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瑞意 12 日（瑞士 3 晚，TGV 高铁，金色山口） 

出发日期：2 月 14 日、5 月 18 日   法签  升级 4-5 星   巴黎一天自由活动 

 

 

【途牛设计】深刻而特别的旅行感受，途牛自主设计经典产品，我们敢于尝鲜！ 

【领队升级】资深领队上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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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人一台设备 ) 



 

 

 

 交通：瑞士航空（LX）国际航班往返，罗马进巴黎出，优化行程。 

 住宿：全程精选 4-5 星酒店； 

 独家安排瑞士三晚住宿，更多时间让您去体验瑞士，拒绝“到此一游”； 

 用餐：全程升级 6 菜 1 汤，特别升级一餐意大利特色餐。 

 升级：① 巴黎特别安排一天自由活动，您可以尽情打造属于自己的巴黎时光！ 

② 特别安排乘坐 TGV 高速列车，让原本一整天的拉车缩短至 3.5 小时，让您的行程更加舒适！ 

 

 

 金色快车：特别安排欧洲久负盛名的全景观列车—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 pass Line，精选茨魏西门-蒙特勒（金色山口

快车）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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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深度：安排瑞士三晚住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国际名城-日内瓦，两湖之间-因特拉肯，湖光山色-

琉森，阳光之都-卢加诺；安排登上瑞士优美雪山-少女峰； 

 

 

 

 

 

 

 

 



 

 

 精致意大利：古城-罗马，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水城-威尼斯，探访宗教国家-梵蒂冈；

 

 爱在巴黎：安排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含讲解器，约 2 小时），世界文化遗产-凡尔赛宫（约 1.5 小时），【埃菲

尔铁塔】外观；

 

 

日期 行   程 用餐 

第 1 天 

上海苏黎世罗马 

参考航班： 

（2 月 14 日团期）LX 189  PVGZRH  0950 1540 转 LX1732  ZRHFCO   1740 1910 

（5 月 18 日团期）LX 189  PVGZRH  0930 1550 转 LX1732  ZRHFCO   1745 1915 
/ 

请各位游客按照指定时间于上海浦东机场集合，办理登机手续后，我们将满怀着快乐和期待，搭乘国

际航班转机后前往意大利永恒之都——罗马。 

住意大利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PALACE 2000  

第2 天 

罗马（梵蒂冈）285KM-佛罗伦萨 早 

中 

晚 

抵达后，罗马市区观光（不少于 3 小时）：游览古罗马建筑的代表作-【罗马斗兽场外景】，建于公元

315 年的【君士坦丁凯旋门】，顺访【古罗马废墟】，在那些矗立的断壁残垣、庙墩孤柱前聆听曾经的



 

 

辉煌；参观罗马市内喷泉，也是一件巴洛克杰作，历史悠久的【少女许愿池】；跟随著名影星奥黛丽• 

赫本的脚步，追寻自己的《罗马假日》-【西班牙广场】，随后自由活动（约 30 分钟）。随后游览宗教 

国家-【梵蒂冈】：参观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林立着多利克柱式圆柱的【圣彼得广场】。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备注：梵蒂冈作为欧洲重要的教皇国，会不定期举办各类宗教活动，如遇到此类情况，圣彼得大教堂

和圣彼得广场将改为外部参观，请各位游客给予尊重和理解！ 

住意大利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FIRST 

第3 天 

佛罗伦萨-259KM-威尼斯 

 

早 

中 

晚 

早餐后，前往佛罗伦萨老城区游览：外观佛罗伦萨的象征-【花之圣母大教堂】，教堂的外观以粉红色、

绿色和奶油白三色的大理石砌成，展现着女性优雅高贵的气质；教堂旁边的 82 公尺【乔托钟楼】，是

一个四角形的柱状塔楼，把三种颜色以几何学的配色方式调合，和大教堂十分和谐，底部还有精致的

浮雕；参观米开朗基罗的不朽之作——【大卫雕像】（等比例复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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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意大利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PARK VILLA FIORITA  

第4 天 

威尼斯-359KM-卢加诺/洛迦诺 

早 

午 

× 

早餐后，游览水城威尼斯，乘船进入威尼斯本岛（上下岛+岛上观光约 3.5 小时）：参观意大利传统的

玻璃制造工艺；游览竖立着威尼斯守护神—带翅膀的狮子像的【圣马可广场】，参观黄金教堂之称的【圣

马可大教堂】（可入内参观，教堂圣地，无法提供讲解）；参观【总督府】（外观）、著名的【叹息桥】（外

观），此条叹息桥是密封式拱桥建筑，只能通过桥上的小窗子由内向外望。叹息桥的两端连接法院与监

狱两处，古时死囚通过此桥走向刑场前，因感叹即将结束的人生而得名，它是威尼斯著名的桥梁之一。

【玻璃制造工艺表演】15 世纪以来，威尼斯就成为欧洲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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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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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安排搭乘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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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后，前往卢加诺。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瑞士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RAMADA ARCADIA  

第5 天 

卢加诺/洛迦诺-172KM-楚格小镇—31KM-琉森 

早 

午 

× 

早餐后，漫步卢加诺/洛迦诺湖边，享受着卢加诺/洛迦诺带给我们的阳光、热情与浪漫。楚格小镇在

13 世纪初始建， 以高税收和精品的企业闻名于世。钟楼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游览别具一格的老城、波

光潋滟的楚格湖尽收眼底； 

随后驱车前往瑞士旅游度假胜地琉森，琉森【市区观光】：参观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卫路易十六

而牺牲的瑞士雇佣兵雕塑的【狮子纪念碑】；游览城市的象征建于 14 世纪的【廊桥卡佩尔桥】；随后天

鹅广场附近【自由活动】（时间约 2 小时），您可以自由购买瑞士名表，或漫步在琉森湖边，沉浸在远

山，湖水，天鹅的美景中。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瑞士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GRAND EUROPE  

第6 天 

琉森-85KM-因特拉肯 

早 

× 

晚 

早餐后，前往瑞士著名的雪山-【少女峰*】（含上下火车，时间约 4 小时），乘坐观光火车登上海拔 3500

米的峰峦之上，途中欣赏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的美景，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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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因特拉肯小镇【自由活动】（约 2 小时），可以漫步荷黑威格繁华商业街，瑞士制造的名表云集；

同时这里有婀娜的雪山，安静的小镇，满眼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值得您为她驻足。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瑞士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MATTENHOF RESORT  

第 7 天 

因特拉肯-57KM-伯尔尼-70KM-茨魏西门-蒙特勒（金色山口快车）-95KM-日内瓦-50KM-安纳西 早 

× 

晚 

早餐后，驱车前往瑞士首都、世界文化遗产-【伯尔尼】（游览时间 1 小时）：老城区三面为阿勒河环绕，

11 处具有文艺复兴时期色彩的喷泉建于 16 世纪中叶；正点前可前往著名的大钟楼前，观看精彩的报



 

 

时表演。 

前往茨魏西门乘坐【金色山口列车】*，金色山口将穿越湖泊、山口和隧道。一路上，您可以欣赏到苍

翠的阿尔卑斯山森林、潺潺的高山小溪以及风景如画的高山村庄。列车继续前行，到达浓郁地中海风

情的蒙特勒。 

抵达后前往【西庸城堡】*（游览时间不少于 45 分钟）: 众多的艺术家及大文豪都被其独特的魅力所吸

引，从卢梭到雨果再到拜伦…在游历此城堡之后，无不为其所倾俱，写下了闻名于世的不朽作品。  

随后前往【日内瓦】（1 小时），外观国际联盟的前身【联合国欧洲总部】、位于日内瓦英国花园中的【大

花钟】，【杰特大喷泉（视开放情况而定）】，漫步日内瓦湖边，饱览风光无限。随后驱车前往阿尔卑斯

的阳台—安纳西小镇，行程结束后，入酒店休息。  

住法国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Mercure Annecy Centre  

第8 天 

安纳西- 巴黎（火车 3.5 小时） 

早 

× 

晚 

早餐后， 搭乘【法国高速列车TGV高铁】*前往巴黎，体验高速列车带来的便捷、舒适。 

抵达后，前往巴黎市区：巴黎城市观光【埃菲尔铁塔】外观（不登塔，自由活动 20 分钟）。随后，参

观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西提岛上的【巴黎圣母院】（不上钟楼）。 

游览拿破仑纪念战争胜利所在的【凯旋门】、以埃及方尖碑为代表的【协和广场】（自由活动 20 分钟）；

在代表时尚浪漫的【香榭丽舍大道】（自由活动 20 分钟）上拍照留念。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法国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NOVOTEL EVRY COURCOURONNES 

第9 天 

巴黎 

早 

午 

× 

早餐后，参观藏有世界艺术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胜利女神》石雕的法国国家艺

术宝库-【卢浮宫*】（约 1.5 小时，含讲解器）（特别告知：卢浮宫参观时间可能会因讲解预约时间有所

调整）； 

前往参观法兰西帝王的避暑胜地-【凡尔赛宫*】（约 1.5 小时，不含后花园）；后屡经扩建形成现存规模，

凡尔赛宫的外观宏伟、壮观、内部陈设和装潢更富于艺术魅力，豪华非凡。 

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法国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NOVOTEL EVRY COURCOURONNES  



 

 

第 10 天 

巴黎 

早 

× 

× 

早餐后，大巴车送至市中心奥斯曼大街（巴黎歌剧院附近），开始一整天的巴黎自由活动。 

您可自行前往自己心仪的景点，打造属于自己的浪漫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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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根据约定时间在指定地点集合，大巴送您返回酒店。 

住法国当地酒店双人标准间 

参考酒店: NOVOTEL EVRY COURCOURONNES 

第 11 天 

巴黎苏黎世上海 

参考航班： 

（2 月 14 日团期）LX 647  CDGZRH  0700 0820 转 LX 188  ZRHPVG  1300 0755+1 

（5 月 18 日团期）LX 633  CDGZRH  0950 1110 转 LX 188   ZRHPVG  1305 0705+1 

× 

航班起飞前 3 小时，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机场办理退税、出关等各项手续后，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

经苏黎世返回上海。 

第 12 天 

上海 

/ 抵达上海，团队顺利结束！请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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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所有时间安排，游览顺序仅供参考，由于交通天气路况等诸多因素导游有权对行程安排进行合理调整。 

 

服务标准包含： 

1. 全程往返机票、机票税、燃油附加费； 

2. 法国团队旅游签证费用； 

3. 全程 4-5 星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 

4. 酒店早餐西式早餐，6 菜 1 汤；特别升级 1 顿意大利特色餐；（如发生退餐情况，按照每人每餐 7 欧元标准进行退餐，

瑞士段按照每人每餐 9 欧元标准进行退餐） 

5. 包含景点门票：卢浮宫（含讲解器）、凡尔赛宫（不含后花园）、少女峰、西庸城堡、黄金大运河游船、金色山口快车（二

等座）、TGV 高速列车（二等座）； 



 

 

6. 旅游观光巴士用车； 

7. 全程领队服务费用； 

8. 全程司机导游服务费； 

9. 旅游保险费用。 

服务标准不包含： 

1. 个人消费； 

2. 单房差 4500 元/人全程； 

3. 行程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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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费； 

5. 洗衣、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6.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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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公务活动及与翻译费，转机/火车时用餐； 

9. 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和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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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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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行程以出发前我公司确认的行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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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同北京时间时差为 7 小时（个别国家不同地区也会有时差，均以当地到达时间为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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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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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购物： 

1. 欧洲是购物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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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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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 名表店 瑞士名表、精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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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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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