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发城市：厦门往返   |  天数：12 天 10 晚   |  荷兰航空 优质之选 

伦敦市区酒店+三大国家公园巡礼+地道伦敦游+三大学+双湖区游船+苏格兰高地深度 

国家：英国、爱尔兰 

发团日期：0406/0427/0504/0518/0525/0601/0615 

价格：20980 元/人 

级别：质品四钻 （全程 4 星） 英签 



 

 

★全程四星酒店，特别安排伦敦入住 3 晚市区酒店 

★英伦城堡：入内参观爱丁堡城堡含讲解，感受王室气派 

★三大国家公园巡礼，赏无限自然风光： 

漫步温德米尔湖区，搭乘游船，走进静谧的风景画卷 

探寻峰区国家公园，温泉小镇巴克斯顿以及贝克韦尔小镇 

穿越英国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凯恩戈姆国家公园，游览小镇阿维莫尔 

★地道伦敦游：特别安排当地人带您游伦敦，用脚步丈量伦敦 

★三大学：拜访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 

★追寻巨人的脚印：游览北爱海岸著名的巨人堤 

★苏格兰深度： 

搭乘游船探秘神秘尼斯湖 

深入苏格兰高地，览最美公路 A82 风光 

苏格兰门户——威廉堡 

参观威士忌酒庄，品尝苏格兰勇士的“生命之水” 

★双特色餐：英式下午茶+炸鱼薯条餐 

★含全程司导服务费，全程无自费，赠送 WiFi（2 人一台）。 

  

 

 

 

※行程中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为准※ 

行程卖点 

简要行程 

D1 厦门/阿姆斯特丹/伦敦 

D2 伦敦 

D3 伦敦 

D4 伦敦-剑桥-牛津 

D5 牛津-斯特拉特福-峰区国家公园-曼彻斯特

D6 曼彻斯特-温德米尔湖区-爱丁堡 

D7 爱丁堡-阿维莫尔-英国小镇（因弗尼斯附近） 

D8 英国小镇-尼斯湖-威廉堡-格拉斯哥 

D9 格拉斯哥-巨人堤-贝尔法斯特 

D10 贝尔法斯特-都柏林 

D11 都柏林/阿姆斯特丹/厦门 

D12 厦门 

 



 

 

 

 

※欧盟各国非常重视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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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如行程中参观酒庄预订爆满，会安排参观其他酒庄，法律规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含酒精类饮品，

未成年人无法安排品尝酒精类饮品，敬请谅解！ 

出团团号：ETI-GZ- 20XXXX  KL英爱一价全包12D10N 

TOUR NO： 

欧洲导游： 

导游电话： 

第一天 

0406 

0427 

0504 

0518 

0525 

0601 

0615 

厦门/阿姆斯特丹/伦敦 

参考航班（以实际预定为准）： 

KL884  XMNAMS  1215 /1845  转 KL1033  AMSLHR  2030/2055 

当日于指定时间在厦门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厅集中（具体时间地点以出团通知书为准），搭乘荷兰航

空航班经阿姆斯特丹转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 

交通：客机 +旅游巴士                 住宿：市区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二天 

07.04  

07.18 

08.01 

08.15 

伦敦  

早餐后，伦敦市区游览 

●伦敦：英国的首都，位于英国南部，横跨泰晤士河，是个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热闹城市，也是王

宫，首相府、议会的所在地，很多建筑物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 

●（门外拍照）屹立在泰晤士河畔的【国会大厦与大笨钟】(约 15 分钟)、【威斯敏斯特教堂】(约 15

分钟)，放置着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首相铜像的【国会广场】(约 15 分钟)、【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约

10 分钟)】，前往门外拍照宏伟的【白金汉宫】（约 25 分钟）。 

●经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远处拍照约 2 分钟），幸运的游客可能碰上御林军换班的精彩过程

（如天气许可及无特殊情况影响的情况下）。步行前往充满传奇性的【伦敦塔城堡】（远处拍照约 10

分钟）以及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伦敦塔桥】（远处拍照约 10 分钟）。 

●【特别安排英国特色餐：FISH & CHIPS*】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市区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三天 伦敦 

● 【walking tour】由会说中文的当地人带你体验伦敦最真实的一面：走过【大英图书馆】、【国王十

字车站】，游览【海德公园】，外观伦敦最高的老建筑【圣保罗大教堂】，也就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

妃举行婚礼的场所。还可以听到 ta 跟你分享 ta 在伦敦出生长大的小故事，满足你对英国的好奇心！（以

上游览约 3 小时） 

●游览【大英博物馆】：自 1759 年开始对外开放参观，在 19 世纪时，英国不断向外扩张，从世界各

地搜集了无数的珍贵文化遗产，质量高举世界第一，是所有英国旅客不容错过的景点。馆内分为埃及

详细行程 



 

馆，希腊罗马馆，英国馆，西亚馆…等多个展馆，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远从埃及而来充满神秘

传说的木乃伊，亲睹传说中的木乃伊，让人仿佛进入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市区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四天  

 
伦敦-剑桥-牛津（约 103+135 公里） 

●【剑桥大学城】：造型奇特之【数学桥】（约 15 分钟）、依傍于康河畔的【国王学院】（约 15 分

钟）、【三一学院】（约 15 分钟）及【圣约翰学院】（约 15 分钟），皆是您不可错过的重点。你也

可自由漫步于康河畔，感受当年徐志摩笔下“再别康桥”的情感旅程。（以上景点总游览时间约 1.5

小时） 

●【牛津大学城】：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最早成立于 1167 年，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

等教育机构。 涌现出一批引领时代的科学巨匠，培养了大量开创纪元的艺术大师以及国家元首，包括

了 27 位英国首相、64 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十位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商界领袖。徜徉在有着九百多年

历史的学术氛围中，参观“梦幻尖顶”建筑、剧院、图书馆（游览约 1 小时）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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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牛津-斯特拉特福-峰区国家公园-曼彻斯特（约 86+147+60 公里） 

● 【莎士比亚故居】位于埃文河畔斯特拉幅，小镇主街看到的第一个雕塑～是《皆大欢喜》中的小丑

试金石夸张活泼的造型。铜像的底座刻着小丑试金石语录："傻子自以为聪明，但聪明人知道他自己是

个傻子。 1564 年,伟大的莎士比亚就诞生在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小镇游览约 1 小时） 

●【峰区国家公园】是英国第一家国家公园和最大的国家公园，成立于 1951 年，位于英格兰中部，谢

菲尔德和曼彻斯特两个城市之间，也是有着很多不错景点适合探索出游的旅游胜地。 

●【贝克韦尔】，是峰区著名的特色小镇，小镇历史悠久、古朴幽雅，保存着最淳朴的英伦乡村气息

和特色建筑，地理位置优越，四面环山，小河从镇中心穿流而过，是旅游度假的圣地（游览约 40 分

钟）。 

●前往温泉小镇【巴克斯顿】，除了“盛产”矿泉水以外，还是英国的温泉胜地！那里还有英格兰海

拔最高的露天市场，是去“峰区”不能错过的地方。小镇中心有一口名叫圣安的井，源源不断地流出

温暖的泉水（游览约 40 分钟）。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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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曼切斯特-温德米尔湖区-爱丁堡（约 133+241 公里） 

●英国工业革命圣地——曼彻斯特， 1950 年代最先展开大规模清除贫民窟行动、并规划无烟区的城

市。足球劲旅“红魔”曼联队的体育馆—老特拉福德球场外留影（游览约 30 分钟）。 
●英格兰最美丽的一块土地——【温德米尔湖区 Windermere】，这里处处湖光山色。在英格兰北部

是原始火山地带，以山峦起伏及碧绿清澈的湖泊著称，顺着无垠的山峦原野，错落的山林小屋，绵羊

牛群与湖泊，生命中最美的画面尽在眼前。（游览约 1 小时） 

●赠游【湖区游船*】（游览约 30 分钟） 

●【英式下午茶*】享用传统英式下午茶，确切来说，英式下午茶是一顿简餐，并非仅仅喝茶而已。餐



 

点包括精致的三明治（去边面包制成的薄片黄瓜三明治则是经典之选）、新鲜出炉的英式司康饼配上奶

油和果酱，还有蛋糕和其他甜点，当然少不了搭配奶和糖的咖啡或茶。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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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爱丁堡-阿维莫尔-英国小镇（因弗尼斯附近）(约 272 公里) 

●素有“北方雅典”之称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爱丁古堡（入内）*】（含中文耳机，约 1 小时）位

于旧城区，历经千年，目睹了苏格兰的历史的风风雨雨。【观皇宫外景】,【途径王子街公园，韦弗利

桥、斯哥特纪念塔】等（以上景点约 40 分钟）。 

●【威士忌酒厂*】，了解苏格兰民族“生命之水”的制作过程，全世界最好的威士忌就是生产在苏格

兰，这里有几百座不同的威士忌酒厂，生产不同口味年份的威士忌，您可以用合理价格就可以买到合

适自己的威士忌。（入内参观约 1 小时） 

●驱车穿越【凯恩戈姆国家公园】，位于苏格兰，是英国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内散落着无数

个小巧美丽的村庄，有三处滑雪中心，优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使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户外运动的好去处，

是滑雪、登山等各种探险活动的好去处。 

【阿维莫尔】是一个充满运动气息的小镇，位于凯恩戈姆国家公园，许多英国人都把这里作为户外探

险的乐园。小镇优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使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户外运动的好去处。（游览约 30 分钟）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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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英国小镇-尼斯湖--威廉堡-格拉斯哥（约 80+175 公里） 

穿越越被誉为“全英国风光最美的公路”A82 公路， A82 公路是英国苏格兰的一条干线公路，连接

最大城市格拉斯哥和苏格兰高地的因弗内斯，基本涵盖了苏格兰西高地的典型风光-荒原、山丘、峡谷、

山涧还有湖泊。在高地和峡谷间穿行，沿途的风景就是高地最大的亮点,肥沃的山谷、令人目眩的山峰

和清澈的山涧让人仿佛置身于神话之中，种种美景尽在沿途。 

早餐后，乘船游览尼斯湖。 

● 【尼斯湖】位于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是神秘的，因为湖中水怪的传说，使得它全球闻名遐迩。曾经

的“尼斯湖水怪”传说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探秘。【乘船游览尼斯湖*】（游览约 50 分钟）。 

● 【威廉堡】不仅是通往苏格兰西部高地的门户，而且也是苏格兰一个主要的旅游中心。它位于 Linnhe

湖的顶端，后面高耸着的是山顶常年被白雪覆盖的本尼维斯山。周边的山脉和峡谷是高地上最好的，

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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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格拉斯哥–凯恩莱恩（轮渡参考时间 11：30） – 贝尔法斯特（约 100 公里） 

早餐后，搭乘【轮渡*】前往北爱尔兰凯恩莱恩。 

●游览位于北爱尔兰北部海岸绵延伸展长达 8 公里的被人称为巨人石道的【巨人堤*】（约 40 分钟），

气势恢弘的巨人堤（是一个形成于一万五千年前的玄武岩柱，堪称一个非凡的奇迹，现已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址名录。巨人堤其实是由于火山运动后的产物，但在传说中它则由传奇英雄巨人芬

恩•麦克库尔创造。 



 

●贝尔法斯特市内观光，参观这座北爱首府，同时也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乡。今天的贝尔法斯特是一座

非常现代的城市，【和平墙】（外观）：是为隔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居住区，减少双方准军事组织的

冲突而建，政治壁画等曾让人触目惊心的名词已成为让大家了解北爱问题的重要景点；【市政厅】（外

观）：兴建于 1898-1906 年，外观为巴洛克复兴风格，四角都有塔楼，中心是一个 53 米的绿色穹顶，

控制了市中心的天际线。（市区游览共约 1 小时）。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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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贝尔法斯特 – 都柏林 （约 170 公里） 

早餐后，前往都柏林 

●都柏林市区游览：参观【圣三一学院的凯尔斯经及欧洲最长的图书馆*】（约 40 分钟）。爱尔兰圣

三一学院是欧洲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在学术界她与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齐名，是一所拥有悠久学术

历史且享有国际声誉的世界名校，学院内图书馆的浩瀚藏书让世界许多著名大学亦望尘莫及，其中世

界上最古老的书稿——凯尔斯经，便收藏于此。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游览凤凰公园，梅林广场（约 15 分钟），这些景点会让您对都柏林这座千年古

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游览完毕，前往酒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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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一

天 

0416 

0507 

0514 

0528 

0604 

0611 

0625 

都柏林 /阿姆斯特丹/厦门 

参考航班（以实际预定为准）： 

4 月团期回程航班 KL946  DUBAMS  1110/1350  转 KL883  AMSXMN  1725/1045+1 

5-6 月团期回程航班 KL936 DUBAMS  1320/1600 转 KL883  AMSXMN  1725/1045+1 

● 早餐后，收拾行李，前往机场搭乘客机经阿姆斯特丹中转返回厦门。 

交通：旅游巴士+客机             住宿：宿机上                  早：√ 午：× 晚：× 

 

第 十 二

天 

0417 

0508 

0515 

0605 

0612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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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巴士                       住宿：自理                  早：× 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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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含全程司导服务费 
温馨提示：温莎古堡，等地有当地官方导游讲解，为了感谢他们的热忱服务，请另付上小费 1/英镑人。  



 

 

 

 

费用已含 费用不含 

1. 住宿：全程欧洲 Booking 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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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早餐+15 个正餐，以中式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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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深圳口岸至香港机场往返

交通； 

6. 门票：行程中所含的首道门票：爱丁堡城堡(含中文耳机)、

尼斯湖游船、温德米尔湖区游船、巨人堤、圣三一学院、威

士忌酒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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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欧洲国家送签邀请和 ADS 团队签证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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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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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房差：酒店单人房附加费 （4 星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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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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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签 8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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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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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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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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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签前五个工作日自行取消，我社将收取机位订金损失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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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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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定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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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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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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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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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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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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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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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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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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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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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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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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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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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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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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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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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退餐说明： 

1）餐费标准：六菜一汤退 10 英镑每人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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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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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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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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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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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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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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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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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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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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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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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附件一 



 

表店 

英国 爱丁堡 Jenners 表店 手表 

英国 曼彻斯特 Selfridges 百货公司 各种百货商品 

英国 斯特拉特福 George Pragnell 珠宝名表店   

爱尔兰  贝尔法斯

特 

Lun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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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