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 3 晚+双大学+铁力士+欧洲之星+水晶世界+新天鹅堡+双游船+双特色餐 
国家：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德国 
发团日期： 10 月 28 日、11 月 11 日、11 月 22 日、12 月 06 日、12 月 16 日 
价格：18980 元/人 
级别：惠品四钻 （全程 3-4 星） 英比签 



 

 

 
※学霸工厂：必游世界两大名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搭乘欧洲之星高速火车穿越英吉利海峡 
※伦敦住三晚，巴黎连住两晚 
※乘坐缆车登上瑞士铁力士雪山 
※双游船：塞纳河游船+威尼斯贡多拉 
※入内参观巴黎艺术宝库之卢浮宫含讲解 
※《中餐厅 2》取景地——童话小镇科尔马 
※游览迪士尼睡美人城堡原型新天鹅堡（外观） 
※赠游因斯布鲁克，入内参观水晶世界 
※参观全球三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 
※经典意大利：永恒之都罗马、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浪漫水都威尼斯 
※双特色餐：炸鱼薯条+墨鱼面餐 
※含全程司导服务费 
**英国+比利时签证只需打一次手指模,减少繁琐** 

  

 

 
 

 
 

行程卖点 

简要行程 

Day1：厦门/阿姆斯特丹/伦敦 

Day2：伦敦 

Day3：伦敦-牛津-英国小镇 

Day4：英国小镇-剑桥-伦敦 

Day5：伦敦-欧洲之星-布鲁塞尔 

Day6：布鲁塞尔—巴黎 

Day7：巴黎 

Day8：巴黎—法国小镇（NANCY 附近） 

Day9：法国小镇（NANCY 附近）-科尔马-琉森 

Day10：琉森—新天鹅堡（外观）—因斯布鲁克 

Day11：因斯布鲁克—威尼斯 

Day12：威尼斯—佛罗伦萨 

Day13：佛罗伦萨—罗马  

Day14：罗马/阿姆斯特丹/厦门 

Day15：厦门 

 



 

 

※行程中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为准※ 

 
※欧洲十一月起进入冬令时间,比北京时间调整慢 7 个小时.因日短夜长;欧洲行程基本采用陆路豪华的空调巴士,乘车

旅程会较长,欧洲上空较快入黑.但一路旅途中窗外美景依旧. 需要团员给予理解※ 

出团团号：ETI-GZ-19XXXX 

TOUR NO： 非凡英德法意瑞 15 天一价全包 

欧洲导游： 

导游电话： 

第一天 

10.28 

11.11 

11.22 

12.06 

12.16 

 

厦门/阿姆斯特丹/伦敦 
参考航班( 以实际预订为准 )： 

KL884   XMNAMS  1250/1820 

KL1033  AMSLHR  2030/2050 

 

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装满无限憧憬，踏着轻快的脚步. 团友当天自行前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客机经阿姆斯特丹转机飞往伦敦。 

 

注：导游手举“翔龙万里行”的旗帜 

 

●  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交通：客机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二天 
10.29 

11.12 

11.23 

12.07 

12.17 

伦敦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有数量众多的名胜

景点与博物馆。伦敦是多元化的大都市，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一座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大熔炉

城市，使用的语言超过 300 多种，是全球化的典范。 

●【国会大厦】也叫威斯敏斯特宫，位于泰晤士河边，是英国国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

所在地，哥德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87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宫钟塔，世界上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之一，伦敦的标志性建筑。(约 15

分钟) 

●【威斯敏斯特教堂】(约 15 分钟) 威斯敏斯特教堂又名西敏寺，它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

毗邻议会大厦，它是英国国教的礼拜堂，自 1066 年起它成为历代国王加冕与安息之地，同时

它还是许多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地方，威廉王子的婚礼于 2011 年在此举行 

●【国会广场】(约 15 分钟) 又名西敏寺，它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毗邻议会大厦，它是

英国国教的礼拜堂，自 1066 年起它成为历代国王加冕之地，同时它还是许多王室成员举行婚

礼的地方，威廉王子的婚礼于 2011 年在此举行 

●【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约 10 分钟) 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是历届英国首相的官邸 

●【白金汉宫】（约 25 分钟）建于 1703 年至 1705 年,后经多次扩建,现在是英国女王在伦敦办

公和居住的地方、王室的行政处。 

详细行程 



 

●【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远处拍照约 2 分钟），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是伦敦重大典礼的举办

地，每年英国女王生日，都会在这里检阅仪仗队。 

●【舰队街】舰队街是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著名的街道，一直到 1980 年代舰队街都是传统上英

国媒体的总部，因此被称为英国报纸的老家 

●【伦敦塔城堡】（远处拍照约 10 分钟）又名英国的故宫，数百年来，伦敦塔做过堡垒、宫殿、

监狱、刑场和法院，还做过军械库、文件库、珠宝库和动物园，现在则是宝藏丰富的博物馆和

独具魅力的旅游景点。 

●【伦敦塔桥】（远处拍照约 10 分钟）。是泰晤士河上首座桥梁，造型非常独特,是伦敦的标志

性建筑,桥梁宛如伦敦的大门，因而有“伦敦正门”之称。 
 

交通： 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三天 

 
10.30 

11.13 

11.24 

12.08 

12.18 

伦敦-牛津大学城-英国小镇 （约 90+60 公里） 

 
●【牛津大学城】城里哥德式的尖塔林立，在静谧的气氛中，让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感觉：电影中霍
格华兹魔法学院有很多场景都来自于这里！牛津大学是世界十大知名的学府之一，是英语世界大学的
元老。大学没有围墙和校门，其各大学院都融合了各种建筑特色；作为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中心，包
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 20 多位英国首相以及克林顿等外国首脑，诗人雪莱、作家格林等一批知名学者
都曾求学牛津。（游览约 1 小时） 
 
●【大英博物馆*(不含专业讲解）】汇集世界文明遗迹的艺术殿堂（不含特别展馆门票，不含专业讲解），
其文物收藏之丰富令人难以想象，难怪一提起大英博物馆，英国人总是骄傲的说：走一趟大英博物馆
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游毕后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四天 

 
10.31 

11.14 

11.25 

12.09 

12.19 

英国小镇-剑桥-伦敦 （约 50+60 公里）  
●【剑桥大学】前往心仪已久、闻名全世界的大学城，在这学术名镇，您可悠闲地漫步在各具特色、

各拥风格的学院间。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属“G5 超级

精英大学”。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学。 

●【剑桥国王学院】古老的建筑，一流的学术成绩，学院旁边就是著名的剑河，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是

在这剑河上写下来著名的《再别康桥》。（外观，约 15 分钟） 

●【圣三一学院】是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 1546 年所建,是剑桥大学中规模至大、财力至雄厚、名声

至响亮的学院之一,牛顿、达尔文、罗素、培根是三一学院最著名校。（外观，约 15 分钟） 

●【圣约翰学院】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是剑桥大学第二大学院，在学生人数上仅次于三一学院。（外

观，约 15 分钟） 

 

● 晚餐特别安排【炸鱼薯条餐】（用餐约 1 小时）餐单：炸鱼薯条、饮料或咖啡。 

● 游毕后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午：√ 晚：炸鱼薯条餐 



 

第五天 

 

11.01 

11.15 

11.26 

12.10 

12.20 

伦敦-欧洲之星-布鲁塞尔（约 350 公里） 
●搭乘【欧洲之星火车*】（二等座），伦敦火车站乘坐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穿越英吉利海峡隧道，前

往路途的下一站。 

参考时刻：（LONDON ST-PANCRAS --BRUXELLES MIDI 1258/1608   ） 

 

●【布鲁塞尔】拥有全欧洲最精美的建筑和博物馆，摩天大楼和中世纪古建筑相得益彰。整座城

市以皇宫为中，沿“小环”而建，游览以步行为佳。。(参观时间约一小时) 

●【布鲁塞尔大广场】（约 15 分钟）：（199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

广场是比利时的中心广场，作为欧洲醉美的广场之一。广场面积不大，各种酒吧、商店和餐馆点缀在

广场四周，使广场上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两年的八月，一条无与伦比的鲜花地毯会铺设在广场

中央，长 77 米宽 24 米，上百万五彩斑斓的秋海棠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 

●【撒尿小童】（约 15 分钟）：撒尿小童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标。这座闻名于世的小男孩铜像

是一座落于市中心步行区的雕像及喷水池。这个五岁小孩身材的雕像不大，但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 

●【原子塔】（外观）原子塔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利时地标建筑——原子塔这是比利时著名工程师安德

鲁•瓦特凯恩于 1958 年为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设计的。 
 

交通：火车+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为方便游览，此天午餐自理） 
第六天 

 

11.02 

11.16 

11.27 

12.11 

12.21 

布鲁塞尔—巴黎（约 280 公里） 

 
●【巴黎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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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榭里舍大道】，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著名的一条街道，全长 1800 米，最宽处约 120 米，为双

向八车道，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戴高乐广场，是巴黎美丽浪漫的象征。 

●【凯旋门】巴黎凯旋门是巴黎市的四大代表建筑之一（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

也是目前香榭丽舍大街上最大的一座圆拱门，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在 1806 年在奥斯特尔里茨战役中获

胜而建的。巴黎市区 12 条大街都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放射，气势磅礴。 

●【埃菲尔铁塔】：（外观）矗立在塞纳河南岸法国巴黎的战神广场，它是世界著名建筑、法国

文化象征之一、巴黎城市地标之一，被法国人爱称为“铁娘子”。 

●【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

玛丽王后在这里被处决。广场历经数次改名，最后改称为协和广场。 (以上景点总游览时间时间约 2

小时) 

 

●游毕后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午：√ 晚：√ 
第七天 

 

11.03 

11.17 

巴黎  
●【卢浮宫*】（周二闭馆）。卢浮宫始建于 1204 年，这座城堡经历多次扩建，在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博
物馆，与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欣赏琳琅满目的世界艺术珍宝，
以及有“卢浮宫三宝”之称的“蒙娜丽莎”、“维纳斯”雕像和“胜利女神”雕像。后在卢浮宫附近自



 

11.28 

12.12 

12.22 

由活动。(入内，含门票含讲解，游览时间约 1 小时)【逢周二闭馆，若遇闭馆，景点顺序将相应调整，
敬请谅解】 
●【奥斯曼大街】（自由活动半天）奥斯曼大道从巴黎第八区延伸至第九区，这里汇聚着众多的各色

店铺，时常能看到街上行走着挎着各种手袋的东方面孔。您可以在附近百货商场自由购物，享受买买

买的乐趣，或者您可以找家咖啡馆，尽情享受慵懒的巴黎时光。为方便客人自由活动、深入体验法式

美食与浪漫，是日午餐自理。 

 

●游毕后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为方便游览，此天午餐自理） 
第八天 

 

11.04 

11.18 

11.29 

12.13 

12.23 

巴黎—法国小镇（NANCY 附近）（约 310 公里） 

 
● 【塞纳河游船*】（含船票）塞纳河横贯巴黎，两岸风光美不胜收。巴黎的许多重要文物建筑都围

绕着塞纳河两岸，乘坐塞纳河游船观赏风景是一种美的享受。（时间约为 1 小时） 

 

●  后驱车前往法国小镇入住酒店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X 

                                                           （为方便游览，此天晚餐自理） 
第九天 

 

11.05 

11.19 

11.30 

12.14 

12.24 

法国小镇-科尔马-琉森 （约 170+160 公里） 
 
●【科尔马】是宫崎骏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原型，伊尔河支流酪赫河静静淌过，清清的河水荡涤

了浮躁的尘埃。任由平底船轻轻滑过……一进到小镇那强烈的印象已经停留在了记忆的最深处。如童

年搭过的积木一般的木筋屋，有尖尖的屋顶的教堂，有彩虹的缤纷小河，有鲜花的簇拥的窗口，有五

颜六色的橱窗，《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小镇在科尔马逐渐被还原。雨过了没有艳阳的下午，没有熙

攘的人群，没有嘈杂的街巷，中世纪的石板路上干净整洁，偶尔几个过往的游客和骑行的市民，一幅

画面将童话般的科尔马定格。（参观时间约 1 小时） 

 

●【琉森】穿越有六百年历史，布满鲜花的木制教堂桥，拜访卧身于亿万年冰川岩石上，被马克•吐温

称为世界上哀伤优美的狮子雕像。 
● 【卡佩尔廊桥】琉森久负盛名的便是卡佩尔廊桥，又叫教堂桥，这是琉森的标志，始建于 1333 年，

也是欧洲古老的有顶木桥，桥的横眉上绘有 120 幅宗教历史油画。（游览时间约 15 分钟） 

● 【狮子纪念碑】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路易十六而牺牲的瑞士雇佣兵，这头长 10 米、高

3 米多的雄狮，痛苦地倒在地上，折断的长矛插在肩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将“濒死的琉森狮子”

誉为“世界上悲壮和感人的雕像”。（游览时间约 10 分钟）。 

●【天鹅广场】自由活动。天鹅广场是卢塞恩（琉森）古城的中心商圈；在靠湖一侧树荫下有一排专
供游客休息的椅子，如果逛累了可以在此休息，看看湖边熙来攘往的行人、观光客川流不息。(时间
约 1 小时)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十天 
 

11.06 

11.20 

12.01 

12.15 

12.25 

琉森-新天鹅堡（外观）-因斯布鲁克 (约 230+90 公里) 
 
●【铁力士峰*】（约 2 小时，含上下山缆车时间）（含上下山缆车），铁力士山海拔 3238 米，位于
琉森湖以南的英格堡，以 360 度旋转的缆车和高海拔的悬索桥而闻名。山顶上建有观景台、餐厅、
酒吧、怀旧照相馆、纪念品店和名表店。铁力士山是阿尔卑斯山上有名的风景点，以终年不融的冰川
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从英格堡山麓搭车上山大约要 45 分钟左右，沿途总共更换三种不同的缆车，
从海拔 1050 米的英格堡到达海拔 3020 米的山顶观景台，末段缆车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旋转缆车。
峰顶终年积雪，极目远眺，冰山处处气势浩瀚，蔚为奇观。在英格堡踏上吊车的一刻，便开始了一段
跨越雄伟的阿尔卑斯地域的刺激旅程，相当有趣。【注意事项：铁力士峰最高海拔约 3238 米，有身
体不适者请不要上山；铁力士峰山顶常年积雪，请带备御寒衣物及穿着防滑鞋；因铁力士海拔较高身
体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不宜剧烈运动，少抽烟饮酒，以防发生高原反应；上山需搭乘缆车，请团友务
必要跟紧导游。***因旅行社已提前购买缆车票及门票并产生费用，故各种原因无法参加此行程游览
者无法退回费用。***】 

 
●【新天鹅堡】（外观拍照眺望全景，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新天鹅堡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德国的

象征。其建立者是十九世纪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位自称“天鹅骑士”的国王梦想

将城堡建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亲自参与设计了这座城堡，里面摆放了大量的德国天鹅雕塑。白色

的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四周环山和湖泊，一年四季风光各异，美不胜收。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为方便游览，此天午晚餐自理） 
第十一天 

 

11.07 

11.21 

12.02 

12.16 

12.26 

因斯布鲁克-威尼斯 （约 390 公里） 
 

●【因斯布鲁克】群山环绕的“阿尔卑斯山谷的宝石”，白雪覆盖的山峦，参天的杉树，散落四周的

湖泊，随处可见的野生天鹅，风景如画。团友亲临这座中世纪城市，在狭窄的小街上，欣赏哥特风格

的楼房鳞次栉比。巴洛克式的大门和文艺复兴式的连拱廊展现出古城的风貌。【金色屋顶】是因斯布

鲁克的标志建筑。建于 1500 年，以前这座建筑曾是公爵的府第。其出名之处是建筑物突出的阳台上

装饰华丽的金色屋顶，整个墙面及阳台雕梁画栋装饰非常讲究。(自由活动时间约 2 小时)  

 

●【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 （入内参观约 1 小时）(含门票)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水晶博物

馆，也是著名的水晶制造商施华洛世奇公司的总部，展有全球种类最全的各类水晶石、最华贵的

水晶墙、最美丽的水晶艺术品。这座多媒体声光水晶世界于 1995 年为庆祝施华洛世奇公司成立

100 周年、并由世界级媒体艺术家安德列·海勒（Andre Heller）设计建造而成，被誉为是光线

和音乐完美结合的“现实中的童话世界”。入口处的“阿尔卑斯”喷泉巨人双眼发出闪烁光芒、

瀑布自口中泻下的情景，是整个展馆最具慑人魅力的部分之一。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十二天 

 

11.08 

威尼斯 –佛罗伦萨（约 260 公里） 
 

● 【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一直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 



 

11.22 

12.03 

12.17 

12.27 

（共计约 30 分钟） 

【叹息桥】是连接总督府和地牢的一座半封闭的石桥，据说恋人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天长地久。（外

观，约 15 分钟） 

●【贡都拉游船*】，（含船票），贡多拉游船是威尼斯独具风情的尖舟。威尼斯历来享有“水城”

之美称，作为威尼斯人必备的交通工具，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船，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当然要数“贡

多拉”。您可以乘坐一叶扁舟穿梭在河道中，尽情领略水城风情。 
●【里亚托桥】在威尼斯有４００多座桥,以火车站为通往市中心的里亚托桥最为有名,又名商业桥,它

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筑成,是威尼斯的象征。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是以这里为背景。（游览

约 1 小时） 

 

●【墨鱼面】特别安排品尝【墨鱼面餐*】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墨鱼面餐 晚：√ 
第十三天 

 

11.09 

11.23 

12.04 

12.18 

12.28 

佛罗伦萨-罗马 （约 275 公里） 

 
● 【佛罗伦萨】 游览极为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欧洲文化中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歌剧

的诞生地，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  

●【花之圣母大教堂】（外观）是佛罗伦萨地标建筑，外墙以粉红色、绿色和奶油白大理石砌成，展

现女性优雅高贵的气质。（门外拍照约 15 分钟） 

●【天堂之门 】 天堂之门由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雕刻于 1452 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杰作

之一。天堂之门完全用黄金制造，被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称为天堂。佛罗伦萨洪水后，原作经修复

后，保存在附近的主教座堂博物馆。（约 15 分钟） 

●【西纽利亚广场】是维奇奥宫前最热闹的广场，“祖国之父”柯西摩•麦迪奇的骑马雕像睥睨全场，

米开朗琪罗的仿制雕像“大卫像”从 1873 年来一直守候在维奇奥宫门口左侧。（约 20 分钟） 
 
●【罗马】永恒之城”——罗马，是世界各地对历史文明有兴趣游客寻古探幽的好地方，不仅保留了

原罗马帝国时代的遗物，更保存现代“罗马假日”的风味。（游览 1 小时） 

●【古罗马废墟】（外观），是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现存世界最大面积的古罗马废墟，昔日的

辉煌却只剩下颓垣败瓦，一片荒凉中感慨帝国的悲欢离合。 

●【古罗马角斗场】（外观）“大角斗场矗立，罗马便会存在。”（基督教《颂书》）虽已成为残垣

断壁的角斗场，但它却是是这个伟大罗马帝国辉煌时代的见证。 

●【君士坦丁大帝凯旋门】是罗马城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君士坦丁大帝于为庆祝统

一帝国而建的。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十四天 

 

11.10 

11.24 

12.05 

12.19 

罗马/阿姆斯特丹/厦门 
参考航班( 以实际预订为准 )： 

KL1602  FCOAMS  1245/1520 

KL883   AMSXMN  1640/1050+1 

 



 

12.29 ● 早餐后，结束愉快行程，前往机场，乘机返回国内。 

交通：旅游巴士+客机              住宿：夜宿飞机上            早：√ 午：X 晚：X 

第十五天 

 

11.11 

11.25 

12.06 

12.20 

12.30 

厦门 
 

● 抵达厦门后散团，护照交给导游。 

所有团员回程段的登机卡及护照原件要交使馆/领事馆办理返程确认。销签抽查面试请团友无条

件配合。(申根领事馆最新规定:团员回国内务必立即办理回程销签工作) 

交通：              住宿：自理                               早：X 午：X 晚：X 

 
***注:公司保留对上述行程的最终解释权，请以出发前确认行程为准，本公司有权对上述行程次序、景点、航

班及住宿地点作临时修改、变动或更换，不再做预先通知，敬请谅解！*** 
 

 

费用已含 费用不含 
1. 住宿：全程欧洲三-四星级或同等级酒店：以两人一房为标

准、酒店欧陆式早餐 

2. 用餐：行程注明所含的 13 个早餐+20 个正餐，以中式五菜

一汤为主（不含酒水），8-10 人一桌，或根据餐厅提供桌型

安排就餐座位；无法安排中餐的城市将安排当地餐或退餐

费，所有餐食如自动放弃，款项恕不退还；如果在全团协议

下同意更改为风味餐，不退正常团餐费用； 

3. 国际交通：国际间往返经济舱团体机票、机场税及燃油附加

费，及欧洲境内段机票（含机场税）； 
4. 用车：境外旅游巴士：根据团队人数，安排 35-50 座巴士，

及专业外籍司机； 
5. 国内交通：如遇香港往返航班：含厦门至香港机场往返交通； 

6. 门票：行程中所含的首道门票：卢浮宫（含讲解）、欧洲之

星二等座票、塞纳河游船、贡多拉游船、水晶世界、铁力士

往返缆车。带*的景点含门票费；详细参照附带行程中所列

之景点（其他为免费对外开放或外观景点或另付费项目）；  

7. 保险：境外 30 万人民币医疗险。自备签证或免签的客人请

自理旅游意外保险。 

8. 含签证 

9. 全程司导服务费 

1. 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具体保险险种请在报名时向销售人员咨

询并购买，出行时请将该保单资料随身携带；65 岁以上（含

65 岁）老年人特殊保险费用（请视自身情况购买，并请签

署健康承诺函及亲属知晓其参团旅行的同意书）； 

2. 官导服务费：因境外目的地有小费文化，团友须另付欧洲境

内中文导游和司机服务费；为了感谢欧洲各地有当地官方导

游讲解及热忱服务（例如：卢浮宫，罗马，佛罗伦萨，威尼

斯等等），请另付上小费EUR 1/人。 

3. 单房差：酒店单人房附加费 （3-4 星 280 元人民币/人/晚）

注：酒店单房差仅指普通单人间（如团友要求大床单间或单

独一人住标双，单房差另议）； 

a) **分房以团友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拼房，若团友不接

受此种方式或经协调最终不能安排，或出现单男单女

且团中无同性别团员同住的情况，需在出发前补单房

差入住单人房； 

4. 行程表费用包含项目以外或未提及活动项目所需的费用，例

如行程不含的特殊门票、特殊交通、酒店内的私人消费等费

用 

 

 
 

三、特殊情况费用说明 

1. 儿童不占床：回团当日不足 8 岁的儿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团费可减 800 元人民币。此收费提供机位、车位、餐位行程费用包含景

点的门票，不提供住宿床位。一间双标房最多只能接纳一位不占床的小童。儿童若占床位，则按照成人标准收费。**若一个大人带一

个 8 岁以下儿童参团，则须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2. 自备签证或免签证参团，每人可减签证费：申根签 600 元人民币 

预定须知 



 

3. 低于 8000 元人民币团费的特价团大小同价，都占床。 

 

※由于近段时间，欧盟入境国海关边检人员将抽查旅客现金是否足够旅程期间的开支，建议每位团友随身携带 800-1000 欧元/人现金，

避免因现金不足而被拒绝入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四、出发前取消说明 

1. 请您务必在签证截止日前递交签证材料，签证材料递入领馆后，如遇拒签，我社将收取申根签证费（含签证服务费）1100 元/人。

英国签证费（含签证服务费，不含加急费）1300 元/人、（含签证服务费及加急费）6000 元/人； 

2. 自备签证的客人请自理旅游意外险，一经报名收取定金 6000 元/人，定金不予退回 

3. 送签前三个工作日自行取消，我社将收取机位订金损失 2000 元/人； 

4. 送签后出签前，如游客自行取消、或因游客自身原因不能按照领馆要求前往面试、导致无法出签：若此时团组未出机票，我社将收

取损失共 9 成团费； 

若此时团组已出机票，我社只能退回境外餐费和未产生的景点门票费用，不能退回已产生境外段交通（如 TGV、金色山口快车、欧

洲之星、游轮、摆渡船等境外交通工具）费用（境外段交通票款不允许更改签转退票）（团队机票不允许更改签转退票）； 

5. 已获签证后，如游客自行取消（包括因同行的团友被拒签而取消）：若此时团组未出机票，我社将收取签证费、机票订金损失、酒

店费等损失费共 9 成团费； 

若此时团组已出机票，我社只能退回境外餐费和未产生的景点门票费用；（团队机票不允许更改签转退票；境外段交通票款不允许

更改签转退票）； 

6. 签证自理的游客，如在团组送签后自行取消（包括因同行的团友被拒签而取消），若此时团组未出机票，我社将收取损失费共 9 成

团费； 

若此时团组已出机票，我社将收取全额机票损失费用，以及已产生境外段交通（如 TGV、金色山口快车、欧洲之星、游轮、摆渡船

等境外交通工具）费用（境外段交通票款不允许更改签转退票）； 

7. 赴境外旅游通常会收取防滞留保证金，具体金额将根据团友实际情况而定；保证金金额会在送签前与游客确认，如游客无法交纳，

我社将退还团费（机票订金我社承担），如游客同意交纳，但在出发前又拒绝交纳或款项未能到帐的，我社将按上述第 4 条处理，视

为游客取消出团； 

8. 如果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以外的旅行证件参团，请务必自行确认该证件是否免签、及跟团出境后团组返回时是否能够再次进

入中国境内；如因游客旅行证件的原因不能出入境的，损失由游客自理，我社将按上述第 4 条处理，视为游客取消出团。 

9. 如果您已自备签证，请务必提供有效护照及签证复印件，用于核对姓名和签证有效期。如因自备签证问题造成行程受阻，相应损失

需自行承担 

10. 英国+西欧团，若团友出发前 30 天内取消，需收取欧洲之星火车票损失费 1000 元/人。 

11. 报名南航、法荷航线路，若团友出发前 22 天内取消，需收取全额机票款。 

12. 如有游客额外升级标准或增加要求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实际为准收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列举取消条款 

 

五、服务标准说明： 

1. 景点及门票说明：行程中未标注“*”（“*” 表示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标“*”均含景点第一道门票； 

 

2. 行程说明： 

1) 本社有权根据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但客观因素限制确实无

法安排的，本社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敬请各位贵宾理解与配合！ 

2) 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3) 欧盟交通局有规定:所有相关的旅游车每天行车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敬请团员们配合导游及司机的全程安排;以防事故发生； 

4) 在当前形式下容易发生境外接待社,国内组团,代理社所不能控制的“不可抗拒原因”所造成的意外事件如遇战争,天灾及航空公

司停运或破产,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会尽力协助团友解决问题.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只能由团友自己承担 Fd 

5) 根据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4-4.5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故国际段航班在当地下午 15 点前（含 15 点），

晚间 22 点前（含 22 点）起飞的，行程均不含午餐或晚餐； 

 



 

3. 酒店标准： 
6) 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与国内相同星级的酒店在规模、设施上都有一定差距； 

7) 如正值旅游旺季或欧洲各地展会举行期间，我们所定到的酒店大部分位于市郊，请团友理解并包含。 

8) 欧洲习惯吃简单的早餐，酒店提供的早餐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意大利酒店的早餐都比较一般，相对其他欧洲国

家来说，显得量少而且简单，入乡随俗请您理解； 

9) 欧洲的三、四星级酒店大堂都比较小，无商场，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大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10) 欧洲有些酒店的双人标准房会设置一大一小两张床，方便有小孩的家庭游客；还有些酒店双人房只设置一张大的双人大床，放

置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用时可拉开； 

11) 由于欧洲日夜温差较大，出于环保方面考虑，故此欧洲大部分国家酒店内均未设冷气装置（即酒店内没空调设备），欧洲各国

普遍纬度较高，夏天没空调室内也较为凉爽,敬请多多理解；大部分酒店，不配备牙刷、牙膏、拖鞋、木梳及洗发水、肥皂、浴

衣等，请客人多多谅解。 

12) 欧洲酒店的自来水都可直接饮用，所以酒店内一般没有饮用热水供应，如习惯饮用热水，请自备烧热水之用品。 

13) 酒店房间内的电视分收费和免费两类，凡有“PAY”或“P”均为付费频道，收费电视费用自理；酒店内额外费用（除房费、早

餐外），如长途电话、传真费用、洗理、饮品及行李搬运费、付费上网等均自理。 

14) 入住酒店沐浴时，切勿让水排到浴缸外，如果浸湿地毡，酒店可能会索赔 300 欧元至 1000 欧元。 

15) 旅行社出于行程安排，酒店离市区中心较远，尤其遇上展会或欧洲假期时，需驱车一小时左右，希望您能理解。 

16) 按照欧洲酒店惯例，每标间可接待两位大人带一位 1 米以下儿童（不占床），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定，8 岁以下且 1.2

米以下小童可做不占床安排；若一位大人带一位 8 岁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17) 欧洲部分酒店为了方便有小孩的家庭游客，双人标准房设置为一大一小两张大小不一的床；还有些酒店的双人房只设置一张大

的双人大床，放置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用时可拉开，请尽量与团友共同协商入住 

 

4. 交通说明： 

1）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2）欧洲法律规定，司机开车时间不得超过 9 小时/天，每天必须有至少连续 12 小时休息；司机每行驶两小时后必须休息 20 分钟。 

3）欧洲相关法律对于工作时间有严格的限制，如果您有额外服务的要求而导致需要司机超时工作，需要征得司机的同意，同时要

支付 EUR50-200/小时的额外费用。请您尊重并配合导游司机的工作，请勿迟到，以便行程的顺利进行。 

4）欧洲注重环保，为避免空气污染，规定司机停车时不许开空调，请您谅解。 

5）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在旅游车行驶途中，切勿随意走动，如果因此造成的伤害，车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6）欧洲的火车（高速火车除外），速度较慢、停站较多、车厢较小、且不供应饮用水，同时您要特别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7）依据《旅游法》，公共交通经营者对游客侵权的，旅行社将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从业者索赔，但旅行社不承担侵权责任。公

共交通包括航空、铁路、航运客轮、城市公交、地铁等。 

 
4.退餐说明： 

1）餐费标准：西欧五菜一汤退 6 欧元每人每餐  

2）欧洲部分城市、城镇没有中式餐厅，将退团友餐费； 

3）欧洲有些城市的中餐厅不接待团队用餐，将退团友餐费； 

4）团队行程用餐时间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无法安排中餐厅用餐, 将退团友餐费； 

 

5.保险说明： 

1）我社为办理 ADS 团队签证的团友购买 30 万境外医疗住院保险。推荐团友根据自身情况额外另外购买医疗或其他保险； 

2）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且在出团日前 180 天内未经过治疗的疾病；（如心脏病复发、高血压、

糖尿病并发症、移植手术复发、孕妇、精神病发作等等）； 

3）请团友自行购买旅游行李险，旅客如果发生丢失行李和财产损失，旅行社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团友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及现金应

妥善保管或存入酒店保险箱。否则如发生失窃事件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回国后如需向保险公司索赔，请按照保险公司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与保险公司直接联系索赔。 

5）老年人特别说明：出境游长线舟车劳顿，为团友身体健康状况考虑，80 岁以上老人及其他身体条件不不太适宜长途飞行的团友，



 

请权衡自身身体条件选择参加的团队。敬请理解为盼。团友在签订旅游合同时应将实际身体情况告知旅行社，如个别游客患有传染

性疾病或危及他人健康之疾病，旅行社有权拒绝游客出团或终止游客随团，所交费用按游客违约处理。65 岁以上老人请提供健康

证明并自行增加购买适合高龄游客参团的相应高额保险。为明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请 65 岁老年人出团前签署健康承诺函及亲

属知晓其参团旅行的同意书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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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团队行程中所有住宿、用车、景点门票等均为旅行社打包整体销售，因此若您因自身原因未能游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

我社将无法退费用予您，希望您能够谅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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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团队行程中所有住宿、用车、景点门票等均为旅行社打包整体销售，因此若您因自身原因未能游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

我社将无法退费用予您，希望您能够谅解； 

 

 

7.补费说明： 

1）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旅行社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政府行为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使领馆签证延误、

报名人数不足等特殊情况，旅行社有权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价调整

等）旅行社有权追加差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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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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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他说明： 

我社非常重视和珍惜团友提出的宝贵意见，请各位团友帮忙填写《团队质量信息反馈表》：我社处理团友的意见将以团友填写和签

名交回的《团队质量信息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填写。 

 
9.签证说明： 

1）该团旅游团体 ADS 签证, 旅行社有权根据团队的实际情况调整申请申根签证的国家。 

2）参加欧洲团队团友须随团旅游，团进团出，不可探亲访友、进行商务活动等其他目的，同时保证不离团，纯旅游是此次参团目

的。 

3）重要约定：申根签证自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实施指纹录入程序。指纹时间一般安排在出团前 12 个工作天内，请申请人在出

团前 12 天内切勿远行并配合领馆的时间安排。（在广州外的地点按指模的时间和地址请咨询相关销售人员） 

※英国：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60 号福晟财富中心 15 层 

4）签证所需资料 

①团友必须真实详细地填写《欧洲签证资料表》，并按照《欧洲各国申请团体签证必须提供的资料》提供真实有效的签证资料； 

②团友委托旅行社代办欧洲旅游签证，同意将该签证资料转交给欧洲国家使(领)馆做签证之用，且非常清楚提供的资料完整准确。

同时非常明确，如果团友提供虚假资料，会导致申请不被接受；已拿到的签证可能会被取消；按照欧洲国家法律，也有可能被指控； 

③旅行社将根据欧洲国家使领馆要求对团友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必要的查询和核实，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不符合签证要求的，旅行

社将按规定不予代办签证申请； 

5）签证流程 

①出发前：团友报名时提交订金和签证资料--旅行社审查团友资料并通知团友补充资料--向使(领)馆递交资料申请签证——团友在

指定时间抵达签证中心进行生物指纹录入--使(领)馆审查资料--使(领)馆通知补充资料、面试等--等待签证结果。 

②回程后：回程抵达当天团友将护照和登机牌交与导游带回旅行社--旅行社送回使(领)馆销签--使(领)馆通知面销--等待退回护照。 

6）销签事宜 



 

①销签时间大约需要 10-15 个工作日，具体要看领馆处理进度。如须尽快取回护照，请在出团前联系您的销售提出需求，我司代

为向领馆申请。 

②请各位游客在出入边境时注意边防盖章，若有漏盖错盖及时更正。如果没有盖章或者章不清晰无法辨认将会导致使馆要求您面试

销签，由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非常抱歉只能由本人承担！ 请您谅解的同时也请您自己务必仔细留意。 

③请妥善保管往返登机牌，归国后随护照交给旅行社工作人员，以便销签时使用，销签工作结束后我们将尽快归还您的护照。 

④因国情原因，所有申根签证使馆都有可能在团队归国以后要求团友前往使馆面试销签。如遇此项情况，请团友予以理解配合，以

免影响未来办理其它签证。而由面试销签产生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将由团友自理。 

⑤使馆销签后不退还往返登机牌，这样将会导致您无法办理里程积分，如需办理里程积分请您务必携带相应的积分卡，直接在机场

柜台办理。 

7）持非中国公民护照或自备签证的提示 

①非中国护照的团友参团请自行办理签证或自行确认是否免签，并且确认持有多次进出中国的有效签证 

②持香港、澳门特区护照参团的团友须同时持有并携带回乡证出入境。 

③持香港的 CIDI（签证身份书）或持中国护照同时拥有其他国家长居权的团友，请自备签证后参团。 

**以上“签证提示”仅供团友参考，是否符合免签条件由团友根据该国使领馆提供的信息予以确认，并按照相关指引自行负责出入

境手续的办理。 

 

10. 友情提示 

1） 本次长途旅行，时间长，温差大，部分地区海拔高，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游客在充分了解旅途的辛苦和行程中

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方可报名参团。 

2） 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根据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

后果，游客自行承担；旅游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

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活动的；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

且不听劝阻，不能制止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 游客出现急症请主动通知工作人员，旅行社将协助游客就近送往当地医疗机构检查治疗；有听力、视力障碍的游客须有健康

旅伴陪同方可参团；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行为控制能力的不能报名参团。 

4）另附各线路旅游须知，请团友仔细阅读。 

 

11.购物及退税说明： 
1）全程不强制购物； 

2）虽然在发达国家购物，但是也请您取到自己购买的商品后，仔细地检查商品的质量。若回国后才发现质量问题，无论是更换还

是退还商品都会手续繁复。具体情况不一，能否实现更换或退还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3）购物退税是欧洲国家的一项政策。为了保证您的利益，我们向您推荐的商店都是可以退税的。届时，导游会向您介绍，希望您

在购物时要听取导游的建议； 

4）购物为个人行为，如果由于商店和海关无合同或机场原因（飞机晚点、银行关门、海关检查时间紧迫等）不能及时退税的，我

社不负责办理退税业务。 

5）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团友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可能需要征收关税。详细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总署公告 2010 年第 54 号文件》（关于修订《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则归类表》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

邮递物品完税价格表》。 

6）欧洲购物可以享受约 8%-16%的退税。任何一种退税方式都存在风险，请务必详细阅读《欧洲购物退税相关提示》，并认真根

据领队指引完成每一步退税手续。欧洲当地的退税按欧盟退税法规操作，流程复杂，任何一项步骤发生问题都会导致退税失败。能

否退税成功并不取决于领队或旅行社甚至商店，因此旅行社对退税失败导致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 

 

12. 欧洲购物退税指南  

在欧洲购物，非欧盟国家游客在同一天、同一家商店里购物，如果所购的物品不在当地使用，并于 3 个月内携带离境，只要到达

一定的数额（一般为 150 欧元左右，各国和各城市商店的情况都略有不同，可直接询问商店的营业员）都可以申请退税。退税额一般

为商品价的 12～16%，有些已打折的商品可能会更低一些。这可是在欧洲购物的最大好处！ 首先，请注意商店里是否有蓝白灰三色



 

的退税购物(TAX FREE SHOPPING )专用标志。在欧洲共有 22 万多家退税商店遍布机场和市内，每天平均有逾 22,000 顾客享受到我

们的服务。请务必向这些加盟商店索取您的退税支票。正确填写相应表格可以确保您及时获得退税。如果商店的全球退税支票(Global 

Tax Free Cheque)首联是蓝色的，则可以现金方式退税； 如果是绿色的，则只能以邮寄银行支票或信用卡划账的形式退税。请在上

用西方文字(英文为宜)填写您的详细邮寄地址(含邮编)，或填写您有效国际信用卡的卡号，并用我公司提供的邮资已付的信封寄回支票

发出国的 GLOBAL REFUND 分公司。我们将会尽快将增值税退回给您。 

退税手续：  

  1、申请  

  向店员询问规定的退税条件，巧妙购买。营业员会协助游客填写申请表，上面会填上所购物品的价格和应退的金额，游客在离开

该国国境时，交给机场海关的官员盖印。退税必须在办理登机手续之前申请。以“申根签证”的游客可以在最后一个国家的机场将退

税单寄出。  

  2、取回退税金额（建议团友取回现金）  

  凭盖上印且填写妥当的退税单，在机场内银行专设的退税窗口就可取到现金（如果能在机场海关退税窗口立即取到现金，建议取

现。退税窗口关闭较早，请提前前往排队）。若持有信用卡，可以直接退在信用卡中。 （若退在信用卡中需要把退税单邮寄回全球退

税公司才能退税，若中途寄失，损失由团友本人承担） 

  若离境时不能马上拿到现金，要盖上最后一站离境国海关图章的退税单，寄到环球退税公司（Global Refund）在各国的分支机

构，税款到信用卡一般需要 3-6 个月的时间。 

3、回国再办理退税 

申请人本人凭有效护照和有“全球退税公司”标志的有效退税单据（包括退税支票和购物收据），到广州指定的银行办理手续，

银行会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退税须知： 

  全球退税支票(Global Refund Cheque)必须是购物当月加上 1 到 3 个月之内离开欧洲时，由海关盖章后方可生效。在回国登机前，

团友必须到海关退税窗口出示所购物品及退税单，经海关检验商品盖章后，在旅游目的国或回国都是可以退税的。请注意：“要退税，

一定要最后目的国海关盖章”。 

  如遇到退税窗口提前关闭或无法提供足额现金让您无法立刻取得退税，我们建议您：在单据齐备，填写妥当的情况下，您本人回

到广州的指点退税点即可退税，在广州现金退税的币种只能为美元，且只能按退税支票上金额四舍五入后的整数金额退税。 

具体退税点地址如下： 

  广州市内退税点： 

  广州市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酒店主楼二层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南方支行需要携带的单据：您本人的护照及二代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1 份；退税单原件（请检查是否已经盖齐海关章），购物发票。 

注意：任何一种退税方式都存在风险，我司导游将会协助您办理退税手续，但是否退税成功并不取决于导游或旅行社甚至购物店，

而是当地的退税公司按他们的法规来操作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作出保证. 
 

 

购物补充协议 
 

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充分协商，就本次旅游的购物场所达成一致，旅游者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1. 欧洲各国对商品定价都有严格管理，同一国家内同样商品不会有较大价差。但各国之间会存在差别，请您仔细做好攻略后谨慎购

买。以下推荐商店也是当地人购物场所，不排除某些商品出现略小价差现象，请您自行甄选，我们无法承担退换差价的责任； 

2. 购物活动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购物。如旅游者不参加购物活动

的，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除本补充确认中的购物场所外，无其他购物店； 

3. 欧洲法律规定：购物金额低于 1000 欧元以内可支付现金,超出 1000 欧元以上金额需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等支付。如果您此次出

行有购物需求，请携带 VISA、MASTER 的信用卡； 

4. 游客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 

5. 游客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行程附件一 



 

6. 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共交通延误或取消、交通堵塞、

重大礼宾等），为保证景点正常游览，旅行社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本补充说明约定的购物场所，敬请游客谅解。 

7. 退税说明： 

退税是欧盟对非欧盟游客在欧洲购物的优惠政策，整个退税手续及流程均由欧洲国家控制，经常会出现退税不成功、税单邮递过程中

丢失导致无法退税等问题，我们会负责协调处理，但无法承担任何赔偿。另外游客未在旅游团指定商店购物造成未能退税，旅行社不

承担任何责任；导游有责任和义务协助贵宾办理退税手续,导游应详细讲解退税流程、注意事项及税单的正确填写。但是如果因为贵宾

个人问题（如没有仔细听讲、没有按照流程操作、没有按照流程邮寄税单）或者客观原因（如遇到海关退税部门临时休息、海关临时

更改流程、税单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问题商家没有收到税单等）在退税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您被扣款、无法退钱、退税金额有所出入

等情况，旅行社和导游仅能协助您积极处理，并不能承担您的损失，请贵宾们理解。 

国家及城市 商店名称 主要商品 

法国 巴黎 BENLUX 免税店、BUCHERER、OMEGA 名表店 名品箱包、手表、眼镜、服装、

化妆品、香水等 

比利时 布鲁塞尔 巧克力店 巧克力，比利时特色礼品 

德国 新天鹅堡 APOLLO 德国刀具、手表等 

奥地利 因素布鲁克 SWAROVSKI 施华洛世奇水晶 

瑞士  琉森 BUCHERER 瑞士军刀、手表等 

意大利 威尼斯 威尼斯玻璃工厂、DFS 免税店 各式精美水晶玻璃制品（酒杯、

器具、首饰…）、名品彩妆、腕

表、珠宝、百货礼品、酒类等 

意大利 佛罗伦萨 皮具店 意大利皮具 皮衣 

意大利 罗马 MITSUKOSHI 百货 
名品箱包、手表、眼镜、服装、

化妆品、香水等 

英国 伦敦 HOUSE OF HANOVER 百货公司、Liberty 表店 各种百货商品、手表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经双方协商，本人自愿在自由活动时间内购买当地特色商品（或纪念品），并承诺如下：本承诺签署前，导游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及购

物退税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本人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本人经慎重考虑后确认：本人自身的身体、精神健康状况可以自主自愿购买

商品，旅行社并无强迫。本人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办理退税事宜，同时遵循组团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保留购物单据、注意自身的

人身及财产的安全。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我将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 

 我同意《购物补充确认》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游者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另付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 
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旅行社在不影响正常旅程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旅行社提供另付费景点（娱乐）项目供旅游者自行选择

参加与否。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需是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旅行社的行

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旅行社应旅游者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参加另付费旅游项目，双方确认签署

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行程附件二 



 

1. 欧洲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下推荐的另付费项目都是各国的精华所在。您可以在自由活动期间，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愿选择另付费项目，相信欧洲的另付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 

2. 所有另付费项目绝不强迫，如达到另付费项目对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以安排。

如因行程安排、天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 另付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另付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境外另付费项目券上签字确认。

一旦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副券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4. 此售价为 20 人以上成团的优惠价，如果人数不足 20 人报价将会上涨，具体售价根据参加人数而上涨。或导游将取消另付

费活动的安排，请您谅解；如果在全团协议下同意更改为风味餐，不退正常团餐费用； 

5. 请您在选择另付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生后旅游者取消的，将无法退

还您费用。 

项目名称 另付费项目特色或内容 最低人数 游玩时间 价格/人 选择√ 

伦敦 

伦敦眼 

座落于泰晤士河畔的英国航空伦敦眼（或称千禧之轮）

是世界上首座、也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观景摩天轮。 

含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费 

20 人 
约 30 分钟 35 镑  

伦敦 

泰晤士河游

船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长的河流，河流穿过伦敦的中心。乘

坐泰晤士河游船悠闲地观光游览，尽赏两岸经典建筑。 

含预订费、船票、车费、服务费 

20 人 
约 30 分钟 30 镑  

伦敦 

格林威治天

文台 

伦敦文化遗产之一，始建于 1675 年，格林威治标准时

间和世界本初子午线的“老家”。21 世纪的标准时间诞

生于此。 

含车费、服务费 

20 人 
约 40 分钟 35 镑  

伦敦 

大英博物馆

讲解 

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 

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 性博物

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 四大博物馆之

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 文物和珍品，及很多

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 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

界博物馆所罕见。 

包含：预订费、 服务费 

20 人 

约 60 分钟 30 镑  

温莎古堡 

温莎古堡是目前英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

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它是十一世纪

时由威廉大帝所兴建，外貌壮丽宏伟，内部陈设金碧辉

煌，气派万千。 

包含：预订费、车费、停车费、门票、司导服务费  

20 人 

约 90 分钟 45 镑  

巴黎 

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是法兰西艺术的明珠，位于巴黎市郊，在路易

十四时代修建。宫殿、花园壮观精美，内部陈设和装潢

富艺术性。它是欧洲最大的唯一可以和北京故宫媲美的

皇宫。  

含团队定位费，门票，中文讲解费，车费，停车费，司

机加班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70  

巴黎 

巴 黎 歌 舞 表

演 （红磨坊

或丽都） 

世界著名三大夜总会之一，法国顶尖歌舞艺术大师杰作，

俊男美女、莺歌燕舞、香槟、美酒。 

含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生小费+司机、导游服务费

含香槟或饮料。 

20 人 
约 1 小 时

45 分钟 
EUR165  

巴黎 

法 国 海 鲜 大

法国面包.红/白葡萄酒.海鲜拼盘.法式蜗牛.鹅肝酱.冰淇

淋甜品.主菜:可选择牛排/猪排/鸡排/鱼排。 
20 人 

约 1 小 时

30 分钟 
EUR70  



 

餐 

巴黎深度 

(夜游) 
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巴黎铁塔夜景，深入体验巴黎

城市风光（景点均为外观）。含司机加班费 夜间进城费 

租车费 
20 人 

约 2 小 时

( 含 往 返 市

区至酒店) 

EUR55  

邮票小国 

首都瓦杜兹 

列支敦士登首都为 VADUZ，以阿尔卑斯山美丽风光与世

界顶级生活水准而著称的富裕小国，也是著名的邮票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琉森 

琉森湖游船 

琉森湖，地处陡峭的石灰岩山地中间，湖光山色相映，

风景如画。您可以远眺皮拉图斯山，欣赏其诗意的自然

美景。游船时间：约 45 分钟。 

含船票，船夫小费，车费。 

20 人 约 45 分钟 EUR55  

意 大 利 地 道

美食套餐 

意大利特色比萨风味餐。猪扒或鸡扒，土豆、意粉、汤、

甜品。 
20 人 约 1 小时 EUR45  

维罗纳  

古 罗 马 竞 技

场 + 朱丽叶

故居 

古罗马竞技场：建于公元 1 世纪椭圆形的古罗马竞技场。

观众席是石砌的阶梯，由下往上，逐级升高，共有 40 来

级，能容三万多人。规模仅次于罗马斗兽场和坎帕诺圆

形剧场，是全意大利保存得最完整的古罗马建筑之一。

时至今日仍旧举行大规模的歌剧演出。 朱丽叶故居，这

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的院落。因此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善

男信女的朝拜圣地。院内竖立一尊朱丽叶青铜塑像，莎

翁笔下那座有名的大理石阳台紧挨雕像上面。据说当年

罗米欧就是攀上这个阳台与朱丽叶相会的。院落周围的

墙上贴满了情人们留下的爱的誓言。 进程税 停车费 司

机车费 斗兽场门票 最低 20 人 约 1 小时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加 尔 达 湖 游

船 

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加尔达湖除了它的自然和风

景的魔力，还能唤起历史感：河岸上布满了古老的城镇、

城堡和修道院、充满了有趣的博物馆和景点的特色小镇 

20 人 约 40 分钟 EUR50  

罗马 

罗马深度游 

西班牙阶梯，真理之口，万神殿。含预订费，车费，停

车费，司机服务费。 

约 1 小时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5  

威尼斯  

黄金大运河 

黄金运河是威尼斯最主要的运河，贯穿了整个威尼斯市

中心，与威尼斯内部的 177 条支流相通。黄金运河是威

尼斯最繁华的地段，被人喻为威尼斯的香舍丽舍大街或

者威尼斯的南京路，是威尼斯最为迷人的一道风景线，

也是所有来到威尼斯的人最向往的地方，世界各大著名

地理节目所拍摄的纪录片，无一例外都是在黄金运河上

拍摄的。沿途可以看到许多的名胜古迹。 含定位费，船

票，服务小费（15 人一船） 

20 人 约 40 分钟 EUR50  

佛罗伦萨 

老 皇 宫 博 物

馆  

博物馆集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建筑风

格，它是继古希腊之后的第二高峰，置身其中，使人流

连忘返，难以忘怀。含门票、定位费，专业导游讲解 最

低 20 人 约 1 小时 

20 人 约 1 小时 EUR45  

比萨  

比萨斜塔（外

观） 

游览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参观建于九百年前用白色

云石建造的【比萨大教堂及洗礼堂】，斜塔原是比萨大教

堂所属的钟楼，不料地基不稳，又几百年斜立不倒，成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8F%E5%A4%A7%E5%88%A9/1483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9%81%93%E9%99%A2


 

为一个饶有趣的名胜。 进城税 停车费 司机车费 最低

20 人 约 1 小时 

 

合计金额：__________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行程中自由活动期间可以推荐的另付费项目及相关内容、价格和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我经慎重考虑后，

自愿参加上述另付费项目，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参加另付费项目，并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自身人身

财产安全。如因自身原因取消或因旅行社不能控制因素无法安排的，对旅行社予以理解。 

我同意《另付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游者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备注： 

此行程以及《另付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按照行程执行。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

导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不视为违约。当发生不可抗力、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或者非旅行社责任造成的意

外情形导致的景点、交通、住宿地点的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以及旅行社不得不调整或者变更旅游合同其他约定时,本公司会在事前

向旅游者作出说明；确因客观情况无法在事前说明的，亦会在事后作出说明。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和旅

行社人为不可控因素（如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等）导致的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食、宿及交通费、

国家航空运价调整等）我公司有权追加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