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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码:

江南美食美景日本大阪12天游

EUR
EUR

1499 / 人
2259 / 人

JNDJ12D
双人间
单人间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上海-东京-滨松-名古屋-京都-大阪

第1天

抵达上海
价格包含

 上海萨维尔金爵·鹿安酒店或同级
客人前一天自行前往巴黎戴高乐机场或者奥利机场, 需要自行进行值机和托
运行李。
抵达上海机场（PVG or SHA）后，由接机专员接机送往酒店休息。
（一般情况下，客人需要自行前往机场指定集合点 统一集合）
免费接机时段：抵达当天全天接机，班次为每两个小时一次。

上海

第2天

含行程所列酒店标准间，餐食，
含交通费豪华旅游巴士，专业中
文导游
含国际机票
含机场税，含团费，综合服务费
小费。
包含以下景点：
三国城景区 + 古战船游太湖 + 东
水关遗址公园 + 游外滩
富士山五合目 + 清水寺 + 伏见稻
荷大社 + 平等院
+ 热田神宫 + 银座商业区

价格不包含

上海-杭州

 浦京花园酒店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 晚餐
早餐后前往杭州，参观天然乳胶工厂。抵达后外观【G20城市观景平台】。
漫游【西湖景区】，远眺雷峰塔，柳浪闻莺、金牛池等西湖十景，名自景
始，景以名传。

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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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费用
个人消费
医疗保险
因私人原因及航班延误等其他不
可抗力的因素引起的额外费用
18岁以下不占床儿童早餐费用请
前往酒店咨询台咨询费用。
以下景点不包含：
黄浦江游船 + 苏州耦园 + 清名桥
文化历史街区深度游 (无锡船游古
运河 + 丝绸博物馆 + 古窑博物
馆)+ 无锡、 南京、苏州当地风味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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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联系我们

杭州-无锡

 +33 (0)1 81 69 49 20

 优享家甄选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info@cvvoyages.com
 180 avenue de Choisy,75013

品杭州特色龙井，感受茶文化。午餐后前往无锡，游览5A级景区【三国
城】，坐落在葱茏苍翠的军嶂山麓、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是拍摄电视剧
《三国演义》而兴建的大型影视文化景区。乘古战船游太湖，面向湖风，依
船而坐，以身融入历史氛围。晚上可参加【清明桥文化历史街区深度游】。

无锡三国城

第4天

清明桥文化历史街区

无锡-南京

 汪海国际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参观淡水珍珠养殖场及紫砂博物馆，品尝太湖风味，前往南京。经【明城
墙】，游览【东水关遗址公园】，建筑遗迹由水闸、桥道、藏兵洞、明城墙
四部分组成，修复工程充分体现了秦淮的古都特色。游览【夫子庙】，
秦淮风光带以十里秦淮、明城墙风光、夫子庙为景观特色，更有夫子庙小吃
名列中国四大小吃之首，晚餐就在美食云集之地自理。

明城墙

第5天

夫子庙

南京-苏州

 天平大酒店或南亚宾馆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参观玉器博览中心。南京素有石头城之称，他的玉雕和浙江的东扬木雕齐
名。后游览【大报恩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与灵谷寺、
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中午品尝淮扬风味。前往苏州。参观【苏州
耦园】，原名涉园，黄石假山是耦园的特色，为全国重点单位，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遗产。游览【金鸡湖风景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湖泊公
园，堪称二十一世纪苏州“人间新天堂”的象征。漫步【苏州鸟巢】，延续苏
州悠久历史、展示苏州现代文明的崭新建筑。晚餐可自行品尝姑苏风味。

苏州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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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苏州-上海

 上海林隐假日酒店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参观苏州丝绸厂，中午品尝吴门家宴。前往上海，参观养生中心。游览位于
上海市中心黄浦江畔的【外滩】，这里曾有上海十里洋场风景，上海环球金
融中心等地标景观，52座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组成的上海时期的金融中
心。远眺【东方明珠塔】，参观珠宝店，欣赏浦东新貌。晚上可参加【浦江
游船】。

第7天

离开上海，抵达东京

 马洛德酒店或爱迪星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
旅途结束并送往上海机场 （浦东或者虹桥）或者自行离开酒店。免费送机/
高铁时段：完团当天全天送机，2小时内班次将会安排一趟车。
抵达东京成田空港(NRT)后，导游机场协助客人搭乘穿梭巴士前往酒店（接
机时间10:30AM-21:30PM，T1航站楼)。

东京

第8天

东京

 石和春日居或 じらごんの富士の馆或 ニュースターホテル山中湖
或西湖レイク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 晚餐
早餐后参观【皇居二重桥】，因倒影倒映在水面上恰似一副眼镜，又称眼镜
桥，为东京著名地标，相当古雅。远眺634公尺高的【天空之树】，远眺东
京之美。 【浅草寺】，又名金龙山浅草寺，是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
寺院，客人可在寺前的【仲见世商业街】选购特色伴手礼。接着再前往银座
疯狂购物。晚上则回到饭店享受饭店内的温泉设施，充分享受温泉心情。

皇居二重桥

第9天

浅草寺

东京-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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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明湖皇家酒店或滨松大仓或 Associa 丰桥或藤枝Ole或同级
 早餐 | 午餐
早餐后前往【河口湖】为富士五湖之一，也是富士五湖中最北的一湖。天气
晴朗时湖中富士山倒影相映为一绝景。前往位于富士山的半山腰的【富士山
五合目】，在最美角度欣赏富士山美景。 【忍野八海】是富士山融化
的雪水经过80年的过滤，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八个清泉，“忍野八海”故得名且
名扬四方。继而再前往【平和公园】，平和公园的设立，正是为了表达日本
人对战争的控诉、祈求世界和平的愿望，意味深长且清幽雅致。

河口湖

第 10 天

忍野八海

滨松-名古屋

 大津王子或 大津皇家橡树今津Sunbridge或 Quintessa Hotel Ogaki或
同级
 早餐 | 午餐
早餐后前往名古屋著名的神社【热田神宫】，位于名古屋市南部郁葱的神
苑“热田之社”的镇护者。参观御宝珠宝店。 【伏见稻荷大社】，主要是祀奉
以宇迦之御魂大神为首的诸位稻荷神。稻荷神是农业与商业的神明，
香客前来祭拜求取农作丰收、生意兴隆，是京都地区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清水寺】始建于778年，是京都最古老寺院，曾数次被烧毁并重建，后于
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热田神宫

第 11 天

伏见稻荷大社

清水寺

京都-大阪

 大津王子或 大津皇家橡树今津Sunbridge或 Quintessa Hotel Ogaki或
同级
 早餐 | 午餐
早餐后前往【京都西针织会馆】，把丝线先染过色后才织成图样的纹织品，
是驰名世界的日本代表性工艺品。之后参观乳胶店。 【平等院】是平安时代
池泉舟游式的寺院园林，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世界文化
遗产。前往免税店。 【大阪城公园】（不上城楼），是一片面积可观的城市
园林，也是每个游客到大阪必打卡的地点之一。前往【心斋桥】，是大阪最
大购物区，集中了许多大型百货店、百年老铺。

平等院

大阪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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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离开大阪

 早餐
早餐后贵宾自费搭乘酒店门口的机场特快专线直达关西
国际空港（KIX）。 （导游会在前一天协助各位贵宾）

RCS PARIS 437 735 657
LICENCE N° IM075110146

N° IATA 20264904
GARANTIE FINANCIÈRE APST

翔龙旅游，保留一切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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