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浪漫女儿城、地心谷 4 日游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国家 5A 级景区——三峡大坝

✮国家 5A 级人文景区--屈原故里

✮5A 地心大峡谷 山水 空中景区！

✮恩施女儿城--世间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儿第一城！

✮荆州古城国家 4A 级景区三国文化圣地

✮升级一晚当地五星酒店住宿

✮品质保障：专车专导，无年龄限制，让您玩的放心 无后顾之忧

 简易行程：

 详细行程：

第一天：九江--宜昌 用餐：××× 住宿：宜昌
早上根据与导游约定时间集合，查看健康码，测量体温后乘车前往水电之都宜昌，适时入住

酒店休息。（车程较长，建议自带零食途中享用）

第二天：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恩施 用餐：自理套餐送晚餐 住宿：恩施
早餐后乘车乘车前往三峡坝区，参观国家 5A 景区、世界超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游

览 2.5 小时，换乘车 35 元 /人自理套餐赠送）：至坛子岭体会毛主席句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

平湖 ”的豪迈情怀览工程微缩模型、万年江底石、观三峡大坝全景、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双

线五级梯形船闸；185 平台近观大坝雄伟英姿、高峡平湖壮观景象等；截流纪念园再现大坝截流

辉宏场景等。后前往国家 5A 级 ---【屈原故里景区】，拜谒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穿越时空隧道感受古老的峡江民俗风情，看古老峡江皮影戏和秭归地花鼓表演；赏 “三峡裸纤 ”雕
塑，追忆那远去的 “青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西陵峡之险。在景区多视角立体观赏雄伟

的三峡大坝，领略毛主席所描绘的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壮丽画卷。行程结束后，乘车

前往恩施市区，入住休息。

第三天：女儿城-土特产-地心谷 用餐：自理套餐赠送中晚餐 住宿：宜昌或荆州
早餐后，乘车前往【恩施女儿城】游玩，土家女儿城位于湖北省恩施市区七里坪，作为全国

第八个人造古镇，土家女儿城合理且精心的谋划了整体建筑风格，仿古与土家吊脚楼相结合，完

美的体现了土家族的民风民俗。土家女儿城囊括 300 家小商品， 500 间风情客栈，30 家特色餐

饮， 40 家美味小吃，8000 平景观草坪，10000 平综合运动中心以及全国首创室内情景剧场 -女

天数 行程简介 早餐 中餐 晚餐 住宿

D1 九江-宜昌 × × × 宜昌

D2 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恩施 √ × √ 恩施

D3 女儿城-土特产-地心谷-荆州 √ √ √
宜昌/

荆州

D4 荆州古城-返程 √ × ×



儿城大剧院，同时还拥有湖北省内最大的水上乐园。恩施土家最负盛名的特色民俗相亲活动—女

儿会，也将永久落户土家女儿城，参观【中缅玉雕城】该中心以经营缅甸翡翠为主，通过高标准

投资建设的传承艺术博览中心。鉴赏翡翠之美、结缘天下之情，古人认为翡翠本是天上的石头，

可以带来好运，象征纯洁、太阳、公正、勇气、和谐以及纯洁的精神，翡翠的颜色自然而富于变

化，鲜艳悦目，与自然界极为协调，代表着万物生机勃勃与青春活力，此地结缘一段东方人的翡

翠之恋！；后前往【中国硒港】（听硒文化讲解）是国家政策支持、由恩施州政府主导并支持的、

进口商品及本土硒产品展示中心、中国保税港、中国硒港！土特产超市是集土家文化、硒知识科

普、硒产品展销为一体的展览中心，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和体验土家文化，更能了解硒的神奇作用

和功效。这里拥有最丰富的富硒产品展示区，体验区。恩施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探明独立硒矿床

所在地，境内硒矿蕴藏量第一，是世界天然生物硒资源最富集的地区，被誉为世界第一天然富硒

生物圈。是全球唯一获得世界硒都称号的城市。中餐后，前往【硒泰乳胶推广中心】硒泰乳胶是

鼎途保税港旗下最大的中泰联合对口商品展示中心，是一带一路大环境下的一个惠民产物，并且

充分让游客感受泰国的异域文化以及体验中心。

后乘车前往【恩施石门河地心大峡谷】（景区换乘车）（国家 AAAA 级景区，游览时间约

3-4 小时左右），地心谷景区享有 “世 界第一古人，中国第一古河，巴楚第一古道，施南第一佳

要 ”的美誉。景区主要有三段峡谷组成：问心谷、 洗心谷、舒心谷，沿途有 200 多个景点，山

谷、河流、鸟鸣汇成一曲悠美动听的音乐。感受【地心 9D 玻璃悬索桥】全国首座峡谷 9D 玻

璃悬索桥 --“云之端 ”石门河地心谷玻 璃悬索桥，桥长 268 米，桥面宽 3.2 米，桥面离河谷高约 200
米。是鄂西南最长、最高的峡谷 9D 玻璃悬索 桥。该桥采用超现实视觉感受，配以特殊刺激效

果同步表现，以仿真场景与特别感应设置，模拟多种特技效 果、立体画面、惊险剧情与互动游

戏，将视觉、听觉、嗅觉和动感完美地融为一体，使广大游客全身心地融 入石门河峡谷天堑惊

心动魄冒险旅行的无尽魅韵之中。游览结束后乘车赴荆州入住指定酒店。

第四天：荆州-九江 用餐：早 X X 住宿：无

早餐后前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三国文化胜地——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

大意失荆州的三国典故流传于此。参观【荆州古城】（游览时间约 1小时），登城楼远眺，千里江汉平原尽收

眼底，有“万家楼阁画中藏”之感。荆州古城墙是我国延续时代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而来的

唯一古城垣。后返程，回到温馨的家。

费用包含

1、用车：全程正规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正座，三年内新车）；

2、导游：当地中文导游讲解服务；

3、住宿：当地商务酒店住宿 3 晚【恩施升级一晚五星酒店住宿】

（当地无三人间，如挂单则补单房差 300 元/人）；

4、门票：行程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行程中所列景点大门票均为免票，不去不退任何费用）；

5、餐饮：3 早 3 正（正餐十人一桌八菜一汤，人数增减菜数增减）（团队用餐不用不退费用）

【必须自理套餐则送】；

6、保险：含旅行社责任险（组团社购买旅游意外险）；

费用不含

必须自理套餐 150 元/人
（包含三峡大坝换乘车，地心谷景交车及当地特色餐与 3 早 3 正）

自愿自理

1、行程中发生的个人费用，包括：交通工具上的非免费餐饮费、行李

物品保管、搬提及超重费、住宿期间的洗衣、通讯、饮料及酒类费，以

及在旅程中因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失、赔偿费用；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

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2、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餐费，自由活动期间发生的费用等；

3、非《旅游行程表》约定发生的费用，合同协议条款中未列明的其他

费用；

游客责任

1、客人报名保证自己不是新冠肺炎者，一旦发现此新冠肺炎者，一人承担全车所有人员责任。

2、60-69 周岁签《安全责任书》；70-75 周岁签《安全责任书、三级甲等医院开具近 3 个月内

的健康证明或体检报告》；75-79 周岁签《安全责任书、三级甲等医院开具近 3 个月内的健康

证明或体检报告、直系成人家属签字并陪同》；80 岁以上不予报名。注：如果伪造《医院开具



健康证明》一切后果游客自行承担；

3、因恩施大多数盘山公路，山路崎岖，景区陡峭，本公司不接受孕妇、残疾人游客报名，如有

隐瞒病情或自身状况者产生任何后果敬请游客自行负责！

4、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如政变、罢工、水灾地震、交通意外等所引起的旅游天数和费用的增

加，本公司将按实际情况向旅客收费。

注意事项

1、报名需提供绿码或者 7 天核酸检测报告证明；

2、请贵客随时携带有效身份证和有效证件；

3、如遇到不好停车地段，由导游电话告知上车地点，有不便之处望各位游客谅解；

4、恩施团队旅游是集体活动，集体出发、集体返回，请遵守时间，以免耽搁其他团友，任何人不得逾期或滞

留不归。

5、旅游期间遇到特殊情况如交通，天气等旅行社认为不可控原因，本公司有权增减或更改某些行程和旅游项

目。

6、未成年人保护：旅行社不接受未满十八周岁、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单独参团，在未成年人

要求单独参团的情况下，必须有其监护人亲自签署合同方可参团，监护人有义务告之未成年人旅途中的安全防

范工作及注意事项。

7、单接单送火车站，因人数不确定原因，可能是小车、的士、面包车、旅游车，不便之处望谅解

8、在不更换景点的情况下，我社可以调整景点先后游览顺序；如遇问题请在当地提出并解决，回程后将概不

负责。

9、游客不得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的

项目或者活动。

10、晚间休息，注意检查房门、窗是否关好，贵重物品需贴身保管。 请客人在旅游过程中保管好自己的个人

财物；如有发生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11、请于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见相关出团标志集中登车，如因游客自身原因导致误车，损失由游客自负。

12、此行程严格按照新旅游法执行，在各景区所有消费场所与为我社无关，请谨慎消费。

13、在自由活动期间，按行程约定旅行社不再提供司机、导游服务，敬请游客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14、散客拼团接游客的地点相应分散，所以会存在各区域交通不畅的情况，会造成先到的客人会有一定的等候

时间，由此给各位游客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5、【购物和自费游览活动说明】：①本行程内部份景区内和沿途停留的站点附近均可能会有纪念品售卖点，

沿途休息站（加水点，厕所）小卖部不属于购物店范围。当地居民贩卖纪念品、土特产，非我社提供服务，请

谨慎购买，以免上当。

16、因特殊原因造成标准误差，按照实际发生情况进行退补；在不减少旅游景点的情况下，我社保留旅游行程

临时调整的权利。

17、请管理好自身财务，以免发生丢失，旅途中听从导游安排，遵守当地习俗。

18、 汽车座位采取先到先坐、原车原坐原则，如有晕车、年长游客需要坐靠前位置，可自行到第一站上车，

我社不预留车位顺序。

19、为了确保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请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

如存在下列情况，请勿报名：A、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伤寒等传染病人；B、心血

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功能不全、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病人；C、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

出血、脑肿瘤等病人；D、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等病人；E、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

病人；F、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 克/升以下的病人；G、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H、

孕妇及行动不便者；

购物自费补充协议

甲方：（旅游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旅行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报名参加由乙方组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旅游团队。为保障旅游者和 旅游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本着自愿原则，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和另付费

项目需要 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它旅游者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

行过程中，本旅行社（乙方） 应旅游者（甲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协助安排甲方

旅游购物场所项目和另付费项目，具体约定如下：

一、本人自愿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或纪念品）及游览行程中未安排的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为丰富旅游活动， 本人要求旅行社在不影响其他旅游者游览的前提下，协助安排购物。

序号 店名 进店时间

1 楚韵中缅玉石城 90分钟

2 硒泰乳胶推广中心 90分钟

土特产超市（土产超市为恩施州政府扶贫项目，，时间约 90 分钟，不属于购物店

二、购物约定：

1、购物系旅游者自愿行为，旅行社根据旅游者的意愿，经协商后按照上述购物场所进行安排，

绝无强迫消费，旅游者自愿购买；

2、上述购物场所也是当地人购物场所，价格可能存在价差（与其他商店相比或高或低），请旅

游者自行甄选，旅 行社不承担退差价的责任；

3、旅游者购物时，请向商家仔细了解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的价格、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情况，

自行决定、理性消 费；

4、旅游者购物后请务必向商家索要发票和书面的质量保证书或售后服务保证书，以书面为准，

购买后如需旅行社 协助办理退换货等售后服务事宜，旅行社只负责按照书面售后服务保证之内

容协助游客办理而不承担相应的售后服 务责任，售后服务责任由商家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