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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able_Summary]  春节长假纵享休闲，国内、出境两相宜：春节将至，一整年的繁杂

与忙碌将告一段落，趁着春节长假来一场放松身心的旅行是最佳之

选。考虑不同的旅游需求，我们精心选取了两种方式（自由行、跟

团游），两大方向（国内游和出境游），共五条推荐线路供您选择。

自由行产品方面选择物美价廉的在线旅游零售商产品：①国内长白

山温泉滑雪之旅②出境短途路线苏梅岛随心海岛之旅③出境长线游

欧洲法国巴黎时尚文化之旅。我们首次推出众信专区，出境跟团游

产品推荐：④出境短途跟团路线巴厘岛圆梦港丽之旅⑤出境长线跟

团路线新西兰美食美景之旅，更有独家优惠可享受。 

 自由行线路首选物美价廉在线旅游零售商产品： 

 长白山：寻访北国飘雪冬意，温泉滑雪之旅。 

长白山四季皆美景，冬季景更佳，体验赏雪、滑雪、泡温泉的

北国冬意。推荐由携程网提供，出发地齐全，行程长短适中，

性价比较高的“长白山 5 日自由行•万达度假区深度滑雪游”。 

 苏梅岛：纵享炽热沙滩风情，浪漫海岛之旅。 

春节假期遇上国内最冷的时节，气候适宜的热带海岛适合全家

出行，推荐安静美好的泰式风情小岛—苏梅岛。推荐途牛半自

助游产品，全家出行便捷，充分享受感受阳光沙滩慢节奏生活。 

 法国巴黎：感受欧洲小资情调，时尚文化之旅。 

趁着春节假期感受一下欧洲都市的时尚与文化也是好的选择，

尽情享受巴黎的浪漫风情。推荐性价比较高的携程 “Pershing 

Hall Hotel（潘兴豪酒店）+往返泰国国际航空”线路。 

 众信专区独家优惠：巴厘岛、新西兰跟团游 

 巴厘岛：圆梦港丽之旅 

幽蓝海水绵白细沙，巴厘岛就像经线纬线一样，定义了世界上

“人间天堂”的存在。推荐众信旅游推出的特色“圆梦港丽，

巴厘岛 5 晚 7 日”产品，特色酒店国际超五星度假酒店无限港

丽，给您不一样的度假体验。 

 新西兰：美食美景之旅 

“爸爸去哪”2 播出后，新西兰成为家庭游、亲子游目的地的不

二之选，恬淡悠闲的生活方式，远山碧海的自然美景，古老的

毛利文化，都令人心驰神往。推荐众信旅游推出的特色“新西

兰南北岛美食美景 9 日”，满足您对异国美景美食的全部渴望。 

 

 

 

序： 

假期出游宝典：挑选当季最火、最新

鲜的旅游目的地，看图说话。提炼出

最有料的旅行线路，让您不虚此行。

综合价格和服务，筛选出高性价比的

旅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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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节长假：寻一方净土，偷浮生之闲 

春节长假纵享休闲，国内、出境两相宜：春节将至，一整年的繁杂与忙

碌将告一段落，趁着春节长假来一场放松身心的旅行是最佳之选。考虑

不同的旅游需求，我们精心选取了两种方式（自由行、跟团游），两大

方向（国内游和出境游），共五条线路供您选择。自由行产品方面选择

物美价廉的的在线旅游企业线路：①国内长白山温泉滑雪之旅、②出境

短途路线苏梅岛随心海岛之旅、③出境长线游欧洲法国巴黎时尚文化之

旅。跟团游产品方面选择国内领先的出境游批零一体商众信旅游线路：

④出境短途跟团路线巴厘岛圆梦港丽之旅⑤出境长线跟团路线新西兰

美食美景之旅。 

 

2. 自由行线路首选物美价廉在线零售商产品 

对于出游经验较多的游客，跟团游较难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旅游需

求，建议选择自助游或半自助游的方式享受美好假期。 

 

2.1. 长白山：寻访北国飘雪冬意，温泉滑雪之旅 

2.1.1. 长白山——蓝天白雪一天池 

此刻的你，如果想要寻找一处圣洁的雪景，建议您去位于中国东北部吉

林省的长白山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这个“观雪胜地”每到

冬季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心之所向。 

 

图 1：白雪皑皑的长白山 图 2：积雪覆盖的长白山天池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这里没有文人笔下的亭榭楼台或小园香径，也没有诗人意象中的晓风残

月或牧童炊烟，却有独特的纯白气质吸引着八方来客。这里有山无需纵

马，有水无需泛舟，有云无需吟叹。冬天到这里，就只是呆呆地看着银

装素裹的山峰，以及与蓝天白雪相辉映的那一池碧水，就能满足你所有

对冬天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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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望无际的雪原 图 4：苍松与远山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长白山四季皆美景，冬季景更佳，长白山冬天的美具有独特的韵味，此

时游览长白山，您可以臵身于冰雪水晶世界当中，欣赏独一无二的北国

林海雪原风光，还可以体验到赏雪、滑雪、泡温泉雪域王国给您带来的

浓情之旅。 

 

主要景点： 

 长白山天池：长白山是一座活火山，火山喷发后自然形成了一个美

丽迷人的火山口湖——天池。由天文峰俯瞰，冬季的天池犹如一块

白玉镶嵌在群峰之间。冰封的长白山天池，周围环绕着十六座海拔

2500 米以上的山峰。天池每年 11 月末封冻，冰层厚达 1 至 2 米。

但神奇的是，并非全部湖面都结冰，在华盖峰下面的湖中，有一处

200 米长、20 多米宽的狭长水面终年不结冰，这便是池中温泉群的

所在地。湖底常有气泡冒出，冬季水温在 10 摄氏度左右，故天池

又名温凉泊。 

 

 长白冰瀑：一到冬天，叮咚的飞瀑变成了晶莹的冰瀑，树木也变成

玉树琼枝，唯美而浪漫。冬季的长白山许多地方出现冰瀑奇观。巨

大的冰瀑、冰帘、冰幔从峭壁上悬垂而下，似洁白的“玉带”在山

间舞动。这些瀑布有的从断崖上蓦然跌落如江河倒悬，有的从石壁

上凌然直下如白绫脱轴。三江源头有十余处较著名的瀑布，它们水

源丰富，落差较大，景色甚为壮观。此时前往，不仅可以尽享雪域

长白山的乐趣，还可赏识银装素裹的长白山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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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冬季长白山天池 图 6：长白冰瀑 

  
数据来源：生活知识网 数据来源：乐途旅游网 

 

 长白山地下森林：地下森林是长白山主火山锥喷发时断裂切割、塌

陷形成的森林景观。站在谷底森林的边缘，眼前是一片被白雪覆盖

的森林景观，树顶都在人的视线之下，看起来蔚为壮观、震撼，不

是语言能够表达。 

 

 美人松公园：美人松学名长白松因形若美女而得名，是长白山独有

的美丽的自然景观。冬季的美人松，被白雪点缀起来，更有别样的

韵味，雪后晴天里可以去公园里逛逛。公园里有许多雕塑，每个雕

塑上面都有解说。晨起飘着薄雾的小湖，通往深山里的幽静小路，

踩在厚厚的雪堆上面，一步一步前行，有种说不出来的美妙。 

 

图 7：长白山地下森林 图 8：美人松公园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滑雪、温泉）：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是以滑

雪为中心而建的，依邻在长白山西坡的原始森林中，是世界上同纬

度保存最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行业一般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6 of 26 

图 9：夜幕下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图 10：度假区内酒店、娱乐设施齐全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国内滑雪胜地：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地理位臵得天独厚，位于

北纬 41 度的黄金滑雪度假带，受日本海海洋性气流和西伯利亚季

风气候影响，全年降雨量超过 1200 毫米。雪期从 11 月至次年 4 月，

长达 6 个月，积雪深度在 1 米以上，雪质松散，呈絮状，是国内唯

一一家被誉为“会呵护的港湾式滑雪场”，是许多滑雪者的钟爱之

地。 

 

图 11：长白山滑雪场是国内滑雪胜地 图 12：狗拉雪橇等雪上娱乐项目众多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天然室外温泉：长白山温泉内含 26 种矿物质，尤其高含硫化物，

对人体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正好也缓解一下平日紧张工作着不肯

放松的神经。飘飘落落的雪花落到身上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冷，泡

一壶清茶，与朋友们共饮，在这里谈笑风生，洗去了这一天的疲惫

不说，也少去了平日里的拘谨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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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天然温泉矿物质丰富 图 14：室外温泉气氛更佳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数据来源：长白山微信公众号 

 

2.1.2. 线路推荐：携程产品出发地齐全，性价比较高 

春节休闲度假游，长白山温泉滑雪之旅推荐自由度更高、选择性更强的

自由行方式，综合各大旅游网站长白山自由行线路，途牛网产品较多，

但出发地多集中于上海，携程网提供的“长白山 5 日自由行〃万达度假区

深度滑雪游”出发地齐全，行程长短适中，性价比较高，主要推荐此线

路。 

 

表 1：长白山自助游旅游线路 

出发

地 
目的地 

出发

日 

供应

商 
线路 定价 

上海 长白山 02.18 携程 【长白山 5 日自由行〃万达度假区深度滑雪游】 8272 起 

北京 长白山 02.18 携程 【长白山 5 日自由行〃万达度假区深度滑雪游】 7725 起 

广州 长白山 02.18 携程 【长白山 5 日自由行〃万达度假区深度滑雪游】 7655 起 

上海 长白山 02.18 途牛 
【<长白山万达凯悦 4 日自助游>赠送滑雪和汉拿山温泉票、大剧

院门票，免费机场接送机服务】 

7918 起 

上海 长白山 02.18 途牛 
【<长白山西坡万达酒店 5 日自助游>东北屋脊，生态绿肺，另有

接送机、1 日游可选】 

5720 起 

上海 长白山 02.18 途牛 
【<长白山万达 4 日自助游>万达度假区品牌酒店，多样选择，赠

送滑雪和免费接送机服务】 

6270 起 

上海 长白山 02.18 
驴妈

妈 

【<东北>醉美长白山、和平滑雪、雪乡双飞四日半自由行<3 晚入

住豪华型酒店含自助早餐>】 

5968 起 

数据来源：携程网、途牛网、驴妈妈旅游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 2：携程：【 长白山 5 日自由行（长白山万达宜必思尚品酒店）】详解 

住宿 

房型 床型 早餐 宽带 差价 

标准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0 

家庭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2888 

套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2808 

交通 

行程 时间 地点 机场 航空公司 

去程 02.18  08:50 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春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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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梅岛：纵享炽热沙滩风情，浪漫海岛之旅 

2.2.1. 苏梅岛——碧海白沙椰风徐 

春节假期遇上国内最冷的时节，若无心北国赏雪，索性择一气候适宜的

热带海岛，全家出游，感受海岛的温润与风情。东南亚海岛因签证政策

逐步放开等因素受到国内旅游者的青睐，马尔代夫、普吉岛等较为“平

价”的热带岛屿成为旅游市场热点，难免与国内景点一样的人满为患，

本期推荐您游客量相对较少、安静美好的泰式风情小岛——苏梅岛。 

 

苏梅岛（Koh Samui），位于泰国东南海域，占地 247 平方公里，是泰国

的第三大岛，本岛大部分是满布树林的山丘地带，平地都靠近海岸线边

缘，周遭还另有八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岛屿散落在附近的海域上。 

 

图 15：苏梅岛主要海滩分布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02.18  11:30 长白山 长白山机场 春秋航空 

回程 02.22  11:00 长白山 长白山机场 春秋航空 

 02.22  15:30 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春秋航空 

赠送项目 免费接送机 免费滑雪（每日均可享受） 

数据来源：携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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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月牙般洁白的沙滩，环抱着被阳光晒得闪闪发光湛蓝的海水，随着

波浪轻轻的晃动海面，海水被分出浅蓝至碧绿层次分明的色彩。这就是

苏梅岛，海滩众多、水清沙白、景致迷人。 

 

图 16：苏梅岛绿树环绕 图 17：苏梅岛长滩白沙掩映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苏梅岛最早的居民是 150 年前从海南来此定居的中国人，世代以种椰子

为生。至今，椰树业依然是岛上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每个月要向曼谷

运送约 200 万只椰子。苏梅岛也因此赢得了“椰林海岛”的美名。作为

世界级的海滨度假胜地，苏梅岛上的水上运动也是品种繁多。你可以潜

水、潜泳、划独木舟、划水，甚至扬帆出海。在感慨苏梅岛海滩的美丽

之余，也不要忘了去拜访葱郁的椰树园、沉静的小渔村和美丽的瀑布。 

 

图 18：苏梅岛水上运动丰富 图 19：苏梅岛拥有“亚洲最大的潜水教学中心”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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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海边垂钓 图 21：碧海泛舟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主要景点： 

 查汶海滩（Cha Weng Beach）：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是一个长达 7

公里的新月型海滩。这里是苏梅岛上最长、热闹和有名的海滩了，

柔软的细沙和大海互相印衬着。随处可见着丰富的海上娱乐设施，

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冒险和刺激，在这里你会度过一个非常愉快

的假期，每到夜晚这里也就成为了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 

 

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因此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

路的对面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

众多的高级饭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

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 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

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 

 

图 22：查汶海滩 图 23：海滩对面商业街区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拉迈海滩(La Mai Beach)：虽然海岸线并不长，但是依旧是游客非

常喜欢的海滩之一，透明的海水和新鲜的椰子香蕉林相映成趣。这

里有着非常安静的环境，很有一股原始味，一到晚上，酒吧餐厅和

娱乐场所都会有诱惑的灯光吸引着游客的前来。 

 

 波菩海滩(BOPHUT Beach)：海滩只有两公里的长度，但是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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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清澈还细沙的洁白，风景之美是这里的特色。这里是岛上最古

老的定居之地，从前是一个渔村，是欣赏日落最好的看景点，如今

也可以在这里找一家美味的餐厅尽情品味欣赏。 

 

图 24：拉迈海滩 图 25：波菩海滩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大佛寺 (Wat  Phra Yai )：又称 Big Buddha Temple，是苏梅岛最著

名的寺庙，也是该岛的地标性建筑。该寺庙敬奉着一座大型佛像，

这座高 12 米的金铸大佛像在空中和陆地几公里外就清晰可见，十

分壮观。寺庙不允许穿鞋进入，女士不可以太靠近僧侣，来寻找心

灵寂静的同时也要尊重当地文化。 

 

 安通国家海洋公园 （Angthon National Marine  Park）：安通群岛

国家海洋公园于 1980 年 11 月 12 日宣布成立由 40 多个小岛组成，

是一处必游之地。它位于苏梅岛西北侧约 30 公里的地方，总面积

约 120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只有 50 平方公里。主要有卧牛岛，慈

母岛等等。公园景色秀美，辽阔的大海和石灰岩的小山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风景画。美丽的珊瑚礁和悠静的海湾都是潜水、游泳和划船

的好地方。 

 

图 26：大佛寺金佛 图 27：安通国家海洋公园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祖父祖母石（HIN TA HIN YA）：祖母祖父石是自然风化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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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景点，位于拉迈海滩南侧，祖父石较近，祖母石离海滩较远。泰

国人民信奉佛教，也相信各种传说，相传这里是福地，来这里晒晒

太阳，可以祈祷幸福美满。 

 

图 28：祖父祖母石 图 29：周边小镇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数据来源：十六番网 

 

2.2.2. 线路推荐：出境半自助游产品首选途牛 

全家出行的海岛游受制于出境文化、语言环境差异，建议选取半自助游

得方式，既免去过多行程安排、自行办理签证的烦恼，又有充足的自由

时间感受阳光沙滩慢节奏的生活，建议选择途牛半自助游产品。 

 

表 3：苏梅岛自助游旅游线路 

出发

地 
目的地 

出发

日 

供应

商 
线路 定价 

全国 苏梅岛 02.17 携程 【苏梅岛 5 日 4 晚自由行〃新航春节包机】 8299 起 

全国 苏梅岛 02.17 携程 【苏梅岛 5 日 4 晚自由行〃五星新航】 8488 起 

全国 苏梅岛 02.18 携程 【苏梅岛 6 日 4 晚自由行〃查汶海滩酒店精选】 11816 起 

全国 苏梅岛 02.18 途牛 
【<苏梅岛 4 晚 5 日半自助游>2 月 20 日途牛整包 查文区 5 星中

央格兰德】 

11513 起 

北京 苏梅岛 02.14 
众信

旅游 
【东南亚-苏梅随心 苏梅自由行 5 晚 6 日】 

9480 起 

上海 苏梅岛 02.14 
凯撒

旅游 
【新航假期—曼妙苏梅岛 5 日自由行（Belmond 纳帕塞酒店）】 

10960 起 

数据来源：携程网、凯撒旅游网、众信旅游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 4：途牛：【 <苏梅岛 4 晚 5 日半自助游>2 月 20 日途牛整包 查文区 5 星中央格兰德】详解 

住宿 

房型 床型 早餐 宽带 差价 

标准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0 

家庭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1868 

套房 大床 双早 免费 +￥2688 

交通 

行程 时间 地点 机场 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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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国巴黎：感受欧洲小资情调，时尚文化之旅 

2.3.1. 巴黎——时尚文化购物忙 

法国首都巴黎的绰约风姿举世闻名，充满历史文化承载的建筑物，弥漫

艺术与时尚气息的城市气质，这些都早已使巴黎成为了一座世界名都，

也是无数渴望邂逅浪漫的游人望穿秋水的地方。巴黎圣母院、卢浮宫、

凯旋门，这些俯拾即是的建筑物和内涵价值足以令无数游人为之兴奋，

而当你站在埃菲尔铁塔下，见证绚烂绽放的五彩灯光时，那种感动足以

永生铭记。 

这个季节的巴黎少了国际大都市的拥挤，多了一份宁静，可以充分感受

巴黎浓郁的时尚和文化气息。 

 

主要景点： 

 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 —现代巴黎的标志 

在巴黎，几乎没有哪座现代建筑比战神广场上的埃菲尔铁塔更有名了，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古代巴黎的象征，那么，埃菲尔铁塔就是现代巴黎

的标志。埃菲尔铁塔分为三楼，其中离地面 57.6 米的一层有播放埃菲尔

铁塔历史短片的迷你博物馆；离地面 115.7 米的二层设有高级餐厅；而

离地面 276.1 米处的第三层建有观景台，游客在这里可将巴黎的市容市

貌尽收眼底。 

 

 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追寻古巴黎的印记 

1163 年始建的巴黎圣母院是古老巴黎的象征，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小说

赋予了圣母院宗教文化以外的浪漫元素，哥特式的建筑外观和内部绝美

的玫瑰花窗都标志着当时登峰造极的建筑技艺，而钟楼塔顶的滴水石兽

那惟妙惟肖的神态也是圣母院一大特色。 

 

去程 02.20  00:10 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新加坡航空 

 02.20  05:50 新加坡（08:40） 
新加坡樟宜国际

机场 

新加坡航空 

 02.20  09:30 苏梅岛 
苏梅岛国际花园

机场 

新加坡航空 

回程 02.25  10:15 苏梅岛 
苏梅岛国际花园

机场 
新加坡航空 

 02.25  13:05 新加坡（17:05） 
新加坡樟宜国际

机场 

新加坡航空 

 02.25  22:20 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新加坡航空 

赠送项目 赠送环岛一日游 3 天实足的自由活动时间 

数据来源：途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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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埃菲尔铁塔 图 31：巴黎圣母院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法国纪念性建筑代表 

位于巴黎戴高乐星形广场中央的凯旋门是一座拿破仑击败俄奥联军后

为彰显国力而建造的气势磅礴的伟大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了代表巴黎乃

至法国的地标建筑之一。游人可以登至凯旋门顶部欣赏远处景色，而凯

旋门正下方有一处法国无名战士的陵墓令人驻足，陵墓旁燃烧着一团火

焰，生生不灭，恒久长明，以此纪念着那些在一战中殉国的烈士英魂。 

 

 卢浮宫（Muséedu Louvre）——人类艺术瑰宝的殿堂 

建于 1204 年的卢浮宫最初只是用作防御的城堡，用来存放王室的财宝

和武器，后经弗朗索瓦一世等 9 位君主不断扩建，历时 300 余年，形成

一座呈 U 字形的宏伟宫殿建筑群，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

馆之一。卢浮宫的镇馆三宝分别为蒙娜丽莎画像、断臂维纳斯雕像和胜

利女神石雕。博物馆的入口是由华裔建筑大师贝隶铭设计的玻璃金字

塔，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独特建筑。 

 

图 32：凯旋门 图 33：卢浮宫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昵图网 

 

 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巴黎最美街道 

大道东起矗立有埃及方尖碑的协和广场，向西延伸 1915 米直到屹立着

凯旋门的戴高乐广场。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着大道中央车水马龙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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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和大道两旁被浓密法国梧桐树遮盖下的悠闲，体会着巴黎人的生活和

浪漫。名店、时装、电影院穿插其中，华丽，优雅，美丽，俨然成了它

的代名词。人流中有的衣着光鲜，有的整洁素雅，也有青春热烈，也有

简单随意，却没有丝毫的矫情与做作。 

 

 凡尔赛宫（Chateau de Versailles）——西方建筑的集大成者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市区以西约 20 公里，由路易十四督造，以其雍容华

贵和充满想象力的建筑设计闻名于世。路易十四和玛丽安东尼特皇后一

度在此尽享荣华，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整个凡尔赛宫在 18 世纪时则

俨然成为全欧洲各国皇家宫殿竞相模仿的绝美典范。凡尔赛宫的后花园

异常庞大，约有北京颐和园的三分之一。而花园内的大型喷泉雕塑以及

修剪精细的各类树木灌丛，也格外优雅非凡。 

 

图 34：从凯旋门俯看香榭丽舍大街 图 35：凡尔赛宫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2.3.2. 线路推荐：法国都市深度游，自由行产品携程占优 

出境自由行推荐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打包度假产品(机票+酒店)，国内 OTA

巨头携程在打包度假方面优势明显，线路丰富，性价比较高，应为首选。

我们精选出发地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目的地为巴黎的自由行线路

以为不同需求的游客参考。 

 

表 5：法国自助游旅游线路 

出发

地 
目的地 

出发

日 

供应

商 
线路 定价 

上海 巴黎 每天 途牛 【<法国巴黎一地 5 晚 7 日自助游>享受自由的行走】 12262 起 

上海 巴黎 每天 携程 【Hotel Thoumieux（图米厄酒店）+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12947 起 

上海 巴黎 每天 携程 【Pershing Hall Hotel（潘兴豪酒店） +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16023 起 

北京 巴黎 每天 途牛 【<法国巴黎一地 5 晚 7 日自助游>享受自由的行走】 12378 起 

北京 巴黎 每天 携程 【Pershing Hall Hotel（潘兴豪酒店） +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11904 起 

北京 尼斯 每天 携程 
【Starhotels Splendid Venice（辉煌套房星级酒店）+往返阿联酋航

空航空】 

15769 起 

广州 巴黎 每天 携程 【Hotel Thoumieux（图米厄酒店）+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9166 起 

广州 巴黎 每天 携程 【Villa Glamour（魅力别墅）+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10172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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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携程网、途牛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携程推出的“Pershing Hall Hotel（潘兴豪酒店） +往返泰国国际航空”，

该自由行路线往返飞机，并且住宿酒店为四星级酒店，但是整体价位却

在相关自由行价位中处于中下等水平，此外酒店位于香榭丽舍大街附

近，整体上环境优雅，舒适度高，属于四星级酒店里性价比较高的酒店，

并且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交通十分方便，而且附近景点丰富，对于自由行

的人来说，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酒店，因此重点推荐。 

 

图 36：Pershing Hall Hotel 餐厅  图 37：Pershing Hall Hotel 大厅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表 6：携程：【 Pershing Hall Hotel（潘兴豪酒店） +往返泰国国际航空】详解 

住宿 

房型 床型 早餐 宽带 差价 

标准房 大床 / 收费 ￥0 

豪华房 大床 / 收费 +￥1725 

套房 大床 / 收费 +￥7763 

交通 

行程 时间 地点 机场 航空公司 

去程 第一天 17:05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第二天 07:05 巴黎 戴高乐机场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回程 第一天 13:40 巴黎 戴高乐机场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第二天 05:30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数据来源：携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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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Pershing Hall Hotel 浴室 图 39：Pershing Hall Hotel 卧室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3. 众信专区独家优惠：巴厘岛、新西兰跟团游 

对于首次出境或首次出境长线游的游客，考虑文化、语言环境及获取签

证的便利性等因素，建议选择跟团游的方式。跟团游产品首选国内领先

的出境游批零一体商众信旅游，众信旅游产品线路、特色产品丰富，服

务水平、旅游体验俱佳。 

 

3.1. 巴厘岛：阳光沙滩，浪漫与艺术的交织地 

3.1.1. 巴厘岛——圆梦港丽之旅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 33 个一级行政区之一，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白

沙滩，世界级的冲浪点，珊瑚礁和水疗中心无处不在，这里是个阳光普

照的度假胜地，而且还有更多田园农舍、森林草原和急流深谷，错落有

致地分布在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北部的六座火山一字排开，更添几分苍

莽壮阔。一座座优雅精致的别墅隐藏其间，营造出遗世独立的情调，弥

漫着花香的传统 SPA 令人身心愉悦。充分体验这座小岛，沉浸在那不可

言喻的享乐中吧。 

 

图 40：巴厘岛碧海蓝天 图 41：巴厘岛景点分布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主要景点： 

 海神庙：建于 16 世纪，供奉着巴厘诸神。一段狭窄的悬崖伸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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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寺庙就建筑在这悬崖之上。每逢潮涨之时岩石被海水包围，整

座寺庙就与陆地隔绝，孤零零地矗立在海水中，景观十分奇特。它

不仅是巴厘岛三大神庙之一，也是七座濒临海岸的庙宇中最著名

的。海神庙拥有巴厘岛最美的夕阳，因此日落时分是观赏海神庙的

最佳时间。寺庙对岸有一座观景亭，可以远眺落日景致，夕阳将金

光洒满印度洋，朦胧的光线勾勒出海神庙古典而充满浪漫情调的轮

廓。 

 

 乌布镇：一个远离海滩的小镇，位于巴厘岛中南部。这里是巴厘岛

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村。大街小巷的工艺品商店

和多个博物馆让乌布散发着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绘画、雕刻、音

乐、舞蹈、纺织、摄影、建筑等艺术形式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自

1930 年代以来，乌布的名字就在西方艺术界广为流传，至今仍常有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寻找创作灵感，而电影《美食、祈祷和恋爱》

还曾在此取景。 

 

图 42：悬崖上的海神庙 图 43：乌布镇市集小艺术品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金巴兰海滩：位于巴厘岛国际机场以南，以其壮观的海上日落美景

而闻名，曾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日落之一。狭长的海滩似乎没有

终点，面对着无尽的海洋，脚踏软绵绵的沙，如漫步在天堂一般。

每当夕阳西下，落日就像沉入大海一样，短暂却无比美妙和壮观。

天色暗下，行人如剪影，又是另一幅风景画。 

 

 库塔海滩：是巴厘岛游客聚集最多、最热闹的海滩之一。这里的海

滩平坦，沙粒细腻，是享受日光浴、欣赏日落美景的好地方。库塔

的魅力还在于其得天独厚的海浪，造就了这个著名的冲浪圣地。在

库塔月牙形的海湾中，两端适合戏水及初学冲浪，而中间段则是专

业冲浪者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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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金巴兰海滩唯美落日 图 45：冲浪圣地库塔海滩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圣泉寺：圣泉寺是巴厘岛的一个著名庙宇，依地下泉眼而建，因此

得名。寺中有十多个出水口，虽历经千年，泉水却依然清澈。每个

出水口都代表着一种神明，据说在圣泉中洗礼可以得到庇护、祛除

疾病，不仅附近的居民每天会来这里沐浴，众多的外国游客也纷纷

前来朝圣。 

 

 乌布皇宫：这栋在 16 世纪建成的宫殿气势恢宏，尤其是外观精美

的石刻艺术，堪称一绝。当时政府规定所有建筑的高度不得高于椰

子树，皇宫也不例外，因此这座建筑并不高。远远看去，宫殿的大

门像一座塔形的牌坊，虽称不上华丽，但足以让人过目不忘。这座

宫殿是乌布王朝请了当时著名的艺术家设计而成的，光是殿内精致

细腻的手工雕刻就值得仔细欣赏一番。随处可见的金箔装饰贵气逼

人，让整个气氛更显辉煌。 

 

图 46：圣泉寺虔诚的祷告者 图 47：乌布皇宫石刻艺术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3.1.2. 线路推荐：众信产品涵盖经典兼具特色 

巴厘岛属于东南亚海岛中入门级海岛，岛体不大，具有很强的度假属性，

适宜全家度假休闲出行，但若想免去安排行程的烦恼且能够充分享受不

一样的假期旅行，建议选择优质出境社的特色产品。推荐众信旅游“圆

梦港丽，巴厘岛 5 晚 7 日”之旅，既涵盖巴厘岛全部经典景区，又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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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一样的度假感受：宿巴厘岛十大度假村之一的港丽度假酒店，体验

海上嘉年华，乘坐玻璃船观海龟水中游。 

 

 

图 48：港丽度假酒店外观 图 49：酒店与蓝海相连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 数据来源：昵图网 

 

表 7：众信旅游：【 圆梦港丽，巴厘岛 5 晚 7 日】详解 

行程安排： 

第一天 北京巴厘岛（参考航班：GA893 北京巴厘岛 0630/1350 或 0850/1610 飞行时间约 7 小时） 

第二天 蜜月湾俱乐部( 海龟岛+玻璃底船)-乳胶工厂-蓝海天堂下午茶-金巴兰落日海滩 

第三天 畅游巴厘岛中部地区：植物园-树顶冒险公园(体验丛林飞跃)-百度库-布拉坦湖-水神庙-海神庙 

第四天 阿勇河漂流-乌布皇宫-polo 店 

第五天 全天自由活动 

第六天 

黄金咖啡-土特产 -库塔海滩洋人街；巴厘岛-雅加达（参考航班：GA419 1855/1955 或 GA415 

1755/1855 或 GA417 1810/1910，飞行时间约 2 小时）；雅加达-北京  （参考航班：GA890 

2055/0500+1 或 2245/0650+1，飞行时间约 7 小时） 

第七天 巴厘岛北京 

线路特色 

线路特色 

巴厘岛十大度假村，拥有巴厘岛名头玻璃教堂，希尔顿旗下度假酒店。玻璃教堂正对着蔚蓝

大海，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连起，从四周通透的玻璃落地窗能看到海景和热带花园的美景。成

为一个完全私密的度假天堂。 

线路特色 
独家赠送 1980 元巴厘岛中部游《仲夏夜之旅》五部曲：热带植物园+树顶公园+百度库+布拉

坦湖+水神庙。 

线路特色 蓝梦天堂：无敌海景 Blue Heaven 蓝海下午茶。 

线路特色 海上嘉年华：蜜月湾俱乐部+海龟岛+玻璃底船。 

线路特色 贵族风范：树顶公园亲近大自然，体验各种个级别丛林飞度。 

线路特色 经典再现：金巴兰海滩，海神庙，KUTA 海滩洋人街。 

数据来源：众信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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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港丽度假酒店沙滩 图 51：酒店池水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图 52：酒店海景房 图 53：酒店泳池房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数据来源：百度旅游网 

 

3.2. 新西兰：纯净自然，全家游、亲子游首选 

3.2.1. 新西兰——美食美景之旅 

新西兰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也是地球上最后一块被发现的主要大

陆，这里融合了当地毛利土著、欧洲、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历史文化，

纷繁多彩，包容而豁达。这里美景一处挨着一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

观止。除了雄伟的冰川、瑰丽的峡湾、嶙峋的高峰、广阔的平原，还有

高低山峦、热带丛林、火山高地以及金银细沙蒲城的千里海滩和舒适惬

意的天然温泉。“爸爸去哪”2 播出后，新西兰成为家庭游、亲子游目的

地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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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乡镇小路 图 55：宁静平原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图 56：蔚蓝海湾 图 57：圣洁雪山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主要景点： 

 皇后镇：皇后镇是一个被南阿尔卑斯山包围的美丽小镇，也是一个

依山傍水的美丽城市。皇后镇全处都是完美的观光地点，夏季蓝天

艳阳，秋季为鲜红与金黄的叶子染成缤纷多彩的面貌，冬天的气候

清爽晴朗，还有大片覆着白雪的山岭，而春天又是百花盛开的日子。

四季分明，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皇后镇，一年四季都有她不

同的美，她离你并不遥远！ 

 

 蒂阿瑙：蒂阿瑙是新西兰南岛进出著名的米佛峡湾的必经之路。蒂

阿瑙小镇的名字来自于蒂阿瑙大湖，蒂阿瑙大湖是南岛的第一大

湖，全新西兰的第二大湖。硕大的蒂阿瑙大湖没有钻石版耀眼的灿

烂，但却拥有着无可替代珍珠般的光彩和晶莹，令人身心平静。TE 

ANAU 也是电影《侏罗纪公园 II》的拍摄地之一。站在蒂阿瑙湖畔

望眼看去湖的对岸，连绵起伏的南阿尔卑斯山脉环绕的美丽的蒂阿

瑙大湖，云朵在山脉间悠闲的散步，蔚蓝色的天空映着湖水的波澜，

这一切步入眼帘的景色让你觉得这人世间原来真的有仙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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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皇后镇 图 59：蒂阿瑙湖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罗托鲁瓦：罗托鲁瓦作为新西兰旅游业的发源地也是新西兰本土毛

利文化的中心。看五彩热池喷泉，找找《魔戒》中的“莫多山”，

感受这个神秘又美好的小城。了解他们引以为豪的精神和悠久的历

史。这就是这里的特色：友爱与分享。 

 

 米尔福德峡湾：米尔福德峡湾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陡峭、嶙峋

的悬崖自平静黑暗的水面穿出，岩壁上生长着茂密的雨林，瀑布从

数百米高的地方飞泻入海。米尔福德峡湾的水上之旅是饱览峡湾美

景最主要的旅行方式，这旅程因海豹、海豚和几乎必下的倾盆大雨

（年降水量多达 7 米）、由此形成的无处不在的瀑布以及与之相称

的曼妙的薄雾，而更加美丽。飞机观光以及海上划皮艇观光是另外

两种感受山峰、瀑布以及陡峭山崖的绝好方式。水下观察站能使你

感受到与一般水下风光不同的景致。 

 

图 60：罗托鲁瓦湖 图 61：米尔福德峡湾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峡湾国家公园：《魔戒》中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整个大地

如同一个打翻了的调色板，在你眼前展现着自然之美。峡湾国家公

园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端，濒临塔斯曼海。1904 年被列为保护区，

1952 年辟为公园，1990 年峡湾国家公园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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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蒂瓦希普纳默“，意为“绿宝石之地"。这个地区有最珍贵

的矿产资源。峡湾国家公园面积 12120 平方千米，是新西兰最大的

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 

 

 怀托摩萤火虫洞：怀托摩萤火虫洞是新西兰北岛西部山区的石灰岩

溶洞，也是新西兰著名的景区。毛利语中怀托摩是绿水环绕的意思。

洞壁上，星罗棋布的绿色光点层层叠叠，这些绿光闪烁在黢黑水面

上，光影翻倍，这是一个属于绿色精灵的奇妙世界。萤火虫洞主要

由三个各具特色的溶洞组成，怀托摩萤火虫洞、鲁阿库利洞以及阿

拉奴伊洞。一般游客的游览路线是根据你的时间和兴趣，将三个洞

穴自由组合进行游览。 

 

图 62：峡湾国家公园 图 63：怀托摩萤火虫洞 

  
数据来源：携程网 数据来源：携程网 

 

3.2.2. 线路推荐：全家游、亲子游产品首选众信旅游 

新西兰从“爸爸去哪”第二季播出后，成为全家游、亲子游重要目的地

之一，但由于距离中国路途遥远，签证、语言等因素制约，首次出游家

庭建议选择跟团游方式。推荐众信旅游推出的特色“新西兰南北岛美食

美景 9 日游”，满足您对异国美景美食的全部渴望。 

 

表 8：众信旅游：【新西兰南北岛美食美景 9 日】详解 

行程安排： 

第一、二天 
北京（或可配的联运城市） 广州 奥克兰（南航） 

第三天 奥克兰 皇后镇 蒂阿瑙 （AUCKLAND / QUEENSTOWN -TE ANAU），乘游船

前往蒂阿瑙萤火虫洞观赏神奇的萤火虫，在蒂阿瑙 Distinction 酒店内享用超级汉堡套餐。 

第四天 

蒂阿瑙- 神奇峡湾 –蒂阿瑙（TE ANAU - DOUBTFUL SOUND -TE ANAU ），先搭渡轮航游，

横越玛纳波利湖；之后搭乘巴士穿越威尔莫特山隘口，途中可欣赏到原始自然的景色；而后

双体游船航游神奇峡湾 Doubtful Sound，中午在船上享用午餐；晚餐特别安排在蒂阿瑙的 

Distinction 酒店内享用龙虾套餐。 

第五天 蒂阿瑙 皇后镇（TE ANAU-QUEENSTOWN），乘坐世界上最古老的 TSS 厄恩斯劳号蒸

汽船，穿过瓦卡提普湖，我们将登上瓦尔特峰高原牧场。TSS 皇家庄园餐厅享用午餐，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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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欣赏到这里的湖景，美食美景，双重享受，午后搭乘天空缆车俯瞰皇后镇美景，更可享受

新西兰传统口味的海鲜自助餐，新西兰皇后镇天空缆车餐厅曾获评为世界最佳景观的餐厅之

一。 

第六天 

皇后镇  奥克兰（QUEENSTOWN/AUCKLAND），一早将乘飞机飞往新西兰最大的

城市和港口、具有“帆船之都”美誉的奥克兰。抵达奥克兰后，将在奥克兰市区进行游览：

前往工党纪念碑，俯瞰千帆之都，来到使命湾(Mission Bay) ，晚餐特别安排享用新西兰特色

岩石烧烤晚餐。 

第七天 

奥克兰  罗托鲁瓦（AUCKLAND – ROTORUA），早餐后驱车前往罗托鲁瓦，途径【哈

比人小镇，这是《魔戒》场景哈比人小镇现实中是一个叫做玛塔玛塔的小镇。】，午餐特别安

排在罗托鲁瓦 Aorangi Peak Restaurant 餐厅享用特色午餐（牛排餐），午后前往【爱歌顿牧场：

与各种可爱的动物为伍，近距离接触，并能亲手喂食。】晚餐特别安排：体验土著文化的晚间

活动（提波）Te Po！ 

第八天 罗托鲁瓦 奥克兰（ ROTORUA-AUCKLAND），早餐后前往参观毛利文化村，游览

政府花园，罗托鲁瓦湖边游览，午后将驱车返回奥克兰。 

第九天 
奥克兰 广州 北京（AUCKLAND / GUANGZHOU / BEIJING） 

线路特色 

线路特色 
蒂阿瑙 Distinction 酒店内享用超级汉堡套餐！Distinction 酒店超级汉堡套餐是新西兰餐饮业

中号称最大的汉堡，在蒂阿瑙地区享有汉堡之尊的美称。 

线路特色 

特别安排在蒂阿瑙的 Distinction 酒店内享用龙虾套餐，蒂阿瑙龙虾在世界各地都是拥有着无

与伦比的口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美味的新西兰峡湾龙虾，这里是新西兰进出峡湾的必经之

路，也是峡湾龙虾的“聚集”之地。在蒂阿瑙您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峡湾龙虾。 

线路特色 
体验土著文化的晚间活动（提波）Te Po！（提波）Te Po 是蒂普亚夜间的文化体验活动。它是

一场集文化故事会、文艺表演与毛利佳肴于一体的饕宴。 

线路特色 
山顶美食美景之一：我们将搭乘天空缆车俯瞰皇后镇的美景，更可享受新西兰传统口味的海

鲜自助晚餐，新西兰皇后镇天空缆车餐厅曾获评为世界最美的餐厅之一！ 

线路特色 
山顶美食美景之二：特别安排在罗托鲁瓦 Aorangi Peak Restaurant 餐厅享用特色午餐（牛排

餐），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能在此餐厅坐落的山顶俯瞰罗托鲁瓦湖和罗托鲁瓦市区的景色。 

数据来源：众信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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