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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 11 天 
行程特色： 

★萄牙深度游览： 
温情葡萄牙：美丽的海滨浴场—里斯本 

航海纪念碑：葡萄牙航海纪念碑也称为大发现纪念碑，位于贝伦塔附近，屹立于海岸边的广场上，气

势不凡，已成为葡萄牙的象征 

★西班牙深度游览： 

米哈斯：坐落于太阳海岸，是一座备受欢迎的白色旅游小镇 

龙达：诞生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它其老城伫立在万丈悬崖之上，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壮美之感 

热情西班牙：弗朗明戈发源地—塞维利亚//西班牙皇家首都—马德里//高迪的艺术重镇—巴塞罗那 

奎尔公园（入内）：高迪设计建造，建筑造型大胆奇异色彩丰富构思巧妙，仍让人惊叹不已，回味无

穷 

圣家族大教堂（入内）：尽管教堂还未竣工，但已被选为世界遗产。其以独特的形象成为了巴塞罗那

的地标性建筑 

马德里皇宫（入内）：欧洲第三大皇宫，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且最精美的宫殿之一。皇宫外观呈正方形

结构，富力堂皇 

托莱多古城：重要国家古迹，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几种文明荟萃之地，被誉为“三文化”名

城，198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开心购物：La Roca Village 名牌购物村，汇聚了 50多个国际或者西班牙顶级品牌，尽享热辣折扣，

低价抢购心仪名牌； 

★福州或厦门均可联运 
出发时间：4 月 14 日/5 月 19 日/6 月 16 日 

价格：11999 元/人 

提前 60 天报名立减 800/对 

提前 30 天报名立减 50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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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 行程 餐食 酒店 

第一天 

 
厦门 北京          联运参考航班：CA1834  XMN/PEK  1530/1825                      

福州 北京          联运参考航班：CA1506 FOC/PEK 1200/1445 

  

21:55 北京首都机场集合，召开出团前旅游说明会。 

第二天 

 

北京 马德里                                            

参考航班：CA907  PEK/MAD  0055/0645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0:55 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客机

飞往马德里； 

06:45 抵达后专车接机； 

08:00 马德里市区游览，参观著名

的唐吉克德铜像（维修中近期无法

游览），马约尔广场（约 15分钟）

－独特风格的四方形广场以及马德

里最热闹的太阳门广场（约 15 分

钟），其中一个熊雕像便是广场的

标志。 

12:00 午餐，五菜一汤； 

13:00 后外观伯纳乌球场（约 15分钟），诸如斯蒂法诺、普斯卡斯、罗纳尔

多、劳尔、齐达内和 C 罗等永远的巨星，都在伯纳乌这片神圣的、带有著名

的白色条纹的草场上驰骋过。 

18:00 晚餐，五菜一汤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马德里-托莱多-西班牙小镇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8: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9:00 前往参观美丽的马德里皇宫

*入内含讲解（约 1小时），欧洲第

三大皇宫，仅次于凡尔赛宫及维也

纳的皇宫，建于十八世纪中叶加尔

罗斯三世，是波尔梦王朝代表性的

文化遗迹，其豪华壮丽程度，在欧

洲各国皇宫中堪称数一数二，西班

牙皇宫建在曼萨莱斯河左岸的山岗

上，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

精美的宫殿之一。 

12:00 午餐，五菜一汤 

13:00 乘车前往托莱多古城； 

14:00 托莱多含官导城区游览（约 1.5小时）:圣约翰修道院；外观阿拉伯人

的城门到天主教法式歌德教堂，外观洗礼了西班牙内战的阿尔卡萨尔，每一

处古迹都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段辉煌的过去，这就是托莱多被称为世界文化遗

产的魅力所在； 

16:00 乘车前往西班牙小镇，晚餐自理；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马德里皇宫】团队门票需申请预约，以实际获批的参观时间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3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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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能与行程预排时间不符，敬请谅解！若预约未获批或遇王室活动与政

事关闭不能参观，将退还门票费用或更换其他景点，请谅解！ 

第四天 

 

西班牙小镇-里斯本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8: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9:00 乘车前往里斯本 

12:00 午餐，五菜一汤 

13:00 前往里斯本市区观光（约 1.5

小时），参观贝伦塔，既是葡萄牙

光荣航海历史的见证，同时也是里

斯本的著名地标。塔建于 1500年，

其外形更像一座古堡，全用白色大

理石建造；参观发现者纪念碑建于

1960年，为纪念航海王子亨利逝世 500年而建，碑的地上有一幅世界地图，

上面刻有发现新大陆的日期；外观哲罗姆派修道院；哲罗姆派修道院始建于

1502年，它是葡萄牙艺术颠峰时期的最好例证；游览贸易广场，16世纪曾是

皇宫的所在地，在 1775年的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广场中间是约瑟一世的铜

像；（特别赠送 Pastéis de Belém百年老店葡式蛋挞 2个/人） 

18:00 晚餐，五菜一汤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五天 

 
里斯本-塞维利亚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7: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8:00 乘车前往卡门的故乡－塞维

利亚（约 1小时） 

14:00 午餐自理 

15:00 外观塞维利亚大教堂，伟大

的航海家哥伦布曾藏于此地；之后

游览美丽的西班牙广场、黄金塔，

领略传统与现代建筑艺术的完美融

合；漫步于卡尔约翰步行街，感受

塞维利亚热情的佛拉门戈舞和优美的吉普赛音乐。塞维利亚在 1929年及1992

年两度举办过万国博览会，是一个因为航海和贸易发展而形成的繁华都会。 

18:00 晚餐,五菜一汤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六天 

 

塞维利亚-龙达-米哈斯-格拉纳达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7: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8:00 乘车前往悬崖上的罗马古

城、西班牙斗牛的发源地－龙达含

官导（约 1.5 小时）；游览连接新

旧城区的努埃博桥(约 30分钟)，下

面是 100 米深的峡谷，外观古老的

龙达斗牛场，它是现代斗牛的发源

地，这座仍在使用之中的斗牛场对

于整个西班牙斗牛来说，具有圣地一般的意义。 

12:00 午餐，五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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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前往盖在半山腰中、可俯视地中海的白色小镇－米哈斯； 

15:00 抵达后游览米哈斯（约 40分钟），一边是清一色的白色建筑，另一边

则是荡漾着金色阳光的地中海，令您心动不已。蓝天、白墙、褐色山丘，是

米哈斯这座著名的阿拉伯风格旅游城镇的特色； 

17:00 乘车前往格拉纳达 

19:00 晚餐，五菜一汤 

20: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七天 

 

格拉纳达-瓦伦西亚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8: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瓦伦西亚； 

11:00 午餐自理； 

16:00 乘车前往市区游览（约 1 小

时），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

市，号称是欧洲的“阳光之城”。

在这座公元 138 年建立的古城里，

既有 15 世纪哥特风格的拱顶与浮

雕，也有令人惊叹的 21世纪建筑杰

作。参观老城区依然保持着古香古色的风貌，游览大教堂，圣母广场，城中

的丝绸市场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前往科学艺术城参观（外观），感受

西班牙现代建筑艺术。 

18:00 晚餐，五菜一汤.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八天 

 

瓦伦西亚-巴塞罗那  早：√ 

午：√ 

晚：√ 

四星酒店 

08: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9:00 乘车前往巴塞罗那； 

14:00 午餐，五菜一汤； 

15:00 前往市区游览（约 1小时），

在巴塞罗纳国家宫前合影留念，之

后参观 1992年奥林匹克会址；驱车

前往地中海边，参观巴塞罗纳旧港

和高耸的哥伦布广场纪念碑。漫步

奥林匹克新港，岸边数座豪华五星级酒店，港口停着数艘的私家游艇，港口

附近的奥运村有着超过 2000座运动员公寓，现已归当地富人私有。 

18:00 晚餐，五菜一汤 

19:00 前往酒店休息. 

第九天 巴塞罗那   早：√ 四星酒店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345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6672/51206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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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 酒店享用西式早餐 

09:00 前往游览地中海明珠-巴塞

罗纳，巴塞罗纳的圣家教堂*入内含

讲解（约 1 小时），是西班牙最伟

大的建筑设计师高迪未能完成的作

品，而后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安东尼

奥·高迪用毕生心血筑建。描绘出

基督诞生、受难死亡，整个建筑华

美异常，令人叹为观止，是建筑史

上的奇迹。它是站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 后前往奎尔公园*入内含

讲解（约 1 小时），这里是富商桂尔先生出资请高迪设计建造的，其中最著

名的是巴塞罗纳市的标致-蜥蜴，还有最初做为市场使用的百柱厅。公园所有

建筑造型大胆奇异色彩丰富构思巧妙，可以说是惊世之做。 

13:00 午餐，五菜一汤 

14:00 乘车前往 La Roca Village名牌购物村（约 2小时），拥有 19世纪

后期的卡特蓝建筑风貌，汇聚了 50多个国际或西班牙顶级品牌。对西班牙经

典及国际著名品牌情有独钟的潮流达人，一定会在这个购物村内逛到乐而忘

返。 

17:30 晚餐，五菜一汤 

18:30 前往酒店休息. 

午：√ 

晚：√ 

 

第十天 

 

巴塞罗那 北京                                      

参考航班：CA846  BCN/PEK  1125/0415+1 

无 飞机上 

07:00 乘车前往巴塞罗那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11:25 搭乘中国国际航空飞回北京 

请您保留好登机牌连同护照一起交给领队拿回销签，在使馆为您留下良好的

记录便于您再次出国。 

第十一天 

北京 厦门          联运参考航班：CA1871  PEK/XMN  0715/1020 

北京 福州          联运参考航班：CA1505  PEK/FOC  0725/1020 

  

安抵国内，结束愉快的旅行。 

备注：以上项目我社需提前预定购买，若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安排，我社会安排同等价位项目

替换；若客人自身原因不参加，我社视客人自动放弃项目，不予退费！ 

旅费所包括项目 

1.行程中所标明的全程 4星级标准酒店及早餐； 

2.每日午、晚餐以中式餐食为主（用餐标准为五菜一汤），如遇退餐 5欧元/每人每餐； 

3.全程提供豪华巴士（车行按人数而定），专业司机； 

4.行程中带*的景点含门票费 

5.国际间往返机票（经济舱）及欧洲境内段机票（含机场税）； 

6.境外旅行责任险。 

 

旅费不包括项目 

1.护照费、申请签证中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手续费，如未成年人所需的公证书、认证费； 

2.洗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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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轮）、缆车、地铁票等费用； 

http://www.baidu.com/link?url=C2FXXHdXxswucEwNmHG-t6OpZihHxIEk7JW0SYBgaSFAXGndk63O8rMVE_KTM0mxN5HtIIZmRmX3eNgtwb_U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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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务活动及专业翻译费，转机/火车时用餐。 

6.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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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单人间房差(不保证夫妻、成年子女与父母同房，否则需补单房差 3-4星 4050元/人/全程) ； 

8.70岁以上（含 70岁）老年人附加保险费用 200元/人，请随团款一并交齐； 

9. 邀请签证费、境外司机、导游、酒店、餐厅等服务费 1100元，随团费交齐。 

 

友情提示： 

1.本旅行社提醒游客特别注意：在随团旅游期间，无论是在自由活动期间还是团队旅游过程中，请务必注

意自身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注意饮食卫生及身体健康! 

2.以上行程时间表仅供您参考，如遇特殊情况（如堵车、恶劣天气、景点关门、突发事件等），领队将予

以前后调整，请以境外最终安排为准；请严格遵守领队告知的自由活动时间，以免延误行程，敬请理解与

配合！ 

3.以上项目我社需提前预定购买，若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安排。我社会安排同等价位项目替换；若客人

自身原因不参加，我社视客人自动放弃项目，不予退费！ 

4.特别注意事项欧盟规定:旅欧期间最少每人每天带够 150欧元。  

特别提醒 
※注意事项 

1. 导游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景点游览顺序，但不得减少游览时间； 

2. 行程中城市间的公里数为直线距离，仅作为参考； 

3. 行程中的景点游览时间，包括步行、游船、观光排队等候等时间总和； 

4. 教宗的驻地所在，会不定期的举行宗教活动，如遇此情况，则改为外观。 

◎ 请务必保证客人在护照签名页及签证表格上亲笔签名； 

◎ 请务必保证客人资料的真实性； 

如客人无法保证以上两点，我公司将谢绝客人参团！ 

如有申根拒签，无需收取费用； 

如有英国拒签，只收取签证费用每个 1500元/人； 

因客人未按照领馆要求参加面试或补采集指纹而导致的拒签，则收取 3000/人的费用。 

签证办理与销签 

◎ 因国情原因，所有欧洲使馆都有可能在团队归国以后要求客人前往使馆面试销签。如遇此项情况，请客人予以理解配合，并

于领馆规定时间内进行面试，以免影响未来办理其它签证。而由面试销签产生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将由客人自理。 

◎ 欧洲相关国家的销签时间通常在 15 个工作日左右，请客人报名参团时，注意自己回国后的其他出境安排。为了避免造成不必

要的麻烦，请持新版护照的客人，和团队一起走正常海关通道盖章。谢谢配合！ 

儿童价格 

8周岁以下不占床的儿童报名，在成人价上直接扣减 810元/人结算，且不含儿童早餐. 

 

二、旅行团须知 
为了您在本次旅途中本身的安全，我们特别请您遵守下列事项，这是我们应尽告知的责任，也是保障您的权益。

请仔细阅读如下内容： 

● 集合与出发 

出发当天请严守团队集合时间抵达集合地点，若因故无法准时抵达，务必马上联络旅行社工作人员，以免有客人迟到，航空公司关柜，

客人到机场还是无法上机的严重情况发生。 

出国当天请随身携带手机，以免有迟到、塞车、转机...等意外状况联络不上的困扰。 

为了方便出游客人，我社送机时会准备有打包带以及插头转换器，如有需要的游客，可联系送团负责人购买。 

● 航班与行李携带 

航班经停或转机时，请务必反复确认登机口和登机时间，并请提前 40 分钟抵达登机口。航班登机口可能临时变更，请留心机场广播或

导游提示，以免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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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航空公司免费托运行李额度为每人 1 件，每件不超过 20 公斤，超过则需收费；手提行李以不超过 2 件，合计不超过 18 公斤，超

过限制者，以托运为准。超过 100 毫升的液体行李(包括饮料、洗浴用品、化妆品等)、打火机、指甲钳、各式刀械等，不得手提上机，

需以托运方式处理，具体规定可能根据安全形势发生变化，详情请事先向航空公司查询。 

请将贵重物品或易碎物品或随时要取用物品放在手提行李箱内。例如：自备药品、摄象机、照相机等。护照、机票、现金等贵重物品

请务必随身携带，以免丢失。 

领取行李时如发生行李遗失或损坏的情况，请及时告知导游，由导游协助向航空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或申请相关索赔。 

● 海关与出入境 

入境时，请谨慎确实回答当地移民官的询问及检查，携带之现金、支票或其它外币亦应确实申报，如被发现不实或不符，可能遭到拒

绝入境，甚至被罚款或拘禁。 

 携带超过一定金额限度的物品进入各个国家境内时应进行海关申报，是各国为防止走私而采取的措施，属于国际惯例，各国海关会有随

机抽查的可能，如遇海关抽查，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是否给予签证、是否准予出、入境，为有关机关的行政权利。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或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不能及时办理签证而影响行程

的，以及被有关机关拒发签证或不准出入境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当您从欧洲离境时，一定检查海关是否给您的护照盖了清晰的离境章，它是您已经回到中国的唯一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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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候与穿着 

带好应季衣物，以免天气变化较大，容易着凉、感冒。 

请尽量准备好防日晒、防雨、游泳时所必备的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泳装等等。 

鞋子以平底轻便的运动鞋为宜，女士请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 行程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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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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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游客因自身原因未能游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旅 

行社将无法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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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期间，尽量避免到偏僻的地方。出行时尽量结伴而行，以便相互照顾。留意下榻饭店的名称和地址，最好向前台索取一张饭店名

片，随身携带，以便外出后能够顺利回到酒店。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

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 

行程中如遇客观原因导致团队无法用餐，领队会在抵达前提前告知您，并按标准进行整团退餐，请您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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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时，大件行李可放在旅游车上，贵重物品一定随身携带，以免丢失。 

● 酒店须知 

大多数酒店不提供牙膏、牙刷、拖鞋、洗发水、沐浴乳，请客人自备。酒店房间中迷你吧中的食品以及饮料是需要客人付费的，请客人

注意。房间内打电话都会由电脑记入帐户，等办理离店手续时，前台会通知客人交费（客人自付）。 

饭店一般有收费电视及免费电视两种，使用前请问清服务员或导游收费标准、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各种原因如环保、如历史悠久、如欧洲气候较温和等，较多酒店无空调设备。 

欧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酒店星级评判标准，同时许多欧洲特色小镇的酒店由于具备当地特色，反而不参加该国政府的星级评定，因

而没有星级的挂牌。例如瑞士有 50%的酒店、德国有 40%的酒店不参与政府的星级评定，但是这类酒店都具备等同于行程中指定同星级的

设施标准和接待能力。 

如遇展会导致酒店房间紧张，有些酒店会距离市中心较远，并可能临时调整住宿城市，望您谅解。 

意大利酒店早餐都比较一般，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量少而且简单，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入乡随俗请游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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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行业规定，旅行社有权根据旅行团团员情况，自行调配房间住宿情况，如需单间，单差自行负责（包括加床和夫妻分开住宿）； 

● 旅游保险 

本公司已为参团旅客购买价值 30万之人身意外保险。本公司已强烈要求旅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保险，以更全面保障旅客利益。 

对于 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公司会为老年人代买老人附加保险 200元，请随团款一并交齐。 

外出长途旅游，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令身体感到不适。故应准备些常备药物，以备不时之需。携带常备药物时，应避免是粉剂，以免

被误为违禁品。孕妇及年长者或健康状况不良者，宜有家人随行。 

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者应随身携带药物，并听从医生指示服用，不随便吃别人的药。且应提前到医院索取附有英文说明的

诊断书备用。以确保在国外发病时，可获得妥善治疗。 

● 购物、退税事宜 

购物退税基本步骤： 

1. 在可以退税的某商店一次性购买超过一定金额就可以申请退税；填写退税表格并出示护照，向店员索要您的退税单据。 

2. 出境离开海关之前，在海关办理在退税单据上验放盖章的手续(贵重物品需随身携带，以便海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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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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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责任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政治动荡、天灾、恶劣天气、交通工具发生技术问题、罢工及工业行动等，本公司有权在

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权缩短或延长旅程。而所引发之额外支出或损失，概与本公司无涉，团员不得借故

反对或退出。 

行程中所安排之机票/船票/车票/酒店或观光项目，均属团体订位，一经出发前确认及订购后，不论任何情况下而未能使用者，概不退

回任何款项。 

请严格遵守团队出发当日的集中时间、境外行程安排中及返回的各个集合时间。为保证大部分游客的利益，避免极小部分游客因迟到

而影响全团游客行程安排。如有小部分游客未按照指定抵达集合地，经该团其他全部游客签名，导游将根据事先约定时间准时出发。因

此产生的该部分游客的损失(如出租车前往下一目的地的费用或前往目的地的机票等一切相关费用)由迟到的游客自行承担。如团员故意

不遵守规则或妨碍全团游客正常活动及利益时，本公司工作人员有权取消其参团资格，所缴费用恕不发还，而该团员离团后一切行动与

本公司无关。 

团员须遵守各国政府之条例，严禁携带违禁品，违例者须自行负责。 

● 特别注意 

万一遭遇强盗时，最好不要强力抵抗，以保护自身安全为要，镇静记住歹徒外形，以利警方破案。 

遭窃盗或意外事故后，请立即通知导游，并在导游协助下，前往当地警察局或驻外使领馆，并申领遗失或被窃证明文件。 

紧急时，如果语言不通，就用表情或肢体语言表达，不要一味忍耐或保持沉默，而失去先机。 

旅行途中身体若有不适，马上告知导游或同行人员，尽速送医治疗。 

途中如有诊疗、住院或购买药品，应索取诊断书及治疗证明单，以便返国后申请保险赔付。 

如果携带信用卡，请在国内提前向发卡银行确认激活，开通信用卡境外使用服务。 

● 出发前取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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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拒签无损；英国收取 1500元签证费； 

申根自备签减免 650元/人，英国自备签减免 800元/人；一经报名收取定金 3000元/人，西葡希和西葡摩收取定金 7000/人，定金不予

退回； 

送签前五个工作日自行取消，我社将收取机位订金损失 3000元/人，西葡希和西葡摩收取定金 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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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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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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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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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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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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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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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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费项目达成一致，双方均自愿签署本补

充协议。 

第一部分：购物场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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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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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自行前往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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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敬请游客谅解。 

7. 携带超过一定金额限度的物品进入各个国家境内时应进行海关申报，是各国为防止走私而采取的措

施，属于国际惯例，各国海关会有随机抽查的可能，如遇海关抽查，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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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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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巴塞罗那 Paris Look 免税商场 约 45分钟 

巴塞罗那 SUAREZ苏亚蕾丝 精品名表 约 45分钟 

葡萄牙 

里斯本 Boutique 

Dos Relogios Plus 
精品名表、珠宝手饰 约 45分钟 

里斯本 ESPOR免税店 百货公司 约 45分钟 

 

第二部分：自费项目安排 

1. 欧洲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下推荐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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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选择自费项目，相信欧洲的自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 

2. 所有自费项目绝不强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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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费项目参加与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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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自费项目。如旅游者不参加自费项目，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旅行社不会售卖此

自费项目表以外的任何其他项目； 

4. 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详见《境外自费介绍表》（由

领队导游在境外提供，自费项目所在国家、名称、时间、服务内容及价格均与本补充协议一致）。

如您同意参加，须在《境外自费介绍表》上书面签字确认。如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

文件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5. 报价为 20人以上成团的优惠团队价，如因人数、交通或不履成本等原因导致难以成行，导游有权

利取消，请贵宾们谅解； 

6. 请您在选择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将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交给导

游，以保证您的权益；  

7. 风味餐皆为原餐费扣除后的价格，不再另退餐费。 

 

地点 名称 项目简介 时间 价格/人 选择 

西班牙 

弗朗门戈舞表演 

欣赏世界上最富有感染力的舞种，了解吉普赛文化和

西班牙民间文化的完美结合。 

含：车费+门票+预订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60 欧  

蒙塞拉山及山间修

道院 

西班牙第一座国家公园，这里山峰奇特，锯齿形的奇

石随处可见，14 世纪修建的修道院内圣母雕像成为加

泰罗尼亚的保护神。 

含：车费+门票+高速路费+服务费 

约 2小

时 
50 欧  

塞戈维亚游览 

“胜利之城”是西班牙风光最秀丽，名胜古迹最多，

历史文化传统最为悠久的城市，世界文化遗产罗马水

道遗址世界罕见。 

含：车费+高速路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50 欧  

塞戈维亚烤乳猪餐 

在西班牙国王、王后及明星包括海鸣威、罗兰曾经留

连忘返的百年老店，品尝最正宗的西班牙烤乳猪。 

（注：需在参加塞戈维亚游览的前提下） 

含：餐费+预订费+服务费 

约 40

分钟 
45 欧  

西班牙海鲜饭 

Paell 巴埃亚西班牙海鲜饭与法国蜗牛意大利面号称西

餐三大名菜，黄澄澄的饭粒加上虾、黑蚬、鱿鱼等西

班牙海鲜令人垂涎。 

含：餐费+预订费+服务费 

约 45

分钟 
35 欧  

海滨度假胜地 -西被称为“艺术之城”的西切斯，处处都有艺术的存在，约 1小25 欧  



—Colorful Travel— 

切斯 这里海滨延绵几公里，碧海蓝天，沙滩柔软，给人的

感觉这里就是天堂。 

含：车费+服务费 

时 

斗牛 

斗牛这一竞技运动在西班牙一直被认为是最勇敢善战

的象征，在《斗牛士进行曲》的伴奏下，欣赏最正宗、

最精彩的西班牙斗牛。 

含：车费+门票+预订费+手续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100 欧 
 

米拉之家 

高迪设计的最独创的建筑、波浪的外形、错落的屋顶，

奇形怪状的烟囱充满了灵感和自然美。 

含：车费+门票+预订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45 欧  

巴特罗之家 

高迪的代表作之一，蓝色和绿色的陶瓷外墙的诡异的

颜色形成的外墙象“一片宁静的湖水”。 

含：车费+门票+预订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45 欧  

风车小镇 

前往典型的西班牙清新的乡村 Consuegra，欣赏古老的

风车，这个在《唐·吉诃德》中出现过的地方。 

含：车费+门票+服务费 

约 1小

时 
35 欧  

葡萄牙 

里斯本特茹河游船 

坐船游览里斯本母亲河，沿途观赏 425 大桥、贝伦塔

等著名建筑及里斯本风光，全程约 1 小时 15 分钟， 

含：船票+车费+预订费+服务费 

约 1小

时 
45 欧  

辛特拉小镇 

世界遗产名城，新颖浪漫的风景是浪漫主义人的“伊

甸园”这里是摩尔贵族和西班牙皇室的夏宫所在地。

参观辛特拉王宫，从 14-18 世纪修建多次，建筑式样

融合了哥德式、摩尔式及葡萄牙式风格。 

含：门票+官导+车费+高速路费+服务费 

约 1.5

小时 
50 欧  

埃武拉 

罗马时期的历史古城，世界文化遗产，这里人骨教堂

声名远扬， 

含：车费+人骨教堂门票+服务费 

约 1小

时 
30 欧  

罗卡角 

葡萄牙最西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这里石碑上刻着

“路止于此,海始于斯”，被评为“全球最值得去的 50

个地方之一”。 

含：车费+服务费 

约 30

分钟 
30 欧  

葡萄牙特色餐 

南瓜蔬菜汤、烤鳕鱼、葡国烤鸡、葡式甜点..红酒，来

到里斯本不尝尝葡式美食，可谓人生一大遗憾。。  

含：餐费+预订费+服务费 

约 45

分钟 
35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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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项目补充确认》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行社（盖章）：       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签章）： 

经办人及电话：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