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人精致小团 

   [非凡体验]：自然与人文，都赋予途中 

1）兴坪渔村游：兴坪渔村游，乘船赏漓江精华段 20 元人民币实景美景； 

2）象山景区：典型喀斯特地貌景观，缔造桂林天然山水城徽； 

3）5A 独秀峰-王城景区：千年帝王官邸，阅尽王城知桂林； 

4）《山水间》或《梦幻漓江》：山水文化剧情故事大型演出。 

[4 钻酒店]：全程尊享指定酒店，拥臻品睡眠 

1）桂林晶鑫国际大酒店或同级：时尚外观，雅致内饰，邻近市中心商圈； 

2）阳朔禧朔院子或同级：依山傍水，布置典雅，花园式景观，小桥庭院。 

      [赠送美食]：桂北风味美食，慢节奏享用 

1）必吃正宗桂林米粉：享誉世界——当地人喜欢的才叫正； 

2）阳朔金牌啤酒鱼：经典名菜——漓江风味的碰撞传承。 

[专享赠送]：好游心意，倾情礼遇 

1）桂花好礼：公社专属 VIP 休息区+独家赠送桂花系列伴手礼三选一：桂花植萃护手霜 or 绵

密软糯桂花糕 or 桂花红茶茶叶 

2）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防疫口罩+喀妹双肩包&喀妹明信片&60 岁以上老人送价值 99 元

罗汉果礼盒（一个订单一份） 

 

 

 

 

旅行亮点 
 Travel Features 

 简易行程 

 Simple Travel 

天数 行程 景点 餐 住 

Day1 出发地-桂林      桂林市区自由活动 - 桂林 

Day2 桂林-桂林 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王城景区/东西巷/山水间或梦幻漓江 早 桂林 

Day3 桂林-阳朔 兴坪渔村游/兴坪古镇/十里画廊/月亮山/漫步遇龙河/银子岩旅游度假区/西街 早中 阳朔 

Day4 阳朔-桂林 马岭鼓寨民族风情园/象山景区/漫步榕杉湖·日月双塔/桂花公社 早中 - 



D1 

出发地-桂林 
自由活动 餐：早×中×晚× 住：桂林 

接站方式：接机人员将于机场/高铁车站（桂林站、桂林西站、桂林北站）出口举写着“您名字的牌子”等您；抵达桂林后，

接机送入酒店（此线路赠送接站服务，为拼车接送，由于大家车次时间有一定差异性，等待不超过 60 分钟，敬请留意。 

入住方式：抵达酒店后报“出行联系人名字”取房入住； 

温馨提示：1、出发前：我们将于您出发前一天晚上短信发送或电话告知您接机人员电话，接机人员将在您出行前一天前联系您，

请注意查收短信或接听电话！2、行程中：导游会在 21:30 左右联系您第二天行程与出游时间，请注意查收短信或接听导游电话；

请保持手机畅通，如 21:30-22:30 此时间段无法联系，请预定时提前告知！3、入住酒店后，请检查酒店的用品是否齐全，热水、

空调是否正常运转，如发现房间设施或用品存在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酒店服务人员。如解决欠妥，请马上联系我们导游或客服。

4、桂林/广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多雨，室内易发霉潮湿，如房间有此情况，需开窗通风或联系工作人员及时更换房间，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交通：★注意：旅游旺季以及法定节假日成团人数不保证一定能小于 12 人，不便之处，敬请见谅哦！ 

D2 

桂林-桂林 
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王城景区/东西巷/山水间或梦幻漓江 餐：早√中×晚× 住：桂林 

早餐后乘车早餐后乘车前往参观桂林古八景之一——【伏波山】（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环珠洞、状元石、千佛洞等,此山

半卧于漓江江畔，因远看仿佛会随着江水流动漂浮而得名。 

游览江山汇景处——【叠彩山】（游览时间约 60 分钟），登上半山穿风洞，能让人心旷神怡；若登上明月峰，驻足拿云亭，

全城景色画书眼底。仿佛“一面晴风四面山，望疑仙境在人间。” 

游览【独秀峰-王城景区】（AAAAA 级景区，游览时间 60 分钟），它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明藩王府第，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靖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其侄孙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时修造的王城，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昔日王城的威严肃穆，饱

览南宋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摩崖石刻真迹。 

自由漫步网红打卡地-桂林【东西巷】(游览约 40 分钟)位于靖江王城正阳门前，分别又称“正阳东巷”“正阳西巷”，是桂林

明清时代遗留下的唯一的一片历史街巷，空间尺度宜人，是桂林古历史风貌的观景区，包含了正阳街东巷、江南巷、兰井巷等桂

林传统街巷。也是桂林古历史风貌的观景区，体现了桂林的历史文脉。 

前往观看【山水间】（游览约 60 分钟）表演（或梦幻漓江），全剧以桂林地域文化为根脉，以“游客”一角为引线串联全篇，

将桂林群峰之形、秀水之态、人物之色、田园之美、神仙之奇和生活之趣揉入跌宕起伏的剧情。 

温馨提示：若因时间问题而无法观看【山水间】，则改成同等档次内容的表演秀（【梦幻漓江】，费用不变）。观看《山水

间》或《梦幻漓江》，具体观看场次以当天实际情况定，不接受指定，此项目为赠送项目不用不退（只赠送成人，儿童不予赠

送！）。 

（梦幻漓江是一台大型山水全景演出，由“山水育化”“生命与永恒”“江底奇观”和“东方情韵”四个部分组成，将芭蕾、

杂技和桂林山水巧妙地融为—体，将观众带入一个七彩的童话世界。） 

D3 

桂林-阳朔 

兴坪渔村游/兴坪古镇/十里画廊/月亮山/漫步遇龙河/银子岩旅游度

假区/西街 
餐：早√中√晚× 住：阳朔 



早餐后乘车前往阳朔漓江兴坪  车程约 120 分钟 

前往兴坪漓江码头，乘船进行【兴坪渔村游】（含船票，游览时间约 70 分钟），在船上欣赏美丽的漓江风光，江两岸群峰连

绵，帆星点点，相映成趣。兴坪，朝板山、榕潭揽胜、雾绕青螺，体验“分明看到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诗意佳境；上岸

后举机摆拍 20 元人民币背景图-黄布倒影，身临其境的感受漓江峰林叠翠，漓水悠悠。 

之后前往【兴坪古镇】（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兴坪是中国旅游名阳朔县的旅游重镇。依山傍水，风景荟萃，粉墙乌瓦石板小

巷，是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这里的古桥、古渡、古亭、古戏台、古庙、古寨、古树和古村落建筑群，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

的历史环境风貌。 

游览【十里画廊】（游览约 30 分钟）沿路奇峰美景，田园秀色，许多山岩形状独特给人遐想，如诗如画，被称为阳朔十里画

廊。十里画廊主要景观有佩桃献寿、海豚出水、尼姑下山、火焰山、八戒晒肚、金猫出洞、马象奇石、龙角山、猴子民愁、骆驼

过江、青厄风光、古榕美景、美女梳妆等。 

游览【月亮山】（游览约 30 分钟）公路边有一峰高耸，峰顶有一大圆洞，高而明亮，如圆月高悬，这就是月亮山。月亮山的

“月宫”，是国际攀岩的经典线路。月宫里洞内多钟乳石，有的状如嫦娥，有的状如玉兔，还有一棵桂花树，与广寒宫的神话相

吻合，真是天工造化。沿着月亮山对面的历村观月道且走且看，月亮形状由娥眉月——满月——半月——月牙，不断变化着，由

角度变化而阴晴圆缺，这也是阳朔风光的一绝。 

随后徒步【遇龙河（工农桥段）】（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遇龙河有“小漓江”之称，是阳朔山水的精华。遇龙河两岸青山

连绵，造型各异，百态千姿；一路翠竹夹道，绿树成行，芳草萋萋；而若遇晴日，则蓝天白云，碧水绿草，开朗而明快；若逢雨

天，更是雾绕云遮，百媚千娇，将阳朔风光表现的淋漓尽致。 

前往游览【银子岩】(游览约为 60 分钟),其被国际地质学家誉为”世界岩溶艺术宝库”，专属 VIP 通道开启梦幻溶岩艺术之旅，

以雄奇幽美独领风骚，是桂林旅游圈新出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温馨提示：该景区为桂林溶洞的最美溶洞代表，但空气流通较差，

如有心脏病。哮喘病客人提前告知导游另行安排。  

晚上可以自费自由选择观看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260 元/新贵宾席，演出约 60

分钟），表演舞台为两公里的漓江水域及十二座背景山峰，构成全世界最大的天然剧场，演出以“印象.刘三姐”为主题。（印象

表演属希缺资源，场次由演出公司随机安排，敬请见谅！） 

★★自由活动：晚间自由活动期间可自行前往著名的阳朔西街景区（洋人街），感受浓厚的异域风情。 

D4 

阳朔-桂林 
马岭鼓寨民族风情园/象山景区/漫步榕杉湖·日月双塔/桂花公社/送站 餐：早√中√晚× 住：-- 

早餐后游览【马岭鼓寨民族风情园】（游览时间约 120 分钟，含购物场所），参观少数民族独特的建筑，斑驳青石板路和原

生态的民族风情，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值得珍藏的好照片。寨中原住居民热情好客，保留着许多一批古老的手工作坊。温馨提示：

行程中“少数民族风情寨”根据行程需要安排侗情水庄或佑子湾或马岭鼓寨。 

前往 2017 年春晚最美会场，桂林城徽--【象鼻山景区】（AAAAA 级景区，游览时间 40 分钟），象鼻山位于桂林市漓江与

桃花江汇流处，因山形酷似一头大象而得名，是桂林市天然城徽。是一个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精品旅

游景区。 

前往漫步【榕、杉湖景区】（游览时间约 60 分钟）：湖心岛建筑、玻璃桥、古南门、系舟亭观景、诗文碑刻等胜景！远观桂

林城市新地标【日月双塔】，座落在桂林城的中轴线上，与象山上的普贤塔、塔山上的寿佛塔，相互呼应，相互映衬，有“四塔

同美”之说，是两江四湖环城水系中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整座铜塔创下了吉尼斯三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

的铜质建筑物，世界上最高的水中塔。 

【桂花公社】（AAAA 级景区，游览时间约 60 分钟），前往中国首家沉浸式桂花文化博览园桂花博览园——桂花公社景区，

位于桂林诗意桃花湾田园综合体核心地段，由桂花文化体验馆、桂花主题公园、研学实践基地多功能教室、桂花树下度假酒店四

部分组成，景区内桂花文化体验馆融权威性、知识性、史学性、体验性、趣味性为一体，诠释了桂花与桂林的共同记忆，在山水

间，品一场桂花的人文盛宴，更有多个小红书抖音网红拍照打卡场景，留下更多美好回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AF%92%E5%AE%AB/704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6%9D%91/2172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A5%E7%9C%89%E6%9C%88/8817969


旅途结束：根据航班/列车时间（飞机航班需在 19:00 以后，火车班次需在 17:00 以后），桂林机场乘航班/桂林火车站乘坐火车

返回，结束愉快旅程。 
重要提示：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旺季期间我社保有对行程或餐厅、住宿顺序前后调动的权利，实际游览顺序由地接社导游安

排为准！ 

▲温馨提示：旅程中请将贵重物品保管好，离开酒店前检查随身物品，切勿遗漏。 

 

 

 

 

 

 

接待标准 

 
交通：桂林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每人一正座（备注 21 座以下的车型均无行李箱）。 

 
景点：所列景点第一大门团队票（不含缆车及小交通），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及取消景点，按团队票退取 

 
用餐：3 早（酒店含早，不用不退）赠送 1 米粉 1 正（阳朔啤酒鱼），不用不退； 

 酒店：全程入住指定酒店，单男单女补房差，如需大床提前告知，如对所安排酒店标准不满意加钱升级或退费自找 

 
导游：安排导游讲解服务 

 
购物：行程结束前安排正规大型桂林土特产超市选购桂林伴手礼 

 
保险：已购买旅行社责任险，建议游客出发前在当地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 

 

小孩：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出游过程中正规旅游营运车辆需保证一人一正座，因此 0-2 岁以下也是要收取车位费用的。

淡季：车位 100 元/婴儿，含龙脊的行程 150 元/婴儿。旺季：车位 150 元/婴儿，含龙脊的行程 200 元/婴儿。1.2-1.4

米为儿童，含半价正餐、车位、导服，不含早餐、不占床、不含门票，儿童按成人操作按成本收取，如身高超高需购买

景点门票，请按景点要求现购。并请客人带上小孩的有效证件。所有产品当团全为特殊人群需按照成本收费操作。请组

团社报价上注意，感谢支持！ 

 
船票：兴坪渔村游船身高 0.8-1.29 米之间会产生游船半票 30 元/人，1.3 米及以上产生全票 60 元/人。需家长现付费用 

友情提示：旅途当中请认真倾听导游讲解，尊重当地宗教民俗文化，尊重导游司机服务成果，做文明旅游人 

备选酒店名录 

携程四钻参考酒店 

桂林：晶鑫国际酒店，盛世，鸿丰景城国际，桔子，欧暇·地中海酒店（北站店），金玺或同级别。 

阳朔；禧朔院子，丽盛，象山国际贵宾楼，河谷，画中乐，天空之境观景酒店，铂漫酒店或同级别。 

备注：如客人对上述参考酒店安排不满意，处理方案如下：按实收价格退给客人自行订房，可自补差价升级客人满意的更高标准

酒店！如若遇以上酒店无房情况下，可安排同级酒店，如我社拿到比计划酒店档次更高且价格等同的情况下，可给客人免费升级！ 



特别说明 

1、(行程所含门票指进入景区的首道门票，不包括该景区内电瓶车或景区内其他另行付费景点门票；行程中所有景点门票均为团

队票，学生证、军官证、教师证、老年证等及其他特殊身份人士，均不再享受任何门票优惠，则无退还；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

或政策性调整导致无法游览的景点，我社有权取消或更换为其它等价景点，赠送景点费用不退，并有权将景点及住宿顺序做相应

调整，如产生退费情况，以旅行社团队折扣价为依据，均不以景点挂牌价为准；景区后括号内备注游玩时间为抵达景区开始到离

开景区为止时间。 

2、全程使用空调旅游车，每人一个正座位；如有特别要求车辆，请提前说明，重新核价。旅游车到景点、餐厅期间客人统一下车，

不在单独开车门给客人上车休息和开空调。贵重物品不能存放在车上。 

3、桂林为国家三线以下旅游城市, 酒店各项标准偏低，主要以卫生舒适为主，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如遇旺季（每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之间及特殊节假日）酒店资源紧张或政府临时征用等特殊情况，造成行程中备选酒店客满，我社有权调整为同等级标准以

上酒店。酒店的退房时间为中午的 12:00，返程为晚班机的旅游者可把行李寄存在酒店前台后自由活动或自补房差开钟点房休息。 

4、行程中所含的餐食，早餐为酒店房含，不用不退。正餐按产品用餐标准操作，不含酒水。桂林用餐口味偏酸辣，且普通团队餐

厅菜式比较雷同。建议旅游者用餐可提前和导游沟通少辣，多辣。 

5、由于旅行社组织的是散客拼团线路，未成年人须有成人陪伴出游，残疾人、老年人、行动不便者建议有家人朋友照顾同行，体

弱多病及孕妇不建议参团，否则由此造成的不便或问题，我社不承担责任。 

6、部分景区及酒店为方便旅游者有自设的商场及购物场所，并非我社安排的旅游购物店，此类投诉我社无法受理，敬请谅解；如

在自由活动期间有购物需求，请自行前往当地购物时请慎重考虑，把握好质量与价格，务必索要发票，当地特产有罗汉果、桂圆

肉、桂花香水、桂林三宝（辣椒酱、豆腐乳、三花酒）、白果、桂花糕……请到正规大型超市购买，切忌到路边小店购买假冒伪劣

产品。 

7、当地很多假导游（俗称野马），一般在火车站、餐厅门口、阳朔县内路边。使用假的导游证拿着宣传册到处拉客用超低的价格

勾引外地人（例如 50 元就可以看印象刘三姐），请千万注意，此类“导游”必有宰客现象。收了钱不负任何责任，请跟好我们派

出的全陪导游和地接导游。 

8、客人必须填写“游客意见书”，如果客人在意见单上填写“不满意”一栏后，可视为投诉范畴，并在意见单上填写投诉理由；

恕不受理客人因虚填或不填意见书而产生的后续争议。请各组团社在收客的时候告诉各位游客必须认真仔细填写，由此而造成的

一切损失由客人自负。投诉问题在旅游目的地就地解决（绝不把问题带回组团社），请组团社告知游客/领队/全陪，返程后我社不

受理投诉！ 

9、赠送项目：如因原因时间、天气、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无法游览，则取消，无费用可退，具体解释权归我社所有，感谢理解。 

10、特殊船票提示： 

（1）漓江船票实名制：三星船儿童身高在 1.2-1.5 米购半价票 140 元/人，1.5 米以上购全票。成人和小孩船票出票后取消都会产

生损失，游江前一天下午 17：00 前退票票损 10%,17:30 后售票窗口下班不办理退票，开船前 10 分钟退则损失 50%,距离开船时

间不足 10 分钟不再办理退票，实名制操作和机票一样出票后不能替换名字，登船时票上信息与身份证不符则拒绝登船，并追究出

票单位责任。 

（2）竹筏游览：孕妇、残疾人、70 岁以上老年人严禁乘坐竹筏。 1.2 米以上儿童须购买成人票与成人同乘（遇龙河竹筏 1 米以

上儿童须购买成人票与成人同乘）,如同行中有 1.2 米（遇龙河竹筏 1 米）以下儿童或 70 岁以上老人及孕妇则统一安排由导游陪同，

在码头等候，如不放心，可随行一成人陪同，未游览项目费用将按实际成本退还。 

11、出于安全考虑，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出于安全考虑，本产品不接受孕妇预订，敬请谅

解。出于安全考虑，本产品不接受 75 岁以上老人预定，65 以上预定请出示三甲以上医院提供的健康证明；请如实告知身体健康

状况，有心脏病、癫痫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严重哮喘病症或其他影响游览的请提前告知，报价是按照 2 成人入住 1 间房计算

的价格，本产品不接受拼房,如您的订单产生单房，请在预订时选择单房差，携程将向您收取相应的费用。由于 12 岁以下儿童费用



 

为不占床、不含早餐之报价，若儿童需占床含早，请在后续附加产品页面中选择房间数或单人房差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