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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	锦里一条街

黄龙
•	黄龙风景名胜区

九寨沟
•	乘坐环保车游九寨沟风景区

松潘
•	松潘县元宝山
•	松潘古城

乐山
•	船览乐山大佛全景

峨眉山
•	峨眉山
•	报国寺
•	伏虎寺

优亚精选介绍

8天7晚
九寨沟 黄龙 乐山 峨眉山 无购物团 
8D7N JIU ZHAIGOU HUANGLONG LESHAN GIANT BUDDHA 
MT EMEI  NO SHOPPING TOUR
TOUR TYPE (旅游代号）: CNCTN8

优亚特色料理

优亚推荐住宿
全程4-5级酒店或同级

•	羌族风味
•	成都小吃

•	成都 - 春天美居酒店4
•	九寨沟 -九寨沟天源豪生度假酒店 5  

Howard Johnson Tian Yuan 
Jiuzhaigou 5

•	峨眉山 - 世纪阳光酒店5

*注：酒店可能临时变动。此情形下，本

公司将为顾客安排同等星级的酒店住宿

大熊猫

黄龙风景名胜区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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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新加坡 � 成都      
今天，齐集樟宜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前往蓉城-
成都。  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早/午/晚餐
成都 � 黄龙 � 九寨沟
途径松潘县元宝山，红军纪念碑。 
黄龙（若因天气原因无法游览黄龙，则改为牟
尼沟）

第三天
九寨沟
早/午/晚餐
•	九寨沟风景区乘坐环保车游－素有“童话世

界”“人间仙境”之誉。九寨沟的湖泊，瀑布，雪
山和原始森林，美景相映，组合成神妙、奇幻、
幽美的自然风光，显现“自然的美、美的自然”
。（旺季建议考虑自费包车，无需怕对于其他
游客共用环保车）

•	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

第四天
九寨沟 � 茂县
早/午/晚餐
今天我们离开九寨沟，前往茂县。

DAY 1 
SINGAPORE � CHENGDU 
Assemble at Changi Airport and take a luxury 
flight to Chengdu.

DAY 2
CHENGDU � HUANGLONG � 
JIUZHAIGOU 
Breakfast, Lunch, Dinner
•	Way Songpan County Yuan baoshan 
•	The Red Army monument 
•	Huanglong (if due to weather reasons 

can not visit Huanglong, then changed to  
Muni ditch)

DAY 3
JIUZHAIGOU     
Breakfast, Lunch, Dinner  
•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	Enjoy the Jiuzhaigou evening Tibetan and 

Qiang show

DAY 4
JIUZHAIGOU � MAOXIAN
Breakfast, Lunch, Dinner
Take an overnight ride to Maoxian. 

DAY 5
MAOXIAN � LESHAN � MOUNT 
EMEI 
Breakfast, Lunch, Dinner   
•	Leshan Giant Buddha (Including boat). 

DAY 6
MOUNT EMEI  � CHENGDU
Breakfast, Lunch, Dinner
•	Mt. Emei
•	Fu Temple and Fuhu Temple  (including 

golf car)
•	Bamboo Museum

DAY 7
CHENGDU
Breakfast, Lunch, Dinner        
•	Panda base, 
•	Sichuan Changing Face Show, 

DAY 8
CHENGDU � SINGAPORE   
Breakfast, Lunch 
•	Jin li Street

Tipping: RMB30 per person per day (China tour guide & 
driver)
Local guide may recommended optional tours: (Not 
compulsory to join )
1. Golden Summit: 200 SGD / person (subject to group size 

to confirm)
2. Emeishan Kung Fu show + spicy hot pot + Qintai Road 

Kudao + Minjiang River + Mou Qiang Qiang Village = 100 
SGD / person 

3. Tianfu Shu Yun song and dance show + wild hot pot + 
wide alley + Yingxiu earthquake center + white stone 
Qiangzhai = 100 SGD / person

第五天
茂县 � 乐山 � 峨眉山
早/午/晚餐
•	船览乐山大佛全景（包游船）-乐山大佛位于

近郊，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
山城隔江相望。后乘车抵达峨眉山，入住酒店。

第六天
峨眉山 � 成都 
早/午/晚餐
•	峨眉山－我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素有“峨

眉天下秀”之美誉。
•	报国寺与伏虎寺 （包电瓶车）
•	竹艺博物馆

第七天
成都
早/午/晚餐
•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以造园手法模擬大

熊猫野外生态环境，現占地560亩，绿化覆盖
率达96%，营建了适宜大熊猫及多种珍稀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生态环境，這里常年圈养
著20余只大熊猫。

•	晚上观看川变脸秀。

第八天
成都 � 新加坡
早/午餐
锦里一条街-街道遍砌青石，建筑风格以明、清
为主，青堂瓦舍鱗次节比，传统茶馆、客栈、酒
楼、戏台与現代酒吧、咖啡座，地⽅风味小吃、
工艺品、土特产与声光电游戏竟然如此和谐地
交汇，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策划和创意。

 
小费：RMB30每人每天 (中国导游和司机) 

当地导游推荐自费：（客人自愿参加一下其中一套自费，无需
强迫）
1. 金顶：200 SGD/人（必须全团参加，才能安排，否则不予以

安排）
2. 峨眉山功夫秀+麻辣火锅+琴台路古径+岷江源头+牟托羌

寨 = 100 SGD/人
3. 天府蜀韵歌舞秀+野菌火锅+宽窄巷子+映秀地震中心+白

石羌寨 = 100 SGD/人
 
 

大熊猫

黄龙风景名胜区

九寨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