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品 4钻 意趣非凡——意大利一地 一价

全含 12日 9晚（3U）FCO-FCO 意大利签  
 

 

 

 

探索历史：罗马深度游（专业讲解）/庞贝古城（专业讲解） 

建筑人文：圣母百花大教堂（入内）/天空之城/五渔村国家公园 

自然风光：神秘蓝洞/加尔达湖 

水城游船：威尼斯贡多拉游船 

餐食安排：6菜 1汤+T骨牛排+墨鱼面 

精选酒店：全程 4星级酒店+升级 1晚五星级酒店 

增值服务：全程 WiFi，随时分享新鲜事 

  

 

出发城市：福州或厦门往返   |  天数：12天 9 晚  |  川航 优质之选 

行程卖点 

简要行程 

零自费+零小费+全程酒店税+那不勒斯+庞贝古城（含人工讲解）+卡布里岛+蓝洞+ 民谣之乡-苏莲

托+罗马深度游（含人工讲解）+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古城锡耶纳+比萨+五渔村（含小火车）+加

尔达湖+世界遗产维罗纳+贡多拉游船+佛罗伦萨+拉瓦莱奥特莱斯+全程四星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

店+全程热早+全程六菜一汤+1顿墨鱼面+1顿意大利 T骨牛排+特别赠送意大利特色冰淇淋 

 

国家： 意大利  

发团日期： 4月 1/8/15/22/29日、5月 6/13/20/27日、6月 3/10/17/24日 

价格：14800 元/人 

级别：质品 4钻  意大利签 



 

 

 

 Day1：福州或厦门/成都 

Day2：成都/罗马-庞贝-那不勒斯 

Day3：那不勒斯-卡布里岛-那不勒斯 

Day4：那不勒斯-罗马 

Day5：罗马-白露里治奥-锡耶纳-比萨 

Day6：比萨-五渔村-热那亚 

Day7：热那亚-米兰 

Day8：米兰-加尔达湖-维罗纳-威尼斯 

Day9：威尼斯-佛罗伦萨 

Day10：佛罗伦萨-罗马 

Day11：罗马/成都 

Day12：成都/福州或厦门 

 

 

※行程中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为准※ 

 

※以下行程仅为参考行程，如果行程受到航班，签证，目的地国家状况，景点节假日休息，节庆，不可抗力（如自

然环境变化，政治事件等）等因素的影响，经与旅游者协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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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谅解！※ 

天数 
膳食 住宿 

早 午 晚 城市 参考酒店 

 于当天指定时间及地点集合 

1 × × × 成都 无 

2 

参考航班： 

3U607  CTU/FCO  0155/0630  

× √ × 那不勒斯 欧洲酒店标准间 

3 √ × √ 那不勒斯 欧洲酒店标准间 

4 √ √ √ 罗马 欧洲酒店标准间 

5 √ √ √ 比萨 欧洲酒店标准间 

6 √ × √ 热那亚 欧洲酒店标准间 

7 √ × √ 米兰 欧洲酒店标准间 

8 √ × √ 威尼斯 欧洲酒店标准间 

9 √ 

墨鱼面套餐

（公司签

单） 

√ 佛罗伦萨 欧洲酒店标准间 

10 √ T 骨牛排餐 √ 罗马 欧洲酒店标准间 

11 

参考航班： 

3U608  FCO/CTU  1055/0425+1  

√ × × 成都 无 

12 × × × 成都 无 

 抵达中国，结束旅途 

 

出团团号：ETI-CDPOZ3U-20XXXX 

TOUR NO：质品 4钻 意趣非凡——意大利一地 一价全含 12日 9

晚（3U）FCO-FCO 意大利签 

 

详细行程 



 

 

第一天 

 
福州或厦门/成都 

参考航班：待定,以航司申请到为准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无 

第二天 

 

 

成都-(飞机)-罗马-(大巴约 240公里)-庞贝-(大巴约 25 公里)-那不

勒斯 

参考航班： 

3U607  CTU/FCO  0155/0630  

●【庞贝古城遗迹】入内（游览不少于 1小时 30分钟）,（入内含讲解），在维苏威火山喷

发的一瞬间被火山灰吞没，是埋在地下的城市，在这里可以看到维纳斯神庙、阿波罗神庙

和被称为“庞贝红”的独特的红褐色调的湿绘壁画等等。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三天 

 

 

那不勒斯-(轮渡)-卡布里岛-(轮渡)-那不勒斯 

●【卡布里岛】,（含往返船票）卡布里小镇：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奇观，而且以其度假生

活，购物，海滩和甜柠檬汁而闻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山坡上有色彩缤纷的房子，船在海

水上安静地漂浮着，即使冬天都和煦的海风，拥有让人忘却烦恼的魅力。 

 

小贴士： 意大利烈日骄阳，岛上海上尤其日照强烈，请准备好防晒用品，以免晒伤。当天

乘船次数较多，请准备晕船贴等用品，预防晕船。 

●【蓝洞】,（入内含门票及船票）卡普里岛有许多奇特的岩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蓝洞”。

蓝洞被誉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由于洞口的特殊结构，一方面阳光可以从洞口进入洞内，

一方面又从洞内水底反射上来，因此洞内的海水一片晶兰，神秘莫测，连洞内的岩石也变

成了蓝色，故称“蓝洞”。 

 

参观蓝洞一定要选择时机：一要天气晴朗；二要在退潮的时候去；三要没有风浪。由于参

观蓝洞的人数众多，且入内船只仅容纳 4人左右，故需较长时间等待，敬请谅解。 

 

※ 如遇涨潮或海上风浪较大或其他恶劣天气影响，蓝洞关闭无法入内，则安排前往奥古斯

都花园游玩作为替代。敬请谅解！ 



 

 

★奥古斯都花园（此景点为蓝洞无法参观时的替换景点，入内含门票约 30分钟）：位于卡

普里小镇上的奥古斯丁花园记录着奥古斯丁在这里居住的十年生活，庭院的风景美不胜收。

花园一侧是断壁，远处则是碧蓝的海水。在庭院内的瞭望台，在观景台上可以欣赏被海潮

侵蚀而成的著名地标 Faraglinoi。 

●【苏莲托】（游览不少于 1小时）,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市镇，位于苏莲托半岛

的尽头。苏莲托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苏莲女仙的故乡”。这里临海，风景优美，

被誉为“那不勒斯海湾的明珠”。半岛成弧形，伸入蔚蓝色的地中海。苏莲托的许多建筑

都建在面海的悬崖峭壁上，其景壮观。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四天 

 
那不勒斯-(大巴约 226 公里)-罗马 

●【古罗马斗兽场】外观（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是罗马最具地标性的建筑，曾是角斗士

们性命相搏、死囚们与饿狮苦斗的地方。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斗兽场逐渐被遗弃，多次遭

地震损坏。只剩残缺的骨架，但仍可以从中窥见当日风采。 

●【罗马深度游（含讲解）】,万神殿（入内，约 30分钟）：古罗马时期的宗教建筑，最初

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7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该庙由屋大维的副手阿格里巴所建，为的

是纪念屋大维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文艺复兴时期该建筑物成为了意大利建筑师们

学习的对象。 

 

许愿池（约 15 分钟）：是罗马市内最大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喷泉。还是全球最大的巴洛克

式喷泉，在电影《罗马假日》风靡全球后闻名于全世界。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五天 
罗马-(大巴约 124 公里)-白露里治奥-(大巴约 138 公里)-锡耶纳

-(大巴约 122 公里)-比萨 

●【天空之城】（游览不少于 1小时）,这座小城建于 2500年前，从城中往下看全部都是悬

崖峭壁，只靠一条狭窄长桥与外界相连。从远处看真的就像一座空中的城堡，因此被称为

“天空之城”。天空之城的常住人口随季节性浮动较大，夏天约 100人，而冬天只有 10 人

左右。这座城渐渐地成为了一座孤城，更是在一点点消失，现已被被列入全球“100 个最濒

危遗址”。 

●【锡耶纳大教堂】外观（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是意大利最大的教堂之一，它融合了雕

塑、油画以及罗马哥特式的建筑风格，用黑白色的大理石修建，搭配成了独特的类似于斑



 

 

马的条纹形状。如今看到的教堂只是曾经计划建造的教堂的一个侧门，如果当初繁荣计划

得以实施的话，这个教堂也许成为基督教界内最大的教堂。但这个计划因为 1348 年的瘟疫

而搁置。 

●【田野广场】（游览不少于 30 分钟）,田野广场是锡耶纳城市的中心，点缀美丽的教堂、

市政厅、曼吉亚塔楼和各种各样的贵族府邸以其独特的美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享用一杯咖啡或者 Gelato，晒晒日光浴，是很多游客来此的主流消闲方式。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六天 

 
比萨-(大巴约 87 公里)-五渔村-(大巴约 85 公里)-热那亚 

●【比萨斜塔】外观（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在绿草如茵的奇迹广场上，欣赏世界七大奇

景之一，且姿态令人惊叹的比萨斜塔，观赏象征了比萨的黄金时代的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

大教堂以及洗礼堂等名胜。 

●【比萨大教堂】外观（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比萨大教堂是中世纪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对 11-14世纪的意大利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渔村】（游览不少于 2小时）,（参观其中 2个村，火车往返，约 120 分钟）：位于意

大利北面地中海边的五渔村，沿着蜿蜒的地中海海岸线而建。历史上，五渔村有诸多的景

仰者，画家、自然学家、作家都纷纷追慕到此。 跟随他们的脚步，可以前往附近修道会的

教堂参观，或者于高处饱览蜿蜒绵长的海岸线。 

●【热那亚旧港】（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是一个圆形的海港，里面密布着不计取数的游艇。

但这个港口现在主要用作游憩活动，大量的货运港口坐落在不远处的新港。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七天 

 
热那亚-(大巴约 164 公里)-米兰 

●【米兰】（游览不少于 2小时）,塞拉瓦莱奥特莱斯：意式风情购物街，大牌云集，享受

自由购物的乐趣。 

●【米兰大教堂】外观（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是米兰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教堂主体历

经 4 个多世纪才基本完工。岁月不仅赋予了它历史的沧桑，同时也为它营造出多重的风格

样式，哥特式的尖塔搭配巴洛克风格的雕饰，自上而下，极尽奢华。 

●【米兰大教堂广场】（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前往大教堂的必由之路，周边交通发达，商

铺繁多，日常不仅满是游客，上班通勤的本地人也多在此聚集。 

●【米兰斯福尔采斯科城堡】入内（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城堡庭院入内，不含博物馆）

城堡曾经是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居所，是米兰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城市历史沧桑

的象征。整个城堡占地辽阔，高耸的城墙，精致的庭院，繁多的房间，从中可见当时米兰



 

 

斯福尔扎家族的奢华生活景象。在城堡的后面是 Parco Sempione公园，有草坪、绿树、池

塘野鸭⋯⋯是非常好的休憩之地。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八天 

 
米兰-(大巴约 131公里)-加尔达湖-(大巴约 43 公里)-维罗纳-(大巴

约 121 公里)-威尼斯 

●【锡尔苗内】（游览不少于 2小时）,伴随着湖光山色之美欣赏湖滨中世纪古堡，漫步于

青石街道，别有一番意式风味。作为《妻子的浪漫旅行》拍摄地，这个突出湖中的半岛，

遍植橄榄树和柠檬树，南国色彩浓厚，人们常将它与地中海岸的美丽风光相提并论。 

●【维罗纳古罗马竞技场】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剧场位于维罗纳市中心的布拉广

场上，是一座古罗马圆形竞技场，也是意大利第三大圆形竞技场之一。与罗马竞技场不同

的是，它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她作为剧院的功用。 

●【维罗纳圆形剧场】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剧场位于维罗纳市中心的布拉广场上，

是一座古罗马圆形竞技场，也是意大利第三大圆形竞技场之一。与罗马竞技场不同的是，

它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她作为剧院的功用。 

●【百草广场】（游览不少于 30 分钟）,在罗马时代这里是市民进行仲裁、政治集会的公共

场所。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都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豪华别致的楼堂馆所。广场中间

是各式小商贩的摊位。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九天 

 
威尼斯-(大巴约 268 公里)-佛罗伦萨 

●【圣马可大教堂】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曾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教堂，威尼斯建

筑艺术的经典之作，被称为“金色大教堂”。 

●【圣马可广场】（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它坐落在市中心，却不像其他广场那样受到交通



 

 

的喧闹，这归功于威尼斯宁静的水路交通。拿破仑曾称赞其为“欧洲最美的客厅”。 

●【威尼斯里亚托桥】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在威尼斯有 400 多座桥，通往市中心

的里亚托桥最为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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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息桥】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因为犯人经过此桥时常忏悔而叹息而得名。电

影《情定日落桥》就是在这取景的。 

●【贡都拉游船】（游览不少于 30 分钟）,（含船票，6人一条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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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S】（游览不少于 2小时 30 分钟）,威尼斯大型购物中心自由活动，这里汇集了以意

大利品牌为主的各式奢华品牌及本地美食，美酒，纪念品。 

  

含  餐 早：√ 午：墨鱼面套餐（公司

签单）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十天 

 
佛罗伦萨-(大巴约 274 公里)-罗马 

●【圣母百花大教堂】入内（游览不少于 30分钟）,是世界上外观最漂亮的教堂之一，拥

有世界第一的大圆顶，连米开朗琪罗也称自己设计的圆顶“绝无法及上她的美”。 

 

（温馨提示：旺季通常需排队入内，排队时间长短视人流而定，敬请谅解）。 

●【乔托钟楼】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是一座高 82公尺，外型呈四角形的柱状塔楼，

把三种颜色以几何学的配色方式调合，和大教堂十分和谐。 

●【圣乔瓦尼洗礼堂】外观（游览不少于 15分钟）,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八角形建筑，

其中东门雕塑异常精美，由吉尔伯提花 27年时间制作，用十张图样描述亚当、夏娃及圣经

旧约的题材，被米开朗基罗誉为“通往天堂之门”。 

 

含  餐 早：√ 午：T骨牛排餐 晚：√ 



 

 

住  宿 欧洲酒店标准间 

第十一天 

 
罗马-(飞机)-成都 

参考航班： 

3U608  FCO/CTU  1055/0425+1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无 

第十二天 

 
成都/福州或厦门 

参考航班：待定,以航司申请到为准 

 

含  餐 早：× 午：× 晚：× 

住  宿 无 

 

 

 

费用包含 

1.欧洲国家邀请和签证费。 

2.全程 4星级欧洲当地酒店标准间，标准双人间及早餐；其中升级 1晚五星级酒店； 

3.行程中安排的午餐及晚餐以中式餐食为主，中餐标准为 6菜 1汤；正餐合计 13顿，其中包含 1顿墨鱼面，一顿 T骨牛排，其余餐

食自理。如遇堵车等特殊情况需要退餐，退餐标准为 6欧/人/餐。所有餐食如自动放弃，款项恕不退还。 

4.全程提供境外旅游巴士，专业司机。 

5.专业领队兼导游中文服务。 

6.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庞贝古城、蓝洞、罗马深度游、天空之城、五渔村（其中 2个村）、贡多拉游船； 

7.卡普里岛的上岛往返船票。 

8.国际间往返机票（经济舱）。 

9.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10.酒店入住税金。 

11.司导境外服务费。 

费用不含 

1.护照费； 

2.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3.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4.行程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如特殊门票、游船（轮）、缆车、地铁票等费用； 

5.公务活动及专业翻译费； 

6.转机/火车时用餐； 

7.单间差 46欧/人/晚。 

预定须知 



 

 

注意事项一 

尊敬的贵宾，感谢您选择“翔龙万里行”前往欧洲旅游。为了让您的欧洲之行顺利愉快，我们为您准备了这份《欧洲旅游注意事项

及相关提示》，请您拨冗阅读。因信息众多，并时有调整，详情请查阅相关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官方网站，以官方信息为准，以下内

容供您参考。 

  

1． 出行前 

1.1 确保身体健康 

外出旅行，健康第一。请您确保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为本次旅行做好准备。 

请自备合理自用药品，并携带药品说明书。 

70岁以上游客，请在出行前一周内到就近的二级以上医院开具健康证明；80岁以上游客，请安排亲属全程陪同参团。 

1.2 了解行程安排 

请出行前对行程有一个初步了解，知晓前往的国家和目的地，以便携带合适的衣物、货币和食品物品等。 

1.3 目的地概况 

1.3.1 时差 

欧洲 4-9月为夏时制，比中国慢 6小时；10-3月为冬时制，比中国慢 7小时。 

1.3.2 气候 

欧洲大陆气候多变，早晚温差较大，夏秋为雨季，请随身携带雨具。 

天气预报请查询相关网站。http://www.tianqi.com 

1.3.3 服装 

旅行服装以保暖、舒适、方便为原则。特殊景点，如登山需防滑旅游鞋，一般城市和小镇也请准备舒适，防滑的轻便鞋。参观教堂

不能露肩和膝，需长裤或长裙，歌剧院等场所要求正装。 

1.3.4 货币 

欧元是欧洲流通最广的货币，国内即可兑换。英国及爱尔兰请准备英镑。 

东欧各国货币不同，国内可兑换欧元，抵达当地后兑换当地货币，或入境时在机场或银行兑换。 

西欧大多数商店都可以使用带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消费，详情以中国银联规定为准。东欧地区很多商店只能使用带有“VISA”

或“MasterCard”的银行卡，而不能用带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消费。建议您所携带的信用卡至少在 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1.3.5 电压 

欧洲地区电压为 220V，电源插座为双圆孔插头，请携带欧洲通用的转换插头，即欧标、德标转换插头。请携带插座充电接线板，方

便同时多个电器充电。 

1.4 通讯 

建议携带智能手机，并提前开通国际漫游，以便与导游、家人在境外及时取得联系。 

 

2．出行中 

2.1 机场 

2.1.1 准时集合和候机 

请按出团通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并候机。中转航班，也需留意登机口动态，提前抵达登机口。 

2.1.2 托运行李 

经济舱乘客通常每人可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重量不超过 23公斤。但不同航空公司规定有所不同，具体以航司规定为准，建议您及家

人出行前查阅航司官网。 

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不放入托运行李中。 

2.1.3 海关及出入境 

由于签证需要，进出边检时，请勿走电子快捷通道，否则无法销签。 

免税物品：18岁以上成年人可携带烟草规定为 200支香烟或 50支雪茄或 250克烟丝；酒类规定为 1公升烈酒或 2.25公升葡萄酒或



 

 

3公升啤酒。 

现金申报：中国海关规定每人可携带人民币 20000元或美元 5000元出境，超出部分要申报。其他申报物品以海关规定为准。 

欧洲国家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核实入境游客是否有资金能力支持其旅行。各国标准在每人每天 100欧元至 150欧元之间，国际通用

信用卡、旅行支票、现金等均可视作有资金能力。根据欧盟规定，入境游客随身所带现金不能超过 10000美元等额货币。 

请勿携带假冒名牌商品出境，如被查获，将被没收并处以高额罚款。 

请一定检查海关在护照上的盖章是否清晰，它是证明出入境的重要证据。如果无盖章或印章不清晰，使馆可能会要求面试销签，由

此产生的费用，需要游客自理。 

请遵守各国法律，严禁携带违禁物品。 

2.2 酒店 

2.2.1 设施 

由于保护古老建筑、环保等原因，欧洲很多星级酒店的大堂都较小，没有电梯或电梯空间较小。房间较小，但干净整洁。因环保原

因，有的酒店未安装空调。通常酒店不提供牙刷、牙膏、拖鞋等用品，游客应自备洗漱用品。 

欧洲自来水达到饮用标准，但游客需根据自身体质考虑是否直接饮用。房间内不提供开水，如有需要敬请自备烧水壶。 

2.2.2 位置 

不同标准的团队使用的酒店位置差异很大，从郊区到离市中心不等；如遇展览会和特殊节假日，郊区住宿的情况较为普遍，敬请知

悉。 

2.2.3 分房 

同一订单的客人，如出现单人入住一间房，需承担单房差。不愿支付单房差的客人，请配合领队协调分房，有可能与同团同性游客

入住，望予理解。  

2.2.4 房费之外 

游客在房间的额外费用，如长途电话、付费食物、付费电视等费用均请自理，请于退房时支付。 

非吸烟房吸烟，损坏房间设施或地板、地毯等物品，酒店将要求赔偿。 

2.2.5 退房 

退房时请仔细检查，避免遗忘物品，个人消费请结清。 

2.3 用餐 

早餐根据团队标准不同各有差异，一般分为欧式冷早餐、热早餐、美式早餐等几种，团队用餐区和散客用餐区也常常分隔。欧洲酒

店的早餐通常比国内星级酒店早餐简单，望予理解。 

正餐以当地中餐厅团队餐为主，部分行程有当地特色餐。乘机、转机期间通常用餐自理。 

就餐时请保持安静，勿大声喧哗。 

2.4行程 

因交通、路况、假期等影响，导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减少景点游览的前提下，调整行程顺序。因不可抗力（罢工、政策调整、

恐袭、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的行程变更，导游应该向游客充分说明情况，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敬请客人自理。 

自由活动时请仔细听清集合地点及时间，按时归队。尽量避免单独行动，避免因个人迟到，影响全团行程安排。 

2.5 安全 

2.5.1 人身安全 

请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 随团进出，结伴而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2.5.2 证件安全 

团队运行中，导游有义务帮助游客保管护照和机票。在出入境、登机、购物等过程中，您需自行妥善保管护照。另请准备护照照片

和护照复印件，以便不慎遗失后可及时补办。 

2.5.3 财产安全 

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妥善保管。机场、饭店、景点等游人聚集处，是扒窃、抢夺、调包、诈骗的主要场所，敬请留意财产及物品

安全。 

2.6 旅行用车 



 

 

欧洲法律规定旅游车行车时间一天内不得超过 8小时，连续行车 2小时司机必须休息，司机一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10小时，敬请配合。 

要求司机加班有可能遭到拒绝，如司机同意加班，须支付加班费。 

旅游车内全程均禁止吸烟，不可吃带壳食物、冰淇淋及有异味的食品。 

因环保要求，欧洲法律规定司机停车时不允许开空调，敬请理解。 

行李箱中途不得开启，请您提前取出全天必要的物品。在旅游车行驶途中，请您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 

2.7 小费 

团队游客一般无需支付床头小费。个别服务项目，如行李搬运、自理餐馆用餐、乘坐出租车等，可按标价 5-15%的金额作为小费。

小费一般不使用硬币，各国风俗规矩有别，建议入乡问俗。 

2.8 境外购物 

说明：全程不强制购物，在推荐商店所购商品非质量问题不予退还，敬请理智购物。 

行程中景点、餐厅、休息站等附近购物店不属于旅游定点商店。 

游客在非推荐商店购物，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未能退税，旅行社无法协助处理。 

2.9 退税 

欧洲退税规定：在可办理退税的商店（tax free），同一人同一天在同一家商店购买超过一定金额，且 3个月内不在欧洲境内使用，

即可办理退税。  

参考流程： 

购物：向店员询问退税申请表，如实填写。 

海关盖章：在欧盟最后一站的机场，向海关出示未经使用的货物和原始票据，以备检查。 

申领退税：请前往就近的退税点，出示您填写完整且盖过章的退税申请表，以获得现金或信用卡退税。 

购物退税是游客个人事务，旅行社和领队、导游仅能协助处理。如因个人原因未按流程操作或因客观原因（如遇海关退税部门更改

流程、税单邮寄遗失、飞机晚点等）无法正常退税，协助者并不承担相应损失，敬请理解。 

 

3．出行后 

3.1 销签 

团签客人在机场散团前须把护照、全程登机牌全部交给导游，以便领馆及时销签。如未及时销签，将影响您的签证记录和出行，敬

请配合！ 

使领馆可能会抽查客人进行面试销签，相关费用将由客人承担。 

3.2 反馈意见 

为更好地监督和改进我们的服务，请您配合填写《客户反映信息表》，填写过程望客观公正，不受他人影响。 

 

衷心祝您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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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您的行程来准备适量欧元（2000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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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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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境外旅游期间请务必谨慎看护好个人财产，请随团一起活动，随时留心身边的状况。一旦发生遗失或被盗我们

无法为您做出相应的补偿。导游将积极协助您办理报案等相关事宜。（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单独遗留在以下地方：托运的行

李中、大巴车上、酒店房间等您未能现场监管的区域。） 

8.旅行社不指定具体购物场所，购物属于您个人行为，您在购买商品时请仔细检查商品质量。、权衡产品价值，切勿跟风

购物。若在回国后发现质量，或品质等相关问题，无论退货或退款，手续非常繁琐。我们不能承诺您一定可以得到您满

意的结果。 

9.购物刷卡手续费已有银行收取不能退还，如退货时发生手续费由旅游者承担。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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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 全程不强制购物，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自愿购物，所购商品非质量问题不予退还。 

2. 行程中景点、餐厅、休息站等附近购物店不属于旅游定点商店;。 

3. 游客在非推荐商店购物，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 游客在非推荐商店购物，未能退税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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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旅游者自愿购物、购物退税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我经慎重考虑

后，自愿前往上述购物场所购买商品，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办理退税事宜，并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

性消费、注意保留购物单据、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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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城市 商店名称 主要商品  购物时间 

意大利 佛罗伦萨 PERUZZI 

意大利著名皮具制

作销售店，意大利名

品皮衣，皮具以及意

大利品牌服饰等 

不多于 1小时 

意大利 罗马 
MITSUKOSHI ITALIA 

S.P.A★★★ 
意大利名品百货 不多于 2小时 



 

 

意大利 威尼斯 
vecchia murano 威

尼斯 

意大利著名水晶玻

璃烧制工厂，现场观

看水晶玻璃制作工

艺，水晶工艺品，水

晶灯等 

不多于 1小时 

意大利 威尼斯 DFS 免税店 
百货公司，各式欧洲

名品 
不多于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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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旅游注意事项—— 

一、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 

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 

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 



 

 

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二、旅游文明公约全文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做文明游客是我们大家的义务，请遵守以

下公约：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 

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

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 

7、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 

8、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