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非诚勿扰 6 日游
出发城市：北京
出发日期：6 月
最低成团人数：30 人
行程特色：
东航包机直飞，轻松拥抱浪漫北海道，乐享假期，感受迷人北海道；
札幌、小樽、富良野、层云峡、阿寒湖、网走周游，游遍北海道美景；
全程三晚温泉酒店，穿和服，体验榻榻米，露天温泉享受泡汤乐趣；
探访阿寒湖、能取岬、北滨车站，寻找电影《非诚勿扰》的足迹；
特别安排超人气梦幻巧克力工厂-白色恋人，感受童话般的浪漫气息；
漫步小樽运河谛听八音盒悠扬旋律，狸小路商业街享受淘宝乐趣；
酒店安排（以下常用酒店信息及图片仅供参考，实际安排以出团确认行程为准）
：
TOMAMU 度假村（星野リゾート

トマム）http://www.snowtomamu.jp/

TOMAMU 度假村四面环山，在大自然山岳所围绕之中设有 3 家酒店，环境优美，设施齐备，配有高尔夫球
场，室内造浪游泳池等各种娱乐设施，拥有最大的海水浴场，并且还拥有只有在 TOMAMU 才能观赏到的
自然奇观-云海。度假村内的海鲜市场餐厅，有日、中、西各式各样口味的菜色，在 TOMAMU 多彩的夏季
中，给您提供多种北海道特有的美味体验。

新阿寒温泉酒店（ニュー阿寒ホテル）http://www.newakanhotel.co.jp/
新阿寒酒店位于阿寒湖畔，日式风情浓郁的和室客房，感受榻榻米的香气，窗外湖光潋滟，烘托出宁静
安详的气氛。酒店拥有展望大浴场，屋上的露天温泉与阿寒湖水互相交融，浑然天成，分不清是在湖中
还是温泉中。精美的自助晚餐，采用北海道特产的北国珍味与季节的食材，色味俱佳。附近的温泉街座
落着阿依努族的部落，琳琅满目的民间艺术品店铺连绵不断，还有阿依努族传统舞蹈每日上演。

层云峡观光酒店（層雲峡観光ホテル）http://www.sounkyo-kankou.co.jp/
酒店内分为「纯日式高级别馆四季」和「本馆彩花」，共 242 间客房，绝大多数为和式。入浴设施有充
满开放感的宽敞大浴池和可悠闲欣赏四季景色的露天浴池。请一边泡露天浴池，一边享受北海道大雪山
国立公园丰富多彩的大自然。酒店全年为客人提供新鲜的本地料理。

札幌 EMISIA 酒店：ホテルエミシア札幌（旧：シェラトンホテル札幌）http://www.hotel-emisia.com/
札幌艾米西亚酒店于 2014 年重新装修，原札幌喜来登酒店，酒店享有便利的地理位臵，酒店步行 2 分
钟即可抵达新札幌站，可直接通往火车站、地铁站、高速公路及巴士总站。客人可以在酒吧享用饮品，
安排舒缓的按摩服务或使用 spa 设施。酒店还提供行李寄存处、礼宾和外币兑换服务、客房服务以及自
动售货机。从酒店拥有 511 间客房及 29 间套房，客房风格迥异，既有现代西式客房，也有正宗日式客
房，为您营造出个性化的舒适住宿氛围，还可从高层欣赏美丽夜景，是游览北海道景色的理想之选。

团队餐食：
酒店内用早餐，午晚餐为日式定食套餐或日式涮锅或酒店内精致自助餐
特色餐食：温泉酒店百汇料理自助餐
交通工具：
航班：东航包机直飞北海道；
巴士：日本空调旅游巴士；
相关网站：
日本国家旅游局中文官网 http://www.welcome2japan.cn/
屈斜路湖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096.htm

阿寒湖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378.htm

层云峡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383.htm

小

樽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411.htm

札

幌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14.htm

天气预报

http://weather.yahoo.co.jp/weather/

北海道非诚勿扰 6 日游
日期

行 程 安 排
北京  旭川（飞行约 4 小时）
参考航班时间：MU749

13：05 -- 17：30

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乘坐国际航班飞往北海道旭川机场。抵达后驱车前往
风景优美的北海道著名度假村---TOMAMU 度假村 ，后入住酒店休息。
（本日
晚餐自理）
第一天
TOMAMU 度假村：拥有最舒适的宾馆、最新鲜的海鲜和最大的海水浴场,是北海道中环境最优美，设施最齐备
的度假村。您可自费尽情享受度假村内各种设施，您可在池边的躺椅上悠闲度过，或是到泳池内随着海浪漂
浮，或是到装有 550 个独立喷嘴的喷射式水疗池，透过水疗按摩，舒缓您平日工作的压力。另外，还有让儿
童欢乐尖叫的各项水上游戏及儿童池，让大人孩子都快乐轻松游玩。
酒店：TOMAMU 度假村 或同级

用餐：自理

交通：飞机、巴士

TOMAMU  富良野（行驶约 1 小时） 阿寒湖（行驶约 4 小时 30 分）
早餐后，前往浪漫花田富良野，在富田农场展望台眺望无垠的花田（不少于
30 分）。之后来到美瑛拼布景观之路，欣赏田园美景（不少于 30 分）。之后
来到久负盛名的阿寒湖，晚上入住阿寒湖畔温泉酒店休息，穿和服，享受日
式美食，体验不同泉质的温泉带来的舒适感受。晚餐后，您可以漫步阿寒湖
畔，一览电影中的无限美景，在鄙之座酒店外留影（
《非诚勿扰》中笑笑入住的酒店及温泉取景地），寻迹影
片人物足迹，找寻电影中的“四姐妹居酒屋”，漫步在阿伊奴原住民村落，享受悠闲时光。

第二天

美瑛之丘：这里的大地缓缓起伏，视野所及之处，各种颜色的花田交织成如诗如画的美景，这里是专业摄影
师眼中最爱之处，宏伟的自然风景，展现出四季不同的迷人风貌。
富良野富田农场：马鈴薯花、满天星、波斯菊、罂粟花随风摇曳，在绿意中交错出如织似锦的美丽，仿佛臵
身于欧式庭院，因此富良野也有东方的普罗旺斯之称。
阿寒湖：位于日本北海道东部，风景秀美，是特别天然纪念物绿球藻生长的神秘之湖。湖畔温泉是道东著名
温泉休闲度假胜地之一。这里也是电影《非诚勿扰》摄制的著名外景地。
阿伊奴原住民村落：阿伊奴族是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族人分散在北海道地区，信奉崇拜众多的自然神。漫
步在阿伊奴原住民村落，可以在街边小店品尝这里的传统美食，还可寻找电影里的“四姐妹居酒屋”。
酒店：新阿寒温泉酒店或同级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阿寒湖  北滨车站(行驶约 2 小时)  网走（行驶约 40 分钟） 层云峡
（行驶约 2 小时 30 分）
早餐后，参观完神秘之湖--摩周湖(约 20 分钟)，来到美丽静谧的屈斜路湖
（不少于 25 分钟），欣赏这里特有的“砂汤”，之后来到硫磺山（不少于
30 分钟），观看火山地貌胜景。之后来到北滨车站（《非诚勿扰》电影中两
人下小火车处），寻找剧中人的足迹（不少于 20 分钟）。之后来到广阔的
能取岬（《非诚勿扰》电影中笑笑跳海处），眺望无限海景（不少于 25 分钟）。傍晚，入住层云峡温泉酒店，
享受温泉乐趣，体验温泉美食。

第三天

摩周湖:是在大约 7000 年前因巨大的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海拔 351 米的火山口湖，湖面如镜，带有深深的静谧
的色彩。因湖上经常有雾，让人很难一睹庐山真面目，被誉为“神秘之湖”。
屈斜路湖：阿寒国家公园的一部。注入的河流众多，湖水由钏路川流出，景色秀丽，是舒适的度假地。
硫磺山：是一座活火山，标高 547 米，在大约 1700 年前由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从山麓到山顶有大大小小的喷
气孔，以强劲的气势喷出富含硫磺的水蒸气，附近地带皆笼罩于浓厚的硫磺气味中。
北滨车站：北滨车站是电影非诚勿扰主人公第一次到北海道的车站。小站靠近鄂霍次克海，给人一种寂寞空
灵的感觉，在日本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中也常常被作为背景拍摄。
能取岬：作为电影最后阶段的舞台---“能取岬”，缓缓伸向海面的岬，绿色的草原与黑白两色的灯塔相映成
趣，突出部分为悬崖峭壁，放眼望去，海天一色，景色壮丽非凡。这里也是著名的欣赏落日的场所。
酒店：层云峡观光酒店 或同级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层云峡  小樽（行驶约 4 小时） 札幌（行驶约 40 分钟）
早餐后，参观飞泻而下的银河流星瀑布（不少于25分钟），前往电影《情
书》的拍摄地、浪漫城市—小樽，在小樽运河边悠闲的漫步，
（不少于20分
钟）
，参观北一硝子馆欣赏精美的玻璃工艺品，八音盒馆感受浪漫气息（不
少于50分钟）
。后入住酒店休息

银河流星瀑布从峭壁间由 90 公尺高处直注而下，气势磅渤又名男瀑，一旁的银河瀑布则由数条涓细的支流汇
第四天

流一起，温婉柔顺，因此也称女瀑，这两者则合称为「夫妇瀑布」。这里除了可以顺着溪旁眺望瀑布，感受
瀑布的气势之外，也可以登上对面的观瀑台，同时欣赏这两座瀑布不同的美景。
小樽运河：岸边排列著古老的石造仓库群,沿著运河有石板铺成的步行道,充满异国情调的运河倒映著街灯和
红砖仓库,古典的凝重将街道装扮得多彩多姿,充满怀旧的浪漫情怀。
小樽街道：充满浪漫风格的小樽街道，建筑以欧风为主，古老的八音盒馆，陈列有世界各种八音钟共 3000 余
种，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给人以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北一硝子馆是当地极受欢迎的玻璃工艺店之一，
是一座充满怀古风情的老建筑，里面的展示区就像艺廊般充满艺术感。
酒店：札幌或定山溪酒店

用餐：早中

交通：巴士

定山溪  札幌（行驶约 1 小时）
早餐后，前往北广岛奥特莱斯自由观光（不少于 120 分钟）
，来到北海道
神宫，为家人朋友祈福（不少于 40 分钟）。市内免税店自由购物（不少
于 60 分钟），狸小路商业街自由观光（不少于 90 分钟）。之后回到酒店
休息。
（本日晚餐自理）

第五天

北广岛奥特莱斯:这里进驻店铺总数约达 120 家，包括男女服饰、儿童用品、体育及户外用品、珠宝首饰、生
活时尚用品等日本海内外的中坚品牌。其中有许多是第一次在北海道甚至日本开设奥特莱斯折扣店。此外还
将有不少当地餐饮店、土特产店和北海道特色店等入驻。
北海道神宫是位于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的一座神社。神宫中的分神社“开拓神社”祭祀了一群对于北海道开
拓事业有功劳的人物。
狸小路商业街是札幌著名的购物街，有各种商品专门店、食肆以及土产专卖店。
酒店：札幌 EMISIA 酒店或同级

用餐：早中

交通：巴士

札幌  旭川（行驶约 3 小时） 北京（飞行约 4 小时）
参考航班：MU750

19:00 – 22:55

早餐后，特别安排参观白色恋人巧克力魔幻工厂，感受童话般地浪漫
气息（不少于 40 分钟），后参观大通公园、时计台（不少于 30 分钟），来
到拉面横丁自由观光（不少于 40 分钟）
，随后乘车前往旭川机场，搭乘国际
航班回到北京，结束美妙的日本之旅！（方便游玩，中餐自理）

第六天

白色恋人工房：这座外观古色古香的英式城堡，已成为“巧克力魔幻世界”的代名词，来此参观的每一位客
人，都被这里童话般的奇妙氛围深深吸引。作为北海道代表名产之一，精致美味的“白色恋人”巧克力更是
广受八方游客的钟爱。
札幌市时计台：是现存的日本最古老的钟楼。钟声鸣响持续了 120 年以上，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大通公园：有札幌心脏之称，它不仅是市民及游客歇息的好场所，也是一年一度的盛大雪祭的主要场地；
拉面横丁：作为日本拉面的圣地，拥有 60 年的历史。这里聚集着 17 间各具特色的传统老店，面香袭人，吸
引着众多本地居民和道外游客前往一饱口福。到访北海道却没吃过拉面横町的拉面，就像到了北京却没品尝
北京烤鸭一样遗憾。
酒店：

用餐：早

交通：巴士

提示：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有可能会因境外特殊情况予以前后调整，如(堵车、恶劣天气、景点关门、突发事件等)
包含项目：
1、北京 / 日本往返国际机票团队经济舱费用，含机场建设税；
2、行程所示酒店标准双人间，温泉酒店二人间；
3、境外旅游巴士费用及日籍司机服务（根据实际收客人数，适当调整车型）；
4、境外司导及领队服务费 300 元/人；

5、行程内所列用餐；
6、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7、ADS 团队旅游签证费用；
不含项目：
1、护照费用；
2、洗衣，理发，电话，传真，饮料，烟酒，洗熨、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境外个人消费费用；
3、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4、服务包含项目未提到的其它一切费用。
团签资料：
1、有效期半年以上因私护照（护照末页本人签字）
2、在职证明及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的准假信，退休老人提供退休证复印件
4、大二寸彩照两张（白色背景）
5、签证申请表
6、本人身份证及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7、提供房产、车产、存款证明等其他相关资产证明复印件
8、外领区人员必须是在北京领区工作生活才可送签，需提供暂住证原件
服务说明：
1、 行程说明：
（1） 本社有权根据景点关门时间或当地交通状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
（2） 行程中所列航班时间均为出发地和抵达地的当地时间。日本同北京时间时差为一小时，日本
上午九点，则北京为上午八点。
2、 酒店标准：
（1） 日本的酒店大堂和房间面积相比国内酒店较小，双人间一般 20--25 平米；
（2） 日本的酒店单人间一般为一张单人床，单房差是指用一个单人间产生的差价而非双间单人利
用的差价；
（3） 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我社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3、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
未游览景点门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4、

补费说明：
（1） 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2） 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5、

其他说明：
（1） 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
求是的原则填写《团队质量反馈表》。

旅行社（盖章）：
经办人及电话：

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