过程中因疏忽、过失造成事故所应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的险种。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请关注各保

险公司对于投保游客年龄的限制，对于 70 岁以上游客，保险公司一般是不接受投保)，缴费后游客即为该保险的受益人，由保险公司

对游客受到的意外伤害进行承保，意外伤害的定义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

害】。游客认真阅读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具体条款并无异议后，委托旅行社代为购买。理赔额度解释权归保险公司所有。70 岁以上

请自行办理保险，保险公司的赔付额为最终赔付，旅行社不再进行赔偿。游客应保证自身身体条件能够顺利完成旅游活动，游客自身

疾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之列，由自身疾病所产生一切费用均自理，一切后果均自担，旅行社及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责任。因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游客人身及财产损失，将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赔偿，我社给予协助。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时，旅

行社协助游客联络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并向保险公司报案，游客或其家属自行缴付医疗费用，因游客或家属拒付医疗费用造成的各种伤

害和风险旅行社不承担责任，治疗结束后旅行社协助游客办理保险赔付手续。

3、【健康说明】：本次长途旅行，时间长、温差大、部分地区海拔高，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游客在充分了解旅途的辛苦和行程中医疗条

件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方可报名参团。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行程中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发作



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现有的保险公司责任险和意外险条款中，此种情况也列入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旅行社为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

无法判定游客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游客在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即视为游客已经了解本次旅行的辛苦程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

有限的前提，并征得专业医生的同意。①报名时旅游者应确保身体健康，保证自身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动，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

以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根据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后果，游客自行承担责任;出团前游客须签字确认《旅游者健康状况

确认书》;②游客出现急症请主动通知工作人员，旅行社将协助游客就进送往当地医疗机构检查治疗;③有听力、视力障碍的游客须有健康旅伴陪同方可

参团;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行为控制能力的不能报名参团；④有心、肺、脑和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以及其它不适合长途疲劳的人群以及 75 岁以上老人及孕

妇，不宜报名参加旅行社团。为了你的安全请勿隐瞒病情，你可另择其它线路(如隐瞒病情,后果自负)。

4、【免责说明】：由不可抗力、不可控、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客观原因或旅游者个人原因，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赔

偿责任。如因恶劣天气、自然灾害、飞机/火车延误、交通堵车、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行程更改、延误、滞留或游

览提前结束等，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因此发生的费用增减，减少的费用退还游客，超支的费用由游客承担。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原

因在旅游行程中引起的疾病或进一步加重，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5、【特别说明】： 请您仔细阅读行程及游客须知，如有异议，请在签订合约前提出。在行程中，如对服务及接待标准有异议，请及

时与带团导游沟通或直接反馈回旅行社。如行程中发生纠纷，旅游者不得以拒绝登（下）车（机、船）、入住酒店等行为拖延行程或

者脱团，否则，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还要需承担由此对旅行社和其他游客造成的实际损失。团队的服务质量以每组游客完团前

填写的《旅行社服务质量跟踪表》来综合评定参考，请认真填写。景区配套设施设备容貌和卫生状况，以及景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等不属于旅行社质量范畴。

以上内容作为旅游合同附件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产生合同纠纷或人身意外事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道路交通法》、《保险赔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裁定。

6、入住酒店后贵重物品请寄存酒店前台，请爱惜酒店内的物品设备。睡前关好门窗，请注意个人财务及人身安全。沿线

住宿硬件和软件条件都有限，请不要以城市的标准来衡量，敬请谅解！（为提倡绿色环保，酒店基本不提供一次性洗漱

用品，游客需自备）。

风险告知确认书

旅行社方已将此次旅行的行程安排、相关注意事项和可能涉及的旅行风险等通过《对行程的特别说明和注意事项告知书》告知旅游者。旅游者已仔细

阅读以上内容，已清楚了解此次旅行的行程安排、注意事项和可能涉及的旅行风险。旅游者及随行人员确认身体健康，适宜此次旅行，愿意按照此行

程安排来参加本次旅行，如因个人原因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旅游者自行承担。

旅游者签约代表：

有效身份证：

联系电话：



签约日期：

附：随行人员名单及有效身份证件信息，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