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要 行 程

恩施遇见神农架 A 线  

 大峡谷、大清江、神农架、官门山、天生桥、神农祭坛、三峡大坝六日游 

（周一、五发班） 

 
★遇见●经典： 经典线路，享自然之美，品神秘之韵，恩施遇见神农架！ 

 

★遇见●品质：1、精选专业优质导游，管家式服务； 

2、0 购物、0 套路，绝无强迫消费，不减少、更换景点； 

3、专业 VIP 接站，商务车接送，随到随走，不等待！ 

 

★遇见●酒店：全程指定专享酒店，多样式住宿选择，拒绝猫腻，满足您的多样化需求！ 

 

★遇见●体验：湖北美景，霸屏您的朋友圈，神农架、恩施北纬 30 度，奔赴一场治愈心灵的旅行！ 

 

★遇见●专享：全程不散拼，一站式服务，解锁精华景点，休闲舒适搭配，畅享自由时光！ 

 

★遇见●美食：全程含 5 早 5 正，特别升级土家摔碗酒、神农架吊锅宴，美味享不停！ 

 

★遇见●美景：灵秀湖北，楚楚动人，湖北大牌景点一网打尽： 

——AAAAA 恩施大峡谷：恩施三大名片之一，世界上最美丽的伤痕，东方科罗拉多 

——AAAA  大清江景区：醉美大清江，恩施小三峡；恩施人的母亲河 

——AAAAA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北纬 31 度，被称为神秘之地，是人类的“伊甸园”   

——AAAAA 三峡大坝：国之重器，世界规模最大水利发电站.遇见三峡，遇见《中餐厅》 

——AAAAA 官门山：神农架的生态大观园，神农架“物种基因库” 

——AAAAA 天生桥：欣赏古老的堂戏，品神农云雾茶、喝地道包谷酒 

——AAAAA 神农祭坛：祭祀先祖-炎帝神农，观千年古树-铁坚杉 

——AAAAA 土家女儿城：世间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儿第一城 

 
 
 

第几天 游玩安排 餐 住宿 

第1天 全国各地-恩施 不含餐  宿恩施 

第2天 游【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七星寨景区】； 含早中晚餐  宿恩施  

第3天 游【大清江风景区】； 含早中餐  宿宜昌  



详 细 行 程

 
 
 
 
 
 

 

恩施一个汇聚 29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一个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更有着“世界硒都”美称的地

方.....我们的旅行就从这个美丽的地方开始……各地出发，前往世界硒都-恩施，我社工作人员接站

/接机，前往酒店办理入住。 

可自行前往【恩施女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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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城大剧院，完美的体

现了土家族的民风民俗。 

温馨提示：此行程为您免费提供 24小时接送机/站服务,我们接站人员会提前一天 20点之前约定好接送时

间点，当天入住酒店为工作人员直接带领前往酒店入住，无导游接站，酒店押金请游客现付；导游会在当天的

21：30前通知第二天集合事宜，请保持手机畅通 

 

 

 

早餐后乘车赴【恩施大峡谷】(车程 1.5小时，游览约 5小时，不含景区交通车 20元/人+地面缆

车 30元/人、垂直电梯 30 元/人)， 是清江流域极美丽的一段，被誉为全球美丽的大峡谷，万米绝壁

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幽长，雄奇秀美的世界地质奇观，与美国科罗拉多大

峡谷不分伯仲。抵达景点后游览【云龙河地缝】（游览约 2 小时）全长约 20 公里,平均深度为 100 米,

地缝上窄下宽呈“八”字状。上宽平均约为 16.8 米,下宽平均约 30 米。地缝入口最宽达 100 余米。

湍急的云龙河穿缝而过。地缝两岸绝壁陡峭，相互对峙，雄险无比；瀑布众多，飞溅而下，蔚为壮观；

缝底内险滩众多，巨石林立，深潭密布，奇石怪石随处可见，后游【七星寨景区】（不含上行索道 105

元/人，下行 100 元/人，手扶电梯 30 元/人，游览时间约 2 小时），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峡谷之

第4天 游【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官门山】； 含早中餐 宿木鱼  

第5天 游【神农架祭坛】、【天生桥】：可自费【三峡大瀑布】 含早中餐 宿宜昌  

第6天 游【三峡大坝】；宜昌市区及东站送团  含早餐 温馨的家  

D1 全国各地-恩施                                                               住宿：恩施酒店

D2、恩施-恩施大峡谷                用餐：早中晚餐                          住宿：恩施酒店



一， 峡谷中的百里绝壁、千丈瀑布、傲啸独峰、原始森林、远古村寨等景点美不胜收。绝壁围合的

空间美；笋立千仞的峰丛美；云蒸霞蔚的梯田美；云龙游弋的地缝美。表现得十分完整和典型，实在

是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地貌天然博物馆。游览结束后返回恩施，后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因恩施属于山地，旅游车需要加刹车降温水，前往大峡谷的途中有很多农民给大巴车免费提供

加刹车降温水，给游客免费提供卫生间、免费加茶水等，同时将自己种植的茶叶销售给客人，沿途农民设的这

种场所属于公共购物场所，不属于我社安排的购物店。 

 

 

 

早餐后乘车赴清江风景区，乘船游【大清江风景区】（车程约 1小时，游览时间约 4小时）“妹娃

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悠悠龙船调，浓浓清江情。这首名列“世界民歌”之一的《龙船调》，将

“妹娃要过河”的“河”---清江，唱红了世界。全程共分为红花峡、千瀑峡、蝴蝶峡三个峡段，峡

谷两岸屏峦入画，石峰雄奇，绝壁林泉，瀑布飘逸（枯水季节无瀑布），更有两岸的吊脚楼群和土家

田园掩映在青山碧水之间，风景迷人，风情醉人。沿途欣赏清江中上游风光，丽水清江的千层岩、红

花淌峰林、五花寨、景阳大峡谷、蝴蝶崖等美景。后乘车赴宜昌，入住酒店。 

 

 

 

早餐后宜昌出发，经宜巴高速和神农架旅游生态公路，前往华中屋脊——神农架（车程约 3.5小

时）， 游览【神农祭坛】（游览约 1小时）：整个景区分为主体祭祀区、古老植物园、千年古杉等。

祭祀区分天坛、地坛，依山而建，主体建筑为巨型牛首人身神农雕像；古老植物园内有数百种国家珍

稀植物，如血皮槭、银杏、香樟，珙桐，鹅掌楸...同时可以观千年古树－－铁坚杉，此树距今已有 1250

多年树龄。下午游览【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游览约 4 小时，环保车 60 元/人必须自理）：您可以置

身森林中呼吸清新的空气，无比畅快；观小龙潭野生动物、徒步金猴岭原始森林、神农谷观奇特峡谷

风光、瞭望塔远眺华中第一峰、探秘奥秘之地板壁岩，行程结束后赴酒店入住。 

D4、宜昌-神农架                    用餐：早中餐                             住宿：木鱼酒店

D3、恩施-大清江-宜昌             用餐：早中餐                            住宿：宜昌酒店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317.htm


 

 

 

早餐后前往【官门山】（游览约 2小时）：官门山景区植被丰富，雨水充足，风景优美，沟壑纵横，

谷幽林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神农架官门山的奇景和生命，以及人文遗迹。官门山景区集

生态、动植物、人文、科考等于一体，是神农架的生态大观园。官门山物种丰富，山险林奇，山水相

映，环谷幽深，地质遗迹富集。最大的亮点是领略神农架“物种基因库”。游览【天生桥风景区】（游

览时间约 1 小时）：天生桥飞瀑自峭壁倾盆而下，似银河泻地，玉珠飞溅，展出万种风情；景区内天

生石桥、阴潭、老君听涛、清澈的山涧、巴人的茅屋，欣赏古老的堂戏，品神农云雾茶、喝地道包谷

酒，尝神农喜饼、共同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世外桃源画卷。后乘车返回宜昌，途中可自费【三峡大

瀑布】（大瀑布自费 115+20 元/人，游览时间约 2 小时）景区内青山叠翠、峡谷雄峻、碧水潺潺、瀑

布飞流，珍稀树木随处可见，多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寒武天书、四不像、巴人戌洞、晓峰大佛

等 20多个景点布满景区，三峡大瀑布主瀑高 102米，宽 80米，被誉为“华中第一瀑”游览结束后返

回宜昌，入住酒店。  

 

 

 

早餐后乘车经三峡专用高速公路赴三峡工程所在地――中堡岛，游览【三峡大坝】（内宾换乘车

费必须自理 35元/人，游程约 2.5小时）建设勘测点―——坛子岭观景点，登上三峡大坝最佳观景点，

观三峡大坝全貌，俯看壁立千仞的“长江三峡第四海”――双线五级船闸，截流纪念园观三峡大坝工

程实物及影像资料，再现葛洲坝、三峡大坝截流的历史性画面，185平台观高峡出平湖壮丽风光，游

览结束后送团。（返程动车建议定 15点以后的车次，飞机建议定 16点以后的航班） 

D5、神农架-宜昌                       用餐：早中餐                         住宿：宜昌酒店 

D6、宜昌-三峡大坝-各地                 用餐：早餐                        住宿：温馨的家

  



费 用 包 含

费 用 不 含

 
 

 

1、用餐：5 早 5正（不占床不含早餐，疫情期间可能为打包早） 

         如收客总人数为 10人以下，费用按照 100元/人退给客人自理正餐 

2、住宿： 

（品质版）： 

D1、D2、恩施参考酒店：高旗、风之舞、盛和嘉园、唐门、农科院、江景宜欣、瑞锦精品或同级； 

D3、D5宜昌参考酒店：京陵宾馆、宜锦花园、纽宾凯尚居、运七（西陵二路店）或同级； 

D4、木鱼参考酒店：神农假日酒店、hello酒店、鑫源大酒店、凯旋大酒店、南山悠然或同级； 

（尊享版）： 

D1、D2恩施参考酒店：怡游、M酒店、华睿丽嘉、朗曼、维也纳酒店、世纪银华、朗宁或同级； 

D3、D5宜昌参考酒店：金东山、民生、朗悦、华洋星光、宜锦美怡、汇豪国际或同级； 

D4木鱼参考酒店：爱豪酒店、心怡酒店、木鱼大酒店或同级； 

3、景点：所列景点大门票（恩施大峡谷、大清江，神农架套票） 

4、交通：优选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正座) 

5、导游：全程当地优秀导游讲解服务； 

6、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 

特别提示：1、此产品为旅行社协议打包价，全优免同价；出团前三天内取消，收取损失 300 元/人，

报名即认可此协议 

2、旅行社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增游览先后顺序 

 

 

1、必须消费：恩施大峡谷换乘车 20 元/人+地面缆车 30 元/人、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景交车 60 元/人；

三峡大坝环保车 35元； 

2、自愿消费：恩施大峡谷上行索道 105 元/人、下行索道 100 元/人、恩施大峡谷垂直电梯 30 元/人、

手扶电梯 30元/人；三峡大坝电瓶车 20元/人；三峡大瀑布 115+20元/人 

3、全程不含单房差，如遇出游人数为单数，需补单房差，价格现询 



注 意 事 项

4、个人意外保险建议游客自行购买 

5、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6、儿童标准：1.2米以下儿童仅含当地旅游车位、导游服务及半餐费用，其他费用游客自理 

 

【重要提示】：请游客务必详细阅读 

1、请成人带好有效的特殊证件（军官证，老年证等），儿童带好户口本； 

2、当地用餐口味较辛辣，且普通团队餐厅菜式比较雷同。建议旅游者可自带些佐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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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车、封路、塌方等），经全车游客签字同意，可变更或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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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湖北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景区森林覆盖率高，雨水充沛，请带好必备的驱蚊药品、晕车药品、防晒用品、太阳镜、

太阳帽、雨伞，旅游需尽量穿旅游鞋，应避免穿皮鞋、高跟鞋。同时建议自备清热、解暑的药或冲剂。 

5、记好导游手机号备用，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贵重物品可寄存在酒店前台保险柜，下榻的酒店的名称位置也要记牢，不要随

便相信陌生人，特别是三轮摩托车、街头发小广告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6、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文明旅游、文明出行，自觉爱护景区的花草树木和文物古迹，不得随意攀折、不随意在景区、古迹

上乱涂乱画、不乱丢垃圾、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等。很多景区和酒店周边有小摊小贩，如无意购买请不要与其讲价还价，一旦

讲好价格不购买的话容易产生矛盾。出游请保持平常的心态，遇事切勿急躁，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 

7、请配合导游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游客的投诉诉求以在行程中，旅游者自行填写的意见单为主要依据。不填或虚填者

归来后的投诉将很难受理，如在行程进行中对旅行社的服务标准有异议，请尽量在景区当地解决。如在旅游期间在当地解决不了，

可在当地备案，提醒：旅游投诉时效为离团之日起 15 天内有效。 

8、行程不含的其他景点地区当地特色旅游项目及告知内容，如有需求可与当团导游联系，合理安排时间，不给旅游留下遗憾。

体验项目当地导游可根据体验的最佳时间进行合理安排。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章第九条至第十六条，请游客尊重旅游从业者的人格和宗教信仰，不得损害、侵犯旅游

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0、为了保证旅游从业者的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安全、健康、方便的旅游服务，旅游从业者将在旅游过程中有可能进行录音。

（如有录音、录影行为导游将提前告知旅游者） 

【游客须知】：请游客务必详细阅读 

1､本产品行程实际出行中，在不减少景点且征得客人同意的前提下，导游、司机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

适当调整（如调整景点游览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确实无法执行原行程计划，对于因此而造成的

费用变更，未产生费用，按照我社退费标准进行退费，敬请配合。出游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景点未能正常游玩，导游

经与客人协商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取消或更换该景点，或由导游在现场按旅游产品中的门票价退还费用，退费不以景区挂牌价为准，

敬请谅解。 

2､如遇路况原因等突发情况需要变更各集合时间的，届时以导游或随车人员公布为准。 

3､赠送项目，景区有权依自身承载能力以及天气因素等原因决定是否提供，客人亦可有权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 

4､持老年证、军官证、学生证等优惠证件的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具体以出行当日景区公布政策为准。具备条件的游客

请在签约时备注相关信息并在出行时携带好优惠证件，届时由导游统一安排，按打包行程中客人已享的优惠价格，现场退还差价。 

5､因当地经济条件有限，交通、酒店服务及设施、餐饮等方面与发达城市相比会有一定的差距，敬请谅解。 

6､旅游团队用餐，旅行社按承诺标准确保餐饮卫生及餐食数量，但不同地区餐食口味有差异，不一定满足游客口味需求，敬请见

谅。 

7､在旅游行程中，个别景点景区、餐厅、休息区等场所存在商场等购物场所，上述场所非旅行社安排的指定购物场所小吃点、小

卖部、零食野果等。提醒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理性消费并索要必要票据。如产生消费争议，请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义务，由此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9､团队行程中，未经领队/导游同意，旅游者不得擅自脱团、离团。经领队/导游同意后，您应签署离团责任书，自行负责人身及

财产安全，与本社无关。未完成部分将被视为您自行放弃，已实际产生损失的行程，不退任何费用。 

10､在旅游旺季或者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您的行程游览不受影响，行程的出发时间可能会提早（具体出发时间以导游

通知为准），导致您不能正常享用酒店早餐。我们建议您跟酒店协调打包早餐或者自备早餐，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