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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宫+夏宫+克宫+维京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瓦萨战船博物馆+北欧游轮+四国首都 

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 、俄罗斯 

发团日期：0410/0422/0509/0523/0617 

价格：16980 元/人 

级别：惠品 3 钻（全程 3-4 星） 丹麦签 

北欧单峡湾 

+俄罗斯 13 天 11 晚 

 
出发城市：厦门往返   |  天数：13 天 11 晚   |  中国国际航空 优质之选 



 

 

 

   
 
 

  
 
 

Day1：厦门/北京/莫斯科 

Day2：莫斯科-圣彼得堡 

Day3：圣彼得堡 

Day4：圣彼得堡-赫尔辛基 

Day5：赫尔辛基-土库-斯德哥尔摩- 

Day6：斯德哥尔摩-瑞典小镇- 

Day7：瑞典小镇-奥斯陆-峡湾小镇 

Day8：峡湾小镇-松恩峡湾-奥斯陆 

Day9：奥斯陆-哥本哈根 

Day10：哥本哈根 

Day11：哥本哈根 

Day12：哥本哈根/北京 

Day13：北京/厦门 
 
 
 
 

 
 
 
 
 
 
 
 
 

★ 挪威精品峡湾游：‘峡湾之冠’的松恩峡湾  

★ 参观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离宫-夏宫花园 

★ 入内参观原为俄罗斯帝国沙皇的皇宫-冬宫（如遇关门，换入内叶卡捷琳娜宫） 

★ 入内游览俄罗斯联邦的象征、总统府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宫 

★ 特别赠游北欧两馆一厅：维京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瓦萨战船博物馆 

★ 体验双火车 

★ 北欧游轮双人舱，享舒适旅程 

行程卖点 

简要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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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团团号：ETI-GZ-20XXXX CA 北欧单峡湾+俄罗斯 13D11N 

TOUR NO：  

欧洲导游： 

导游电话： 

第一天  

0410 

0422 

0509 

0523 

0617 

厦门机场集中→北京→莫斯科 
参考航班： 

CA1802     XMNPEK   0750 1035                           

CA909       PEKSVO   1345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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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友当天指定时间 05：30 自行前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团队集中。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

班经北京转机飞往俄罗斯莫斯科。 

●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启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或俄联邦，是世界上面

积最大的国家，地域跨越欧亚两个大洲，与多个国家接壤。绵延的海岸线从北冰洋一直伸展到北太平洋，

还包括了内陆海黑海和里海。今日的俄罗斯是一个受国际承认的的世界性大国，亦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及 OPEC 以外最大的原油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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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0411 

0423 

0510 

0524 

0618 

莫斯科-– 圣彼得堡（夜火车） 
●早餐后，游览市内名胜：为纪念苏共第一位太空人而建的太空英雄纪念碑(约 15 分钟)，其顶部是一枝

火箭，设计独特；前往经济成就馆及金喷泉(约 30 分钟)；有 9 个洋葱花头而现已成为莫斯科的标志之圣

巴素大教堂(约 30 分钟)；著名的红场及列宁之墓(约 30 分钟)；俄罗斯政治及经济的中枢--克里姆林宫*；

沙皇大钟(约 15 分钟)、伊凡大帝钟楼(约 15 分钟)、圣母升天教堂(约 15 分钟)、十二门徒教堂(约 15

分钟)、沙皇大炮及克宫会议中心(约 15 分钟)。 

★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位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中心，是俄罗斯的标志之一。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是红

场和教堂广场等一组规模宏大、设计精美巧妙的建筑群。宫内保存有俄国铸造艺术的杰作：重达 40 吨

的“炮王”和 200 吨的“钟王”，克里姆林宫由此成为俄罗斯备受珍视的文化遗产。（备注：克里姆林宫每

周四闭馆，若刚好碰到不对外开放时间，将改为外观，导游会退门票。） 

●晚餐后，搭乘火车前往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夜宿火车上。 

温馨提示：1.火车上的偷窃事件频发，请您务必保管好您的随身物品。  

      2.莫斯科往返圣彼得堡火车票（软卧四人包厢，可能与外国人同包）,火车时间可能在 20：00-03：00 之前； 

交通：旅游巴士+夜卧火车             住宿：四人夜卧火车包厢       早：√  午：√ 晚：√ 

第三天 

 

 

圣彼得堡  
● 抵达后乘车前往市区游览：圣埃萨大教堂（门外拍照），彼得保羅要塞（门外拍照），涅瓦河观光(以

上景点总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 【沙皇夏宫花园*】(游览时间约 1 小时，参观上、下花园，不入宫殿)：彼得宫(Summer Palace Of 

Peter)又称夏宫，曾经是彼得大帝的避暑行宫。这里宽阔的草坪、花园、拥有相当多的喷泉与镀金雕像，

是夏宫花园的最大特色。150 个喷泉的 2000 多个喷柱，不停地向蓝天喷放出水柱，形成瀑布和千姿百

态的造型，令人目不暇接，还有幽静、高大的森林，更使人流连忘返。由于建筑豪华壮丽，夏宫被人们

誉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来圣彼得堡的必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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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行程 



 

第四天 

 

圣彼得堡 –赫尔辛基( 火车参考时间： 15:30-17:57) 
● 早餐后，游览市内名胜：【冬宫*】(游览约 1 小时) (入内，含门票, 游览时间约 1 小时，备注：冬宫

每周一闭馆，若刚好碰到不对外开放时间，将调整为入内参观叶卡捷琳娜宫。）：坐落在圣彼得堡宫

殿广场上，原为俄国沙皇的皇宫。冬宫内珍玩收藏丰富，是 18 世纪中叶俄国巴罗克式建筑的杰出典

范，艾尔米塔什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称为世界四大博物

馆。冬宫广场中间竖立着巨大的亚历山大圆柱，该柱顶尖上有一个手持十字架的天使，天使双脚踩

着一条巨龙，气势非凡，以此来纪念俄国抗击拿破仑的胜利。 

●  下午乘坐火车前往荷兰赫尔辛基(客人坐火车前请自备干粮和水)，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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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赫尔辛基-土库(约 168 公里) / 斯德哥尔摩（乘坐夜航五星游轮入住双人内舱） 
● 早餐后游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海港边的【露天码头市集】；【赫尔辛基大教堂】、【西贝流斯纪念碑】、

【西贝流斯公园】—芬兰伟大的作曲家西贝流斯是芬兰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芬兰人视他为音

乐之父； (以上景点总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 安排自由活动约 1 小时。 

● 乘车前往图库，乘坐【五星游轮*】：傍晚乘搭五星游轮入住双人舱，沿途尽揽两国中途群岛的迷人风

光，享受船上极具异国风情的夜生活。邮轮上设有免税店、游泳池、赌场、舞厅、酒吧，风味餐馆其设

施豪华，节目之丰富，让人彻夜狂欢。 

交通：旅游巴士+邮轮             住宿：五星游轮双人内舱            早：√ 午：√  晚： √ 

第六天 

 

斯德哥尔摩 – 瑞典小镇（约 309 公里） 
●早餐后市区游览：【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入内，含门票含专业讲解！游览时间约 1 小时，如果恰逢市

政厅官员需要开会，则不能开放给游客进去游览，敬请谅解)：举行诺贝尔奖颁奖晚宴的『蓝厅』为市政

厅最大的厅院，其最著名的设计则为贴满金箔的『金厅』，其四周墙壁还以马赛克拼绘出一幅幅光彩夺目

的神话壁画，气派非凡。 

● 【瓦撒船博物馆*】 (入内，含门票不含讲解，游览时间约 1 小时，)：1628 年处女航时沉没的战船—

—瓦萨号，于 1961 年方能成功打捞，并建成博物馆供游客参观。瓦萨号是现存唯一一艘 17 世纪的船

只，包含 9 个相关主题的展览。 

● 【瑞典皇宫】（门外拍照）：建于公元 17 世纪，为一座方形小城堡，在正门前有两只石狮，两名头

戴一尺多高红缨军帽、身穿中世纪军服的卫兵持枪而立。 

● 后乘车前往瑞典小镇入住酒店休息。 
交通：旅游巴士                   住宿：三—四星酒店                 早：√ 午：√  晚：√ 

第七天 

 

瑞典小镇 – 奥斯陆（约 222 公里）-峡湾小镇（约 315 公里） 
●早餐后，驱车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奥斯陆城市景色优美，艺术气氛浓厚，遍布着博物馆和美术馆，是

挪威的文化中心。，游览【入内参观】★维京海盗船博物馆(1小时):挪威是一个有着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

位于奥斯陆峡湾北端的比格德于半岛上的海盗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一个。 博物馆的圆拱形展室，象一座巨

型地道，那里陈列着3艘在8至10世纪出没于北欧海域的海盗船——“奥塞贝格”号、“戈克斯塔德”号

和“图奈”号。维格兰雕塑公园：园内繁花绿茵，小溪淙淙，到处都矗立着造型优美、婀娜多姿的雕塑，

这就是维格兰雕塑公园。维格兰雕塑公园是以挪威著名雕塑大师古斯塔夫·维格兰的名字命名的，它的另

一个名字叫弗罗格纳公园。公园有 192 座雕塑，总计有 650个人物雕像。这些由铜、铁和花岗石制成

的雕像，是维格兰 20 多年心血的结晶。 

●之后前往挪威颇具盛名的峡湾地区，抵达后入住峡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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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峡湾小镇-松恩峡湾–奥斯陆（挪威）（约 65+313 公里） 
●早餐后，前往松恩峡湾美景：风景迷人的世界最大的峡湾－松恩峡湾，那骤然起落的三度空间，山高水
阔，美得让你摒息。长 200 千米深 1300 米的松恩峡湾是世界最长、最深的峡湾，是举世无双的景观。

漫长的海岸线，被北海的浪滔割成锯齿状。窄如细指的水流挤出一条道路，从峡湾注入内陆的山丘中，
无数的大小瀑布倾泻奔腾。这无穷尽的曲折峡湾和无数的冰河遗迹所构成的壮阔精采的峡湾风光，让你
永生难忘。（自由活动时间约 2 小时）可自费搭乘峡湾游船。【纳勒尔峡湾】（Naroyfjord）和【艾于兰

峡湾】（Aurlandsfjord）是松恩两个最著名的海湾，在 Beitelen 相汇，构成 Beitelen 极具魅力的自然风
光。纳勒尔峡湾是欧洲最狭窄的峡湾，最窄处只有 250 米，于 2002 年被定为自然保护区。后前往弗洛
姆(Flam)——这里隐藏在三面雪山环拥的艾于兰峡湾的尽头，踏上码头，迎面就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

Flam 铁路是北欧最陡峭的标准轨距铁路线，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山区铁路。小镇因为是弗洛姆铁路
的起点而闻名遐迩。小镇人口不到 400，每年却有 40 万游客前来这里，只为了体验火车在峡谷中上蹿下
跳的心跳感觉。可自费搭乘高山火车体验。 

●后返回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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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奥斯陆-哥本哈根（约 556 公里，此天车程较长，请客人注意休息） 
●早餐后，乘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座由渔村兴起的这座“商人之港”，现已成为丹麦最大的商港。

风姿独特景色和历史珍贵遗产，使这座濒海城市享有“北欧的巴黎”之美誉。拥有超过 85 个博物馆和世

界上最大的步行街以及室外咖啡馆区——斯特罗盖特，并以“美人鱼的故乡”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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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哥本哈根 
●早餐后，市区游览:瞻仰一生写了108个童话的大文豪安徒生的铜像(约15分钟)；哥本哈根的向征——美

人鱼雕像、神农喷泉(约15分钟)；约有200多家各具特色商店的步行街；位于阿美琳堡王宫广场西端的大

理石教堂(外观约15分钟)，是丹麦最大的圆顶教堂；还有四周是皇宫及政府建筑物的皇宫广场(约15分钟)，

码头公园(约15分钟)，康根斯纽特广场(约20分钟)，卖火柴的女孩故事灵感来源地市政厅广场(约20分钟)

名胜。 

●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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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哥本哈根—北西兰岛-哥本哈根 

● 早餐后北西兰岛坐落在西兰岛北部赫尔辛约市的海边，与瑞典的赫尔辛堡市隔海相望，地处波罗的海

出港口之一的厄勒海峡最窄的出口处，在哥本哈根市东北约45公里，是人口比较繁华，风景优美的

地方，被誉为哥本哈根的后花园。在这个小岛上有三座引人注目的古堡，其中之一即为著名的哈姆雷

特城堡，这座因莎士比亚笔下的艺术形象而出名的城堡。 

● 【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城堡(即克伦堡) (1小时)：建成于1585年，建筑充滿古典浪漫风格，由岩石

建造，有着褐色的铜屋頂，是北欧最精美、保存最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

姆雷特》王子复仇记，就是以克伦堡为故事场景，从此克伦堡成为举世闻名的观光景点。 

● 【入内参观】★腓特烈堡宫(1小时)：是16世纪修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宏伟城堡，嘉士伯啤酒厂

创始人捐赠修缮费，并建议辟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为丹麦最大的历史油画和肖像画的收藏地。 

【外观】弗雷登斯堡宫：这是王室的夏宫别墅，王室成员每年3-10月入住其中，故城堡内每年只7月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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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天 

0421 

0503 

哥本哈根/北京 
参考航班：CA878   CPHPEK  1315 0520+1   

●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飞回北京。  



 

0520 

0603 

0628 

交通：旅游巴士+豪华客机                    住宿：飞机上          早：√ 午：×   晚：× 

第十三天 

0422 

0504 

0521 

0604 

0629 

北京 /厦门 

参考航班：CA1871   PEKXMN  0715 1020   

抵达北京后，转机返回厦门。抵达后厦门高崎机场，结束浪漫欧洲之旅，并将回程段的登记卡及护照原

件交给导游。 

特别注意:所有团员回程段的登机卡都要保留附上护照原件交给报名的代理社到大使馆/领事馆办理归国

返签确认. 规定:团员回国 72 小时内务必办理回程消签工作) 

交通：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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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付全程司导服务费：RMB1300 / 人 
 
 

 

费用已含 费用不含 

一、费用已含 

1. 住宿：全程欧洲 Booking 评分三-四星级或同等级/峡湾特色酒店

酒店：以两人一房为标准、酒店欧陆式早餐； 

2. 用餐：行程注明 11 早餐所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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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深圳口岸至香港机场往返交通； 

6. 门票：克里姆林宫、夏宫花园、冬宫、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瓦萨

沉船博物馆、维京海盗博物馆、哈姆雷特、腓特烈堡宫行程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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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司导服务费：1300 人民币/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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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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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等），请另付上小费 EUR 1/人。 

4. 单房差：酒店单人房附加费 （3-4 星 350 元人民币/人/

晚，5 星夜游船 630 元人民币/人/晚，游船旺季单舱差有升

幅，请咨询旅行社，火车没有单舱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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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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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欧盟入境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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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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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人； 

2. 送签前三个工作日自行取消，我社将收取机位订金损失 6000 元/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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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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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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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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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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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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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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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市政府规定，所有的旅游大巴都不允许进入市区，入城时需要转乘当地的公车及步行，所以在罗马的游览会比

较辛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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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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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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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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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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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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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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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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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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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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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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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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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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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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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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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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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五菜一汤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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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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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个签）、挪威（个签）：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二楼 

※丹麦（ADS）、挪威（ADS）、芬兰、希腊、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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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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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 斯德哥尔摩 瑞尚摩琥珀店 
琥珀、rimova、Tumi、双立

人、手表等 

挪威  奥斯陆 奥斯陆 Ditt Apotek 药店（海豹油保健品店） 保健品等 

芬兰  赫尔辛基 LifeNutrition 保健品店 保健品、皮草等 

丹麦  哥本哈根 Royal Denmark Collection 土特产店 琥珀、海参等 

俄罗斯 莫斯科/圣彼得堡 俄罗斯土特产店 

蜜蜡、紫金、貂皮、猛犸象

牙、鱼子酱、望远镜、套娃、

伏特加酒、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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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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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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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哈

姆雷特城堡 

建成于 1585 年，建筑充滿古典浪漫风格，由岩石建造，

有着褐色的铜屋頂，是北欧最精美、保存最好的文艺复

兴时期的城堡。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

复仇记，就是以克伦堡为故事场景，从此克伦堡成为举

世闻名的观光景点。 

含提前预订费，耳机讲解，门票，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哥本哈根腓

特烈堡宫 

建成于 16 世纪修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宏伟城堡，嘉

士伯啤酒厂创始人捐赠修缮费，并建议辟为丹麦国家历

史博物馆。现为丹麦最大的历史油画和肖像画的收藏地。 

含提前预订费，专业人工讲解，门票，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哥本哈根嘉

士伯啤酒博

物馆 

于 1847 年由老嘉士伯啤酒厂改建的，在约一万平方米

的区域内游客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品牌的发源，历史和与

啤酒有关的一切。另外，博物馆的一大亮点是陈列了世

界最多的啤酒瓶。 

含提前预订费，一杯啤酒试饮，门票，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25  

哥本哈根 

观光游船 

搭乘观光游船，沿岸您将欣赏到哥本哈根歌剧院、阿美

琳堡宫、克里斯钦堡宫等多个著名景点。 

含提前预订费，船票，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45  

弗洛姆 

往返峡湾观

景小火车 

被《孤独星球》杂志评为 2014 全球十大铁道之旅之首，

全程只有 20 公里但海拔相差 865 米高的弗洛姆铁路一

览浓缩了松恩峡湾的精髓，透过列车车窗，你可以欣赏

到山涧小溪，峡湾，绝壁，奇景叠出。近距离感受仙境

般“挪威的森林”。 

含提前预订费，火车票，导游服务费 

请注意：如果客人不参加火车游览，则留在弗洛姆自由

活动及拍照。 

20 人 
1 小时 45

分钟 
EUR100  

弗洛姆 

单程峡湾观

景游船 

为客人安排观景游船漫游风景迷人的世界最大的峡湾—

松恩峡湾，长 200 千米深 1300 米的峡湾是世界最长、

最深的峡湾，是举世无双的景观。无穷尽的曲折峡湾和

无数的冰河遗迹所构成的壮阔精采的峡湾风光，让你永

生难忘。 

20 人 
约 1 小时

50 分钟 
EUR60  



 

含提前预订费，火车票，导游服务费。 

请注意：如果客人不参加游船游览，则留在弗洛姆自由

活动及拍照。 

斯德哥尔摩 

肉丸特色餐 

瑞典肉丸是非常具代表性的瑞典菜。用牛肉、洋葱做成

的瑞典肉丸子搭配土豆泥，面包、沙拉。 

含提前预订费，肉丸三道式特色餐，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斯德哥尔摩 

观光游船 

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市区由多个

岛屿组成，要想真正地了解这座北欧名城，搭乘游船从

水上更能体会她的美。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赫尔辛基 

鹿肉特色餐 

鹿肉餐， 

含提前预订费，鹿肉三道式特色餐，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赫尔辛基 

芬兰堡 

250 年前瑞典人在岛上建设的炮台，城堡，军营到现在

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 1991 年，芬兰堡被联合科教

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区。 

含车费 停车费 司机加班费 时间约 1 小时 

20 人 约 1 小时 EUR50  

塔林 

猪手特色餐 

猪手餐， 

含提前预订费，烤猪手、啤酒，导游服务费 
20 人 约 1 小时 EUR35  

圣彼得堡 

涅瓦河游船 

涅瓦河是圣彼得堡的母亲河。它从拉多加湖流来，一直

向波罗的海流去，它只有 74 公里的长度，却有近 30 公

里在圣彼得堡穿过。 

在 1 个半小时的船程中，游客可在船舱内观看民俗歌舞

表演，与演员一起合唱前苏联经典老歌；或上顶层的观

景平台，饱览两岸以及芬兰湾入海口的风光。 

含船票，导游服务费用 

20 人 
约 1.5 小

时 
EUR60  

圣彼得堡 

芭蕾舞 

圣彼得堡是个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城市，音乐和芭蕾舞

是圣市享有盛誉的两张大名片。 

含司机加班费，门票，导游服务费用 

20 人 
约 2.5-3

小时 

EUR120- 

EUR150(根

据时间、场

次、座位而

票价不同) 

 

莫斯科 

大马戏 

在世界艺术领域，俄罗斯有三大艺术瑰宝，即古典芭蕾、

歌剧和马戏。其中大马戏运用技巧和力量的展示，通过

演员自身扎实的基本功，和精心驯化的动物表演，让观

众有妙趣天成之感，令人叹为观止，在充满兴奋、惊奇

和幽默感中享受真正的马戏艺术。 

含司机加班费，门票，导游服务费用 

20 人 
约 2.5 小

时 
EU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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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6-01-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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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