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鼓浪听涛 曾厝垵

环岛路骑行动车
环岛路骑行动车三
动车三天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厦门：海水环绕、阳光和煦的城市，厦门的空气十分清新，栖息着成千上万的白鹭，形成了厦门独特的自然景观； “城在海上，海在
城中”，厦门是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
海上花园”。
海上花园

 游素有中国最美的城区，钢琴之岛享有海上花园之美称的——‘
‘鼓浪屿’
鼓浪屿’
 体验特有的闽南民俗风情，漫步于鼓浪屿古街古巷，品尝精美的小吃，观老别墅，领事馆及万国建筑博览群。
 走进小渔村曾厝垵 ，一个得天独厚拥有众多历史遗存的小村落，依然保留着那份最原始的美好
 体验环岛路马拉松赛道——环岛路
环岛路，在骑行中，尽情领略厦门迷人海滨风光。
环岛路
行程安排：
行程安排：
日程

D1

D2

D3

游览景点
用餐
广州南——
广州南——（
——（高铁）
高铁）——深圳
——深圳——
深圳——（
——（动车）
动车）——厦门
——厦门
（参考车次：D2316/1020 分 1418 分抵达），具体时间待定，车程时间约 3 小时。
X
行程内容：抵达后，前往【集美学村
集美学村】（
【五缘湾湿地公园】
集美学村】（游览
】（游览 30 分钟）
分钟）。前往【
五缘湾湿地公园】
X
（游览 1 小时）
小时），位于五缘湾南岸，占地面积 84 公顷，是厦门岛内惟一一块集水景、
晚
温泉、植被、湿地、海湾等多种自然资源于一身的风水宝地，还有大量的畲族文化
等人文景观。晚餐后，入住酒店。
厦门——
厦门——鼓浪屿
——鼓浪屿——
鼓浪屿——中山路
——中山路
早
行程内容：酒店早餐后，前往【鼓浪屿
鼓浪屿】
万国建筑群】、
【毓
鼓浪屿】（过渡
（过渡 15 分钟）
分钟），游【万国建筑群
万国建筑群
X
园】、【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
小时）藏海园、补山园、钢琴博物馆、十二洞天。中
菽庄花园】（游览
】（游览 1 小时）
X
餐后，（
（岛上自由活动 3 小时，
小时，后请客人以与导游约定的时间地点集中返市区）
后请客人以与导游约定的时间地点集中返市区）。
前往【
【中山路步行街】（
中山路步行街】（游览
】（游览 1 小时）
小时）。晚餐自理。统一安排回酒店。
厦门——
厦门——（
——（动车）
动车）——深圳
——深圳
（参考车次：D2319/1602 分 1958 分抵达），具体时间待定，车程时间约 3 小时
行程内容：酒店早餐后，前往【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游览
（游览 1 小时）
小时）寺里天王殿、大雄宝殿、
大悲殿、藏经阁、左右厢房、钟鼓楼等建筑。【去南普陀,许下一个关于天长地久的祈愿】
游客自行进入厦门大学，感受“上清华读北大,谈情说爱在厦大”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游览
1 小时）
（开放时间：11：00 到 14：00 分，17:00-19:00，每天 700 人，排队进校） 早
小时）。
中餐后，前往【环岛路
环岛路】
中
环岛路】（环岛路骑行
（环岛路骑行 1 小时，
小时，超出费用自理）
超出费用自理）。环岛路临海见海，
设计与绿化独具匠心，艺术性强，将大海、沙滩、绿地完美的融于一体。中餐后，
前往【
【曾厝垵风情街
（游览 1 小时）
曾厝垵风情街】
风情街】
小时）这里有很多家庭旅馆、青年客栈、富有情调的
咖啡厅、餐吧、个性小店在此云集。可以走街串巷、去教堂礼拜 Bridge 桥梁教堂是
老外们建的，每周天上午都有唱诗和做礼拜，下午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当唱诗
班圣洁的声音随着教堂的十字架传到上帝那里，谁都会被感动吧。后乘车前往厦门
动车站乘动车回深圳北，结束愉快行程。

4 月 22 日出发
成人：
成人：888 元/人
儿童：
儿童：348 元/人
如需加订深圳北如需加订深圳北-广州南高铁加收 80 元/人

住宿

厦门

厦门

温暖的家

※酒店：全程入住经济型快捷酒店标准间。注：根据旅游法规定，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不挂牌称为经济型
快捷酒店。
（如出现单男单女，经客人同意后按补单房差或加床处理，若客人不接受须在出发前补房差
或退房差）
。
参考酒店
爱丁堡酒店（会展店）
、岚庭假日酒店、摩登世家酒店（文灶店）
（金榜店）
、美都环岛酒店、澳盛安海景酒
店（厦大店）、泊旅时尚酒店、康恒宾馆（湖里店）
、云顶佳缘商务酒店（湖里店）
（金榜店）
、泊捷时尚酒
店（海天店）、东方桃源酒店（瑞景店）、佳橙快捷酒店（福津店）
（滨南店）
（莲花店）、恒颐宾馆、德成商
务酒店、怡庭嘉湖酒店、悦宁商务宾馆、怡庭富山酒店、悦庭酒店、舫阳大酒店、景弘商务酒店、亚芬汀
酒店、海逸达酒店、天山泉酒店
包含
项目

备注：所列酒店如因节假日或当地大型活动房间爆满等特殊原因无法安排，以我社出发前给予的酒店名称为准。
※用餐：2 早 2 正，20 元/人/正，酒店含早餐（不用不退）
。11－12 人一桌（正餐九菜一汤）
，9－10 人一桌（正
餐八菜一汤），6－8 人一桌（正餐六菜一汤）
，若整团出发人数不足 6 人，则当地正餐客人自理，按以
上餐标当地退回餐费，用餐按团队的具体人数安排。
※用车：空调旅游车（33-55 需套车、按人数安排用车、保证每人 1 个正座）
。
※门票：景点第一道大门票。相关优惠政策参照景区具体规定，按折扣差价现退客人。
※导游：优秀地接导游服务（不派全陪）。
※交通：含广州南-深圳北单程、深圳北-厦门北往返动车二等座。（火车票实名制，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房差：补房差 160 元/人/床/2 晚，退房差 160-早餐 10 X2 早=140 元/人/床/2 晚。

此团 20 人成团，
人成团，如人数不足 20 人，将提前三天通知客人改团或全额退款，
将提前三天通知客人改团或全额退款，不
作任何赔偿。
作任何赔偿。
不含
项目

个人投保的旅游保险费、合同未约定由旅行社支付的费用（包括行程以外非合同约定活动项目所需的费用、自
由活动期间发生的费用等）
，行程中发生的客人个人费用（包括交通工具上的非免费餐饮费、住宿期间的洗衣、
电话、酒水饮料费、个人伤病医疗费等）及小费等；
小孩收费：2 周岁以上-12 周岁以下（不含 12 周岁）
不占床位含早餐，门票及正餐费用含半价操作，占车位，导服，不含高铁/动车票，如有超高当地补足差价。

儿童
安排

提示：每位持票成人仅可携带一名 1.2 米以下儿童免票乘搭动车/高铁（不占座），1.2-1.5 米可购成人票的半票
（散客我司不订购小童半票），1.5 米以上按成人票操作。
婴儿收费：2 周岁以下（不含 2 周岁）
不提供高铁/动车票、车位、餐位、床位及景点门票等费用，当地产生费用现结。

购物
安排

纯玩不进店

赠送
项目

每人每天 1 瓶矿泉水
赠送项目不用不退
1、本行程为参考旅游行程，旅行社有权根据航空公司出票时的航班时间及出入港口对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作出合
理调整，但不影响原定标准及游览景点。行程为我社接待标准，请组团社根据我社行程派发游客、以确保行程
的统一，以免因此造成不必要损失。若因贵社与客人所签合同内容与贵社委托我社接待确认件内容及要求不一
致而让游客产生投诉或增加费用的，责任由组团社自行承担。
2、如遇航班（列车）取消，延误，变更或自然灾害（如塌方、天气、地震等）等不可抗力造成行程延误或不能

注意
事项

完成游览或缩短游览时间，不视旅行社违约，未能完成游览的景点我社只按旅行社协议门票价格退还，赠游景
点如遇景区特殊原因导致不能游览，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参观，我社有权无偿取消赠游景点并通知游客。
并参照按《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处理。
3、我社接待质量以客人意见单为准，请各位团友认真填写，不填写的我社视为满意！若客人在当地无异议，返
回后我社概不接受投诉，有任何问题请第一时间致电，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4、散客团队无全陪，我社导游旅游当地全程陪同！送团人员送客至安检入口处，游客需及时抵达登机口，如因
个人原因造成未能登机，所有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

1、此线路全程不进购物店，无自费景点。我社导游及相关司陪人员在没有获得全体客人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禁
止私自带客人前往购物店及推荐自费项目（特别说明：个别景区景点内或景点出入口设有土特产商品及旅游纪
念品展示，不属于旅游购物点。购物纯属个人意愿，以自愿为原则。
）行程中途经的休息站、加油站、公共卫生
间等地停留仅供休息和方便之用 。公园、博物馆、展览馆、体验馆、制作工场附设商品销售为景区设施，仅供
了解当地特色文化之用，游客购物为个人自主行为，游客因购物产生的纠纷与本社无关，敬请注意。
2、出发前请携带好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证件，16 周岁以下儿童请携带户口本原件）。
3、机票一经开出不得签转，不得退票，不得更改；若有名单信息错误，按责任原因承担费用，客人应带上有效
办理登机手续。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定：乘坐国内航班的客人一律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但液态物品可
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同时，禁止客人随身携带打火机、火柴乘坐民航飞机；每位客人只能随身携带 1 件物品，
每件物品的体积均不得超过 20×40×55 厘米，上述两项总重量均不得超过 5 公斤。超过规定件数、重量或体积
的限制，要按规定作为托运行李托运。因违反上述规定造成误机等后果，由客人承担，组团社恕不承担责任。
4、火车/高铁/动车票一经开出不得签转，如客人同意退票，按以下规定办理：票面乘车站开车前 48 小时以上
的，退票时收取票价 5%的退票费；开车前 24 小时以上、不足 48 小时的，退票时收取票价 10%的退票费；开车
前不足 24 小时的，退票时收取票价 20%退票费客人。
5、客人因违反上述规定造成误机/误火车/误汽车等后果，由客人承担，组团社恕不承担责任。
6、为了保障您的旅途愉快、安全，抵达旅游地后，请听从导游的安排及相关安全提示，切勿私自离团、脱团。
如客人切实需要离团、脱团，请签好“自愿离团证明”及终止旅游合同书，已经发生费用或已提前预付费用不
温馨

予退款，未产生的门票，按照旅行社团队成本价退款；离团后，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客人自行承担。

提示

7、旅途中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
8、自由活动期间考虑到财产及人身安全等问题，晚上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请携带好酒店名片，自
由活动期间发生任何问题与旅行社无关，自由活动期间的安全责任由客人自负。
9、各位游客有义务拒绝黄、赌、毒，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出行或前往当地出租车、黄包车司机推荐的消费场所消
费，避免悲剧出现。
10、游览途中请遵守当地民俗民风、当地的管理规定和旅游秩序，文明出行。
11、游览期间注意个人安全，照顾好随行的老人与小孩；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游客请谨慎选择旅游项目。
12、春、秋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请各位游客注意根据天气变化，适当带一些长袖衣物，避免着凉。
13、福建菜系口味偏甜辣，与粤菜的口味有异，请游客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请忌食路边不干净的小吃（尤其是
海鲜和烧烤类）
。请随身自备保济丸、感冒药、止血贴等个人常备药品及日用品。
14、根据《旅游法》规定，如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报名参团必须有监护人签字的委托书。
15、武夷山、厦门旅游用车都会出现套车、等车的现象，请客人下车时带齐随身物品下车请务必带齐随便所有
的物品，出团前要知会客人。
16、武夷山景区竹筏漂流因景点特殊局限性，游览时间只能按景区安排的为准，不能自由选择出游时间，尽量
出团前请含了竹筏漂流门票。厦门旅游期间，禁示下海游泳，请听从导游安排，注意安全。厦门鼓浪屿购物一
条街均属于公共购物商场，属游客个人消费行为。
17、行程为综合包价产品，若持学生证、军官证等有效证件享受门票优惠的，由于各景区门票优惠各不相同，
客人出游时向导游出示长者、学生、教师、军官等，享受的景区门票优惠当地由导游人员退还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