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免签】迪拜4天3晚经典行程（两天自由行）
游览国家：阿联酋
上下车地点：
Dubai 迪拜，接机时间：5:00-22:00 接机地点：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住宿：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全程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迪拜-阿布扎比-迪拜-沙迦-迪拜

第1天出发地

迪拜接机

行程概述
乘坐航班抵达迪拜，抵达后办理入关手续,专车接机。导游为您介绍当地风俗习惯及注意
事项，随后送至酒店休息。（早晨05:00至晚上22：00之间抵达可免费接送机,若您的接送
时间超出免费时间需加收25欧/
人的夜间服务费用！另外一个订单只提供一次免费接送机服务，若您的订单需要多次送
机请及时告知我们。） 根据惯例，当地酒店通常在当天14：00之后才可以办理入住手续。
如果您的航班在14：00点之前到达，我们会与酒店沟通先将您的行李寄存在前台，到14
：00点后再安排请您入住，请您不必担心。下午和晚上您可在酒店内自由活动，晚上好
好休息，为明天的行程做好准备。 备注：确认出行后请及时告知往返的航班时间，以便
我方安排接送机。
上团地点
Dubai 迪拜，接机时间：5:00-22:00 接机地点：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2天迪拜
行程概述

上午：早餐后，乘坐传统【水上的士Abras】跨过Creek
海湾，游览【古代商人大屋】。参观著名的【黄金市场】、【香料市场】。全球声名鹊
起的【迪拜黄金市场】，珠光宝气，尊贵奢华，璀璨壮丽。延绵几条街的露天市场，一
家接一家的金店，成色从18K、22K到24K
，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手镯、项链、戒指、钻石、红蓝宝石等饰品。2013年全球黄金总交
易量的48%在迪拜，是黄金珠宝爱好者的天堂，也是著名景点之一。稍后驱车前往外观
【迪拜之窗】外观如一个巨型画框的“迪拜之框”
，被喻为超现实主义建筑，但有人认为它像一个空置的广告箱，又或者是“瘦身版”
的凯旋门。最令人称奇的是其外表将全部贴金，总造价高达1.6亿迪拉姆(约合3亿人民币)
。“迪拜之框”
高150米，坐落在扎比尔公园，表面镶满金色花纹，在沙漠的阳光下闪闪生辉。建筑物内
部共分50层，设有一条霓虹灯隧道通往未来展览馆，游客可以观赏有关未来50年阿联酋
发展的展览。此外，您也可以选择游客还可自费乘搭高速电梯登上建筑顶层的观景台，
饱览德伊勒古城以至谢赫扎耶德路一带的壮阔景观。 下午：午餐后参加【沙漠激情冲沙
】，四驱陆地巡洋舰将载您进入原始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定让您大呼刺激
过瘾，途中攀沿至沙丘顶端稍息，可尝试滑板滑沙的乐趣及观赏沙漠日落的壮景。稍后
前往沙漠狂欢大本营，免费喝阿茶咖啡、尝甜品小吃、骑骆驼、赏国鸟（猎隼）、阿式
手绘、阿拉伯水烟、欣赏正宗的阿拉伯肚皮舞表演，也可与漂亮的舞娘一起翩翩起舞；
并享用美味独特的沙漠篝火烧烤晚餐。

全天
冲沙

黄金市场

香料市场

[冲沙]
冲沙公司安排乘坐陆地巡洋舰进入沙漠，享受异域冲沙并欣赏沙漠日落之后沙漠营地，
体会阿拉伯帐幕生活，享用地道的阿拉伯风味烧烤晚餐，观赏特具中东异域风情的肚皮
舞表演（斋月期间暂停）
[黄金市场]
[香料市场]

餐饮：早餐：酒店含早 午餐：自理 晚餐：漠篝火烧烤晚餐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3天迪拜【全天自由活动】
行程概述

友情建议:阿布扎比一日游（自费，108欧/
人） 前往首都阿布扎比，外观浏览世界最大的【F
1 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外观全球倾斜度最大建筑【首都之门】，外观【八星级酋长皇
宫酒店】、【阿布扎比酋长皇宫】，游览城市建设、文化广场的七杯壶、大炮等奇特建
筑及驻阿中国大使馆。午餐后前往参观阿联酋最大的【扎伊德大清真寺】，返回迪拜乘
车进入号称「世界第八大奇景」，以棕榈树外形设计的【人工棕榈岛】与The World
世界岛形成“姐妹岛”
，外观著名的【亚特兰蒂斯酒店】。2011年建成的阿布扎比【首都之门】斜塔被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倾斜度最大的人工建筑”
。这座集酒店和办公场所为一体的综合建筑名为“首都之门”
，高160米，共35层，其整体结构从12层开始朝西倾斜角度达18度，几乎是意大利比萨斜
塔倾斜度的5倍。

全天
购物中心Dubai Mall
[购物中心Dubai Mall]
这里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免税购物天堂，一个荟萃全球各大顶级品牌的中心，在这里可以
外观巨大的水族馆，观赏千姿百态的水中生物及鱼类；可以自费乘坐世界最快的电梯登
上世界最高塔Burj Khalifa；还可以观赏到全世界最大最高的音乐喷泉（一般18:30
开始，半小时一场，每次3-5
分钟），该喷泉耗资2.18亿美元，有2个足球场大，喷出的水柱比50层楼还高，瞬间可变
出1000多种造型，使人大开眼界。

餐饮：早餐：酒店含早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4天迪拜【全天自由活动】
行程概述

（注：当天酒店集合统一免费送机） 自由活动: （注：全天不安排用车导餐，以便客人灵
活掌握购物及活动时间） 友情建议购物地点：① Dubai Mall 【迪拜商城】 ② The Mall of
Emirates 【阿联酋商城】 [购物中心Dubai Mall]
这里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免税购物天堂，一个荟萃全球各大顶级品牌的中心，在这里可以
外观巨大的水族馆，观赏千姿百态的水中生物及鱼类；可以自费乘坐世界最快的电梯登
上世界最高塔Burj Khalifa；还可以观赏到全世界最大最高的音乐喷泉（一般18:30
开始，半小时一场，每次3-5分钟），该喷泉耗资2.18亿美元，有2个足球场大，喷出的水
柱比50层楼还高，瞬间可变出1000多种造型，使人大开眼界 1.为了更好地游览，导游有权
根据当天时间和住宿地点调整景点参观游览顺序，请体谅。 2.本网页内所标注时间均为
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如天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
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还请您见谅。您如有后续行 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
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以上的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
便。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间而导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
敬请谅解。

餐饮：早餐：酒店含早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2.
3.
4.
5.

行程中所列星级酒店的双人间（标准为二人一房）
全程每日酒店提供早餐，每人每天 2 瓶矿泉水。
全程中文导游（导游不进入景点内部讲解）。
包含水上的士船票、沙漠冲沙费用。
注：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携带一位10岁以下儿童不占床，可享儿童价（不含早），若
是1大1小或者儿童占床请需要按照成人提交。

费用不含
1.
2.
3.
4.
5.
6.
7.

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酒水饮料、餐厅白开水等）。
客人的个人境外旅游保险。
中餐晚餐：行程中导游会向客人推荐当地美食或者中餐，客人可以自行选择用餐
酒店单房差。
自费项目（详见下表）及客人的私人开销。
超时费用：全天车导司机服务时间为10小时，如超时按每人每小时5美金收取加时服务费。

8. 全程司导服务费：10美金/人

*以上行程顺序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会因出发日期，天气，交通等因素有所调整。
推荐活动（需自费，可提前预定）

景点门票价格
活动

参考价格（欧元）

沙漠冲沙-美国悍马

126欧/人

迪拜皇室御用游船

95欧/人

夜海游船

63欧/人

大型游艇畅游新迪拜

72欧/人

深海钓鱼

135欧/人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国际式
印度午餐

90欧/人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亚洲海
鲜晚餐

117欧/人

七星级帆船酒店亚洲海鲜午餐

180欧/人

七星级帆船酒店亚洲海鲜晚餐

198欧/人

七星级帆船酒店海底餐厅晚餐

234欧/人

七星级帆船酒店海底餐厅晚餐

333欧/人

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国际自助晚餐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At The
Top 登塔门票（124层）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登塔门
票（168层）

144欧/人
72欧/人

说明
沙漠冲沙-美国悍马（含沙漠营
地篝火烧烤晚餐）
迪拜皇室御用游船（含阿拉伯
特色龙虾烧烤晚宴）
夜海游船（含阿拉伯特色自助
晚餐）
大型游艇畅游新迪拜{不含餐}
全程2小时畅游
深海钓鱼 {含鱼竿、冷饮}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国际式印度午餐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亚洲海鲜晚餐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亚洲海鲜午餐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亚洲海鲜晚餐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海底餐厅晚餐 （3菜套菜）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海底餐厅晚餐 （4菜套菜）
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国际自助晚餐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At The
Top 登塔门票

108欧/人

阿曼穆萨丹姆全生态游

135欧/人

直升机迪拜全景鸟瞰

270/450欧/人

热气球迪拜深度探险

270欧/人

阿曼穆萨丹姆全生态游 {
含阿拉伯渔船农家特色午餐}
直升机迪拜全景鸟瞰（15分钟 /
30分钟）
热气球迪拜深度探险（飞行1小
时）{全程5小时含早餐饮料}

失落海底世界水族馆门票（外
观 / 内观）

23/54欧/人

首都法拉利主题公园门票

108欧/人

疯狂河道Wild Wadi
迪拜水上乐园

90欧/人

国际高尔夫休闲俱乐部

378欧/人

六星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冒险乐
园
水上飞机(25分钟高空观光游览)
水上飞机（提供
40 分钟飞行的高空观光游览）
迪拜之框入内登顶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
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
主。

113欧/人
198欧/人
270欧/人
36欧/人

失落海底世界水族馆门票（外
观 / 内观）
首都法拉利主题公园门票{
含19项娱乐活动}
疯狂河道Wild Wadi
迪拜水上乐园（6小时）
国际高尔夫休闲俱乐部{
18标准洞-含球杆、球车}
六星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冒险乐
园（6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