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深度<法瑞意 14 日游> 

少女峰  黄金快车  五渔村  4-5 星酒店 一价全含！ 

产产品品编编号号：：221100113399111100          卡卡塔塔尔尔航航空空        罗罗马马--巴巴黎黎        意意大大利利签签    

出出发发日日期期：：22001177 年年 0044 月月 2266 日日、、0055 月月 1100 日日、、0055 月月 2244 日日  

  

 

 

 

 

 

【途牛设计】途牛自主设计经典产品，让您体验深刻而特别的旅行！ 

【领队升级】金牌领队上团，讲解更专业，照顾更贴心，服务更周到！ 

【好礼相赠】每位客人均赠送一套旅行三宝（耳塞、充气枕、眼罩）+一个转换插头，旅行轻松无忧！ 

【增值服务】每团均配 wifi，时刻与亲朋好友分享您的旅行点滴！(5 人一台设备) 



 

 

  
 途牛旅游网倾心打造牛人专线系列畅销产品，近万人出游！跟团游欧洲，选择此线路，高性价比，高体验度！ 

 法国旅游发展署、瑞士国家旅游局、意大利国家旅游局联合推荐  

 

 贴心赠送：全程赠送移动 WIFI 使用（5 人一台设备），随时随地分享您的旅途心情，记录难忘瞬间； 

每人赠送一份途牛大礼包（颈枕、转换插头、眼罩）； 

 航班安排：卡塔尔航空班机往返，舒适享受；罗马进巴黎出； 

 至尊升级：全程精选 4-5 星酒店标准双人间配套住宿， 酒店含自助热早餐； 

         升级一晚庄园酒店！ 

 餐饮安排：午、晚餐六菜一汤；确保餐标，升级一次意大利特色餐+一次中式自助餐 

 特别包含：卢浮宫（含讲解），登蒙帕纳斯，凡尔赛宫，塞纳河游船，少女峰，威尼斯黄金大运河游船，比萨斜塔（不

登塔），罗马深度游 

 精品导游：此线路精选资深领队导游，带给您更专业化、更人性计划的服务； 

 精致意大利：特别安排意大利五晚住宿，精心设计游程结合世界遗产，与您一探世界瑰宝、文化传承，丰富您的游趣，

行程精心安排 6 个意大利世界遗产： 

 威尼斯并周遭泻湖区(1987)  

 五渔村(2002)  

 比萨大教堂广场(1987)  

 佛罗伦萨古城区(1982)   

 锡耶纳古城区(1995)  

 罗马古市集(1980、1990) 

 

 推荐 1. 意大利 6 个文化遗产 



 

 

 

 推荐 2.罗马深度游：充足游览时间，斗兽场、古罗马废墟、许愿池，西班牙广场，威尼斯广场，万神庙，四河喷

泉等，追寻奥黛丽赫本的脚步，度过您自己的罗马假日，带您充分解读古罗马的永恒与博大精深； 

 

 推荐 3.巴黎深度：深度体验巴黎全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国家艺术宝库—“卢浮宫”(含讲解，约 2 小时游

览时间)；世界文化遗产-凡尔赛宫（约 2 小时），登上蒙帕纳斯大楼（约 1 小时），特别安排塞纳河游船（约 50 分钟）。 

 

 推荐 4.畅游瑞士：旅游度假胜地—琉森，安排图恩湖及布里恩湖之间的瑞士小镇—因特拉肯；特别安排登临美丽

的阿尔卑斯雪山，欧洲著名山峰-少女峰；  

 



 

 

 推荐 5.安排欧洲著名的景观列车—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 pass Line，列车穿梭于连绵山峦之间，穿越众多

的峡谷，旅途让您饱览瑞士的旖旎风光。 

 

 

日期 交通 行 程 安 排 餐食 

第 1 天  

上海 多哈 

参考航班：QR 871   PVGDOH   2350 0450+1 

X 
各位贵宾按照指定时间，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办理登机及行李托运手续，我们将满怀着快乐和期

待，搭乘卡塔尔航空航班经多哈转机前往罗马。 

第2 天 

飞机 

巴士 

多哈 罗马  

参考航班：QR 131   DOHFCO   0730 1255  X 

X 

晚 

抵达罗马后，乘车前往酒店入住休息，调整时差。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MERCURE EUR ROMA WEST 或 VINTAGE HOTEL ROME  

第3 天 巴士 

罗马-235KM-锡耶纳 

早 

中 

晚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是个伟大的历史名城，也是世界各地对历史文明有兴趣游客寻古探幽的好地

方，不仅保留了原罗马帝国时代的遗物，更保存现代“罗马假日”的风味。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主要游览景点为： 

【圣天使堡、圣天使桥】：圣天使桥被称为罗马城中一座美丽的桥，桥上有十二尊的圣天使雕像与陵墓

顶端的大天使雕像，融合成一体（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圣天使堡为外观） 

【圣彼得广场】：这个集中各个时代的精华的广场，是罗马最大的广场，巴洛克式风格，可容纳 50 万

人，是罗马教廷用来从事大型宗教活动的地方，广场周围有 4 列共 284 根多利安柱式的圆柱，圆柱上面

是 140 个圣人像。(游览时间约 20 分钟，外观) 

【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天主教的中心教堂，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教廷，位于

梵蒂冈，是世界五大教堂之首，全世界第一大教堂。(游览时间约 40 分钟，入内参观，如遇宗教活动则

改为外观) 

【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斗兽场是古罗马时期 大的圆形角斗场，威严而壮观；以及于公元 315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40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8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83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92.htm


 

 

年罗马 大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 312 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

一帝国而建的。(游览时间约 20 分钟，外观) 

【古罗马废墟】：是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现存世界最大面积的古罗马废墟，建有无数的宫殿和建

筑群，现在却只剩下颓垣败瓦，一片荒凉。（途经） 

【罗马深度游*】：全程佩戴中文耳机，聆听专业中文讲解，游览《罗马假日》著名景点：许愿池、威尼

斯广场（途经）、万神庙、四河喷泉。（游览时间约 2 小时） 

【自由活动时间】：许愿池附近自由活动时间。（约 30 分钟） 

结束后，前往锡耶纳附近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MERCURE SIENA DEGLI ULIVI  

第4 天 巴士 

锡耶纳-130KM-佛罗伦萨- 85KM-比萨 

早 

中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托斯卡纳田园风光之旅，前往意大利中世纪城市的化身—锡耶纳，抵达后参观： 

【锡耶纳古城区】：拜访花费二百年兴建而成的主教堂历史建筑，漫步世界驰名的贝壳广场（游览时间

约 30 分钟，外观） 

【锡耶纳大教堂】：位于古城最高处，表面镶嵌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外观） 

【自由活动时间】：贝壳广场附近自由活动。（约 30 分钟） 

之后前往参观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主要游览景点为： 

【花之圣母教堂】：佛罗伦萨的象征华丽的文艺复兴之花—花之圣母教堂，这座使用白、红、绿三色花

岗岩贴面的美丽教堂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古典、优雅、自由诠释得淋漓尽致，难怪会被命名为“花之

圣母”。(游览时间约 20 分钟，外观) 

【乔托钟楼】：这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一位与诗人但丁同时代的大壁画家乔托所设计的，故又名乔

托钟楼。如此高的钟楼，在中世纪教堂建筑中实属罕见。在教堂的对面，还有一个直径 27.5 米的八边形

洗礼堂，内部由穹顶覆盖，高约 31 米多。(游览时间约 15 分钟，外观) 

【市政厅广场】：宏伟气派的市政厅广场是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心，而那体现男人身体魅力的米开朗基罗

的《大卫》雕像，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艺术气息 (游览时间约 20 分钟); 

随后前往皮革工艺制作工厂，参观佛罗伦萨传承千年的工艺制作过程，之后圣十字教堂广场附近【自由

活动】（约 45 分钟），感受意大利风情。 

【米开朗基罗广场】：意大利佛罗伦萨 著名的俯瞰该市美丽全景的地点。这个著名广场位于该市阿诺河

南岸，市中心以南的奥特拉诺区的山上，是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无数游客，出现在许多明信片

中。俯瞰全景包括佛罗伦萨的中心区，观景城堡、佛罗伦萨圣十字大殿，河上依次排列着多座佛罗伦萨

桥梁，尤其是老桥；主教座堂、旧宫、巴杰罗美术馆和八角形塔，以及市中心北部丘陵的菲耶索莱和（游

览时间约 30 分钟） 

随后参观伽利略的故乡比萨，主要游览景点为： 

【比萨斜塔、教堂及洗礼堂】：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让您惊讶此倾斜而不坠之奇景，誉为工程力学奇迹

的比萨斜塔之所以闻名，是因它本身的斜度超过了力学上离中心点最大角度而仍能屹立不坠。（不登塔，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95.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D%97%E4%BC%A6%E8%90%A8%E5%9C%A3%E5%8D%81%E5%AD%97%E5%A4%A7%E6%AE%B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7%BD%97%E4%BC%A6%E8%90%A8%E6%A1%A5%E6%A2%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7%BD%97%E4%BC%A6%E8%90%A8%E6%A1%A5%E6%A2%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A1%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F%8D%E7%99%BE%E8%8A%B1%E5%A4%A7%E6%95%99%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7%E5%AE%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9D%B0%E7%BD%97%E7%BE%8E%E6%9C%AF%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8%80%B6%E7%B4%A2%E8%8E%B1


 

 

游览时间约 40 分钟，外观）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TOWER INN PISA VALDERA 或 LHOTEL DI PISA  或 AC HOTEL PISA 或 SAN RANIERI 

第5 天 巴士 

比萨-70KM-五渔村-340KM-威尼斯 

早 

X 

晚 

早餐后，驱车前往世界文化遗产之五渔村地区，抵达后参观： 

【五渔村*】：由蒙特罗索、威尔纳查、科尼利亚、马纳罗拉、利欧马乔雷五个健在悬崖边上的渔村而组

成的五乡地区，明信片上的五彩缤纷的房子赫然在眼前。依著山势而开垦出的房舍与田园，保留原始的

自然美，与世隔绝彷彿世外桃源，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游览时间约 2 小时，由于时

间关系，会选择 2-3 个渔村深入游览） 

行程结束后，驱车前往威尼斯水城，抵达后入住酒店。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MESTRE  或  NOVOTEL VENEZIA MESTRE 或 CROWNE PLAZA VENICE EAST   

或 APOGIA SIRIO  或  ALEXANDER HOTEL 或 SMART HOTEL HOLIDAY 

第6 天 巴士 

威尼斯-269KM-米兰 

早 

中 

晚 

早餐后，乘船进入威尼斯本岛，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主要游览景点为： 

威尼斯是文艺复兴的精华，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上帝将眼泪流在了这里，却让它更加晶莹与柔

情。 

【圣马可广场】：千万只飞翔和平鸽的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 (游

览时间约 15 分钟，外观) 

【圣马可大教堂】：这里曾是中世纪欧洲 大的教堂，是威尼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它同时也是一座收

藏丰富艺术品的宝库。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的骄傲，圣马可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 负盛名的大教堂之一，

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游览时间约 15 分钟，可入内参观，如遇宗教活动改为外观) 

【叹息桥、总督府】：建于 1603 年因桥上死囚的叹息声而得名的著名的叹息桥。叹息桥是一座外观上

很奇特的桥，过桥的人被完全的封闭在桥梁里，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外观) 

【玻璃制造工艺表演】15 世纪以来，威尼斯就成为欧洲 著名的玻璃生产基地。那里出产的玻璃器皿质

地纯净，堪与天然水晶媲美。（约 30 分钟） 

【威尼斯 DFS】：前往位于里亚托桥旁，坐落于 500 年历史德国商馆内的 DFS 威尼斯免税店自由活动。

店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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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0 分钟） 

【威尼斯黄金大运河游船*】：威尼斯黄金大运河游船，大运河有着“水上香榭丽舍”的美誉。河两岸的

建筑风格迥异，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古老建筑,既有洛可可式的宫殿，也有摩尔式的住宅，当然也少不了众

多的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和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时间约 30 分钟，含船票） 

随后驱车前往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抵达后参观： 

【米兰大教堂】：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 大的哥特式建筑，是世界上 大的教堂之一，规模雄踞世界第二，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591.htm


 

 

是仅次于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也是世界上影响力 大的教堂之一。(外观) 

【斯卡拉歌剧院、达芬奇像】：达芬奇像位于斯卡拉广场南面，对面是著名的斯卡拉歌剧院，在世界艺

术史上，很少有一座剧院像意大利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 那样，被看成是完美的化身、建筑的典范。它

不仅是一座华美的大歌剧院，同时也是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的象征，甚至还是意大利音乐的象征。(游

览时间约 20 分钟，外观)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DOMINA INN MILAN 或 AS HOTEL CAMBIAGO 或 HI MILAN NORD 或  ATAHOTEL 

RIPAMONTI 或 CAVALIERI DELLA CORONA 

第 7 天 巴士 

米兰-250KM-琉森-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PASS LINE-因特拉肯 

早 

X 

晚 

早餐后，前往瑞士旅游度假胜地——琉森，抵达后参观： 

[狮子纪念碑】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路易十六而牺牲的瑞士雇佣兵的狮子纪念碑。是琉森数一

数二的雕刻作品，一支箭深深地插进了濒临死亡的雄狮背上，狮子面露痛苦的神情，前爪按盾牌和长矛，

盾牌上有瑞士国徽。（外观） 

【卡贝尔桥】这是一座建于 14 世纪的木质廊桥，是琉森的象征，也是欧洲 古老的有顶木桥，桥的横眉

上绘有 120 幅宗教历史油画。(外观) 

【自由活动时间】市中心自由活动，天鹅广场自由活动，您可在名表店购买瑞士制造的手表，也可以漫

步在琉森湖畔，醉美于瑞士湖光山色之间。（约 1 小时） 

之后乘坐欧洲 负盛名的观光列车－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 pass（二等座）前往因特拉肯，列车穿梭于连

绵山峦之间，穿越众多的峡谷，旅途让您饱览瑞士的旖旎风光。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SUNSTAR 或 Hotel Krone Sarnen 或 KIRCHBUHL 或 ROYAL ST GEORGES  

第8 天 巴士 

因特拉肯-150KM-欧洲小镇 

早 

X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主要游览景点为： 

【少女峰*】：唯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雪山， 著名阿尔卑斯山峰之一，阿尔卑斯山山脉中让人惊心

动魄的全景图可以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乘坐观光火车登上海拔 3500 米的峰峦之上，客人可在山顶的

餐厅一边品尝咖啡或是品味美食，一边体验会当凌绝顶的感受，体验阿尔卑斯山的神秘壮丽 (含上下山

火车，游览时间约 4 小时)。 

【自由活动】（不少于 1.5 小时）：可以漫步荷黑威格商业街，也可以自由欣赏这座两湖之间的小城，

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 RAMADA PLAZA BASEL CONFERENCE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55.htm


 

 

 

第9 天 巴士 

欧洲小镇-140KM-斯特拉斯堡-160KM-法国小镇 

早 

中 

X 

早餐后，驱车前往法国阿尔萨斯大区首府—斯特拉斯堡，主要景点为： 

【小法兰西】这一区域拥有中世纪以来的大量精美建筑。198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也是首次一个城市的整个市中心区域获此荣誉。全区布满中世纪木桁架房屋和巴洛克风格的砂岩建筑，

漫步其中仿佛回到中古时期，水道纵横，倒影婆娑，回眼望去，都是法兰西优雅的影子。 

【大教堂】称的上哥德式教堂的登峰之作，始建于 1176 年，直到 1439 年才全部竣工，用孚日山的粉红

色砂岩石料筑成。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NOVOTEL NANCY OUEST 或 MERCURE CENTRE STANISLAS 

第10天 巴士 

法国小镇-330KM-巴黎 

早 

X 

晚 

早餐后，驱车前往时尚之都—巴黎，参观游览位于巴黎西南的凡尔赛： 

【凡尔塞宫*】：著名的波旁王朝宫殿，富丽堂皇，感受精美壁画的王室气息。（游览时间约 2 小时，不

含后花园）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MERCURE PARIS VELIZY 或 NOVOTEL POISSY ORGEVAL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HOLIDAY INN PARIS-VERSAILLE-BOUGIVAL 

第 11 天 巴士 

巴黎 

早 

中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主要游览景点为： 

【卢浮宫*】（含讲解）：世界上三大博物馆之一，欣赏镇馆三宝——神秘的蒙娜莉莎、唯美的维纳斯雕

像和胜利女神像。（游览时间约 2 小时） 

【塞纳河游船*】（含船票）：乘船游览巴黎塞纳河，欣赏沿途浪漫美景、两岸闻名遐迩的历史名胜及建

筑，留恋忘返。（游览时间约 50 分钟） 

【花宫娜香水博物馆】：参观 Fragonard 香水博物馆（游览时间 30 分钟） 

【巴黎自由活动时间】：在繁华的奥斯曼大街自由活动，您可以喝一杯咖啡，同好友一起逛街，在巴黎

著名的老佛爷百货或者春天百货为您的家人和朋友精心挑选欧洲制造的礼物，巴黎的美好时光由您自己

掌握。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MERCURE PARIS VELIZY 或 NOVOTEL POISSY ORGEVAL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HOLIDAY INN PARIS-VERSAILLE-BOUGIVAL 

第12 天 巴士 

巴黎  早 

中 

X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主要游览景点： 

【凯旋门、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游览光芒四射的花都名胜——屹立于星形广场的凯旋门、游人



 

 

如鲫的香榭丽舍大道（途经）、宽阔的协和广场，(总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 

【夏佑宫观景台】：在埃菲尔铁塔最佳观景处观赏艾菲铁塔的风姿。（游览时间约 10 分钟） 

【蒙帕纳斯大厦*】（56 层观光厅）（游览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含上下楼），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

帕纳斯大厦高约 208 米，可以将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备注：巴黎的行程有可能会根据景点的预定改变游览的先后顺序，但是不会减少景点，敬请理解。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 

 

酒店：欧洲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MERCURE PARIS VELIZY 或 NOVOTEL POISSY ORGEVAL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RESIDHOME SEINE SAINT GERMAIN 或 HOLIDAY INN PARIS-VERSAILLE-BOUGIVAL 

第13天 

巴士 

飞机 

巴黎 多哈 

参考航班：QR 040   CDGDOH   1640 0005+1 早 

X 

X 

早餐后，自由活动，随后在领队带领下前往机场办理登机及托运手续，搭乘卡塔尔航空公司班机经多哈

返回上海。 

酒店：飞机上 

第14 天 飞机 

多哈 上海 

参考航班：QR 870   DOHPVG   0250 1620 

X 
抵达上海，行程完满结束。 

温馨提示：抵达机场后请第一时间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或导游，以便递交领馆进行销签工作。

根据领馆的要求，部分客人可能会被通知前往领馆进行面试销签，请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谢谢您的配合！ 

温暖的家 

※注：以上行程仅为参考行程，我社保留根据航班，签证及前往国家当时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如行程中出现途径或者远眺的景点

则不是正式景点，可能会因天气、观赏角度的不同使观赏效果有一定影响。如遇部门景点节假日或庆典等，导游有权利根据当时的

情况做相应合理的调整！以尽可能保证游览内容。请各位游客理解与配合！ 

 

 

服务标准包含： 

1. 机票：欧洲往返经济舱机票（含税费）； 

2. 签证：申根 ADS 团队签证费用，随团进出，不允许擅自离团； 

3. 住宿：全程精选 4-5 星酒店 1/2 标准间，含酒店早餐； 

4. 用餐: 全程正餐（中、晚餐）六菜一汤，升级一餐意大利特色餐，升级一餐中式自助餐，具体餐顿安排见行程； 

（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另退餐费；在欧洲旅途过程中，为了便于游览进程的安排，可能会遇到 3-4

顿左右境外退餐的情况。届时我们会按照每人每顿 7 欧元的标准来退餐，其中瑞士段按照 9 欧元标准来退餐；） 

5. 用车：境外旅游巴士及专业司机； 

6. 导游：全程精选优秀中文领队兼导游，或专职领队和地接导游； 

7. 门票：卢浮宫（含讲解）、凡尔赛宫、蒙帕纳斯大厦、塞纳河游船、少女峰雪山、威尼斯黄金大运河游船船票、五渔村火车票、 



 

 

比萨斜塔（进城费，不登塔）、罗马深度游； 

8. 景观列车：瑞士金色山口快车二等座（琉森-因特拉肯）； 

9. 旅行社责任险以及旅游人身意外险； 

10.城市税：全程酒店城市税； 

11.服务费：全程导游，司机服务费。 

 

服务标准不包含： 

1. 护照费； 

2. 全程境外欧洲酒店单房差人民币 6000 元/间（单人间）； 

3.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4. 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托运费、管理费； 

5. 行程中未提及的景点游览及其他费用，如特殊门票、游船（轮）、缆车、地铁票等费用； 

6. 因交通延阻、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7. 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8. 其他一切个人消费； 

备注： 

1. 上述行程次序、景点、航班及住宿地点可能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 终行程以出发前我公司确认的出团通知行程为准；团体

机票不得转签、改期、退票；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旅行社有权改变及缩短行程；如遇游客临时中途更改或取消住宿、景点，将

被视为自动放弃，不予退款；  

2. 我公司保留因航空公司、签证、政府、天气等因素而更改行程和追加差价的权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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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5. 温馨提示：孕妇不宜选择长途旅行，请游客在报名时务必慎重； 

6. 凡参加本次团队，均视已认可上述说明。 

 

特别提醒： 

1、 材料真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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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签证销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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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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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购物： 

1. 欧洲是购物天堂，大多数名品价格远低于国内售价。在欧洲旅行期间，合理的购物安排将会成为您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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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已经开通境外刷卡业务，在欧洲很多国家地区都可以使用带有

“银联“标志的各类银行卡消费。为确保您的财务安全，建议您携带银行卡出行，详情可咨询中国银联 24 小时服务热线 95516。

同时为了满足您在境外消费时更加安全便利，我们推荐您使用带有银联标识的国际信用卡（国际信用卡是指：国内银行机构发



 

 

行的，一般情况下指带有外币信用额度的卡片。卡片除带有银联标识外(unionpay 银联）；同时也会有 Master 或者 VISA 字样）。

在银联指定商户使用银联消费不仅免收手续费并且回国后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还款，减少汇率折损，经济实惠。在其它未指定商

户使用 Master,或者 visa 消费方便快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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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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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绝不强制购物，行程中的自由活动期间，推荐游客在以下购物场所购物，以下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质量问题，旅行社

不协助退换；游客自行前往其他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家 店名 主要商品 

法国 
巴黎老佛爷百货、巴黎免税店 化妆品、手表、各式欧洲名品、精品名表等 

巴黎香水博物馆 纯天然香精、香水、香皂、护肤品等 

意大利 

佛罗伦萨皮具百货公司 意大利名品皮衣，皮具以及意大利品牌服饰等 

威尼斯水晶玻璃工厂 精美水晶玻璃制品（酒杯、器具、首饰等） 

威尼斯 DFS 化妆品、手表、各式欧洲名品、精品名表等 

罗马百货公司 欧洲精品服装、皮具、手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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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