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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特約旅行社精彩項目 (需保證參加)

團費
Tour Fee

單人房差價
Single Supplement  Child Under 5 years old 

without bed
Child 5 - 12 years 

 without bed
Child Under 

12 years with bed

自費項目

Compulsory 
Programs

小費

Tipping

第1天 抵達海口 Arrive in Haikou
抵達海口機場,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住宿:4星級海南鑫源溫泉大酒店或同級 Xinyuan Hot Spring Hotel 4★ or equivalent

第2天 海口/興隆（酒店早餐/午餐/晚餐）Haikou/Xinglong (B/L/D)
早餐後, 遊覽是海口市最具代表特色的人文景觀【五公祠 Wugong Temple】。隨後參觀
【海南熱帶飛禽世界 Tropical Bird world, Hainan】是目前國內最大的鳥文化主題公園。
在這由近千種不同植物美化而成的466畝生態空間裏,展示著300餘種30000餘只各式熱帶
飛禽。隨後前往瓊海 ,車觀【紅色娘子軍塑像 Red Women Army Sculpture】,隨後參觀【
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 Boao Water Town + Jade Belt Beach Cruise 】[自費]是為博鰲亞洲論
壇會議規劃設計的專屬園區,並乘船遊覽海南島的母親河,欣賞被譽為「中國的亞馬遜
河」的萬泉河風光,並登上世界上最狹長的海灘－玉帶灘。參觀寶樹堂(Baoshutang 
Herbal Centre)。
住宿:4星級興隆銀湖假日酒店或同級 Silver Lake Hot Spring Holiday Hotel 4★ or equivalent

第3天 興隆/三亞（酒店早餐/午餐/晚餐）Xinglong/Sanya (B/L/D) 
早餐後車遊面積1.6萬畝的【青皮林自然保護區 Vatica Forest Nature Reserve】,體驗海南古老
部落,當地民俗風情。隨後參觀水晶展示館。前往三亞,遊覽【蝴蝶穀 Butterfly Valley】穀內
自然生長著成千上萬只蝴蝶,隨處可見色彩豔麗的彩蝶在綠樹繁花間翩翩起舞。在這裏你
可以感覺到大自 然的無窮魅力。參觀【亞龍灣中心廣場 Yalongwan Central Square】,在最美
的亞龍灣沙灘漫步,體驗熱帶風情,真正的東方夏威夷風光。免費品嘗海南生態茶葉
(Sample the Hainan ecological tea)。
住宿:5星級三亞國際飯店或同級 International Hotel Sanya 5★ or equivalent

第4天 三亞（酒店早餐/午餐/晚餐）Sanya (B/L/D)
參觀【鹿回頭公園 Luhuitou Park】[自費]鹿回頭山頂巍然屹立著一座高12公尺,長9公
尺,寬 4.6公尺的巨型石雕:一隻神鹿轉頭回眸,在山頂,可以遠眺三亞全景和“波浮雙
玳”島,及著名的冬泳勝地-大東海。參觀絲綢展示館。隨後前往【南山文化旅遊區(含
電瓶車) Nanshan Cultural Tourist Area(accumulator car included)】[自費]瓊崖第一山 水
名勝,它是海南歷史上最早的旅遊景點。參觀【南海觀音 Nanhai Guanyin】南山金玉
觀音由觀音金身、佛光、千葉寶蓮、紫檀木雕須彌底座四部分組成,高度3.8米,耗用
黃金100多公斤、無數珠寶。隨後品嘗海南咖啡(Hainan Coffee)。
住宿:5星級三亞國際飯店或同級 International Hotel Sanya 5★ or equivalent

第5天 三亞（酒店早餐）Sanya (B)
全天自由活動[Free activities],自由體驗熱帶風情和海灘活動。不含車,導遊,午餐和晚餐。 

住宿:5星級三亞國際飯店或同級 International Hotel Sanya 5★ or equivalent

第6天 三亞（酒店早餐）Sanya (B)
結束浪漫的海南6日遊,指定時間送往三亞機場。 

住宿:5星級三亞國際飯店或同級 International Hotel Sanya 5★ or equivalent

椰風天堂浪漫海南島6天

★ 海口市最具代表特色的人文景觀【五公祠 】 

★ 最美的亞龍灣沙灘漫步，東方夏威夷風光【亞龍灣中心廣場 】

★ 中國迄今為止第一個最大的網式蝴蝶園【蝴蝶谷 】

★ 俯瞰三亞市全景的唯一佳處【鹿回頭公園】

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鹿回頭公園｜南山文化旅遊區(含電瓶車)｜南海觀音
USD180/人 2-5 歲小童無表演座位

2014 10月 9·13·20·27 2015 1月 5·12·19·26 4月 6·13·20·27 7月 6·13·20·27 10月 5·12·19·26 

 11月 3·10·17·24 2月 2·9 5月 4·11·18·25 8月 3·10·17·24·31 11月 2·9·16·23·30

 12月 1·8·15·22·29 3月 2·9·16·23·30 6月 1·8·15·22·29 9月 7·14·21·28 12月 7·14·21·28

特價團

$99 $150 $0 $99 $199 $180 $60

【團費包括】 豪華酒店 | 優秀導遊 | 行程內指定餐食 | 

                     特色風味餐及首道景點門票

【團費不包括】 國內及國際段任何機票以機場稅 | 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 | 

                            導遊司機小費 | 自費項目 | 簽證 | 醫療保險

特價團特殊條款
為保證團隊氣氛和諧,此優惠僅限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其他國籍人士請來電諮詢。
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願。但團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逛店參觀。
旅途中購買的商品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等請與商店或導遊聯繫,均與組團社無關。
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脫團 [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50/人/天]。
3月之前接機 06:00 - 23:00 送機 06:00 - 23:00。3月之後24小時接機,送機:08:00/12:00 酒
店出发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其餘時間需要加收接機服務費。如需接送機服務，必
須提前告知航班抵達離開信息。
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或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額外費用。不可預見或無法
避免的情況或事件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恐怖主
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天氣環境等等。
其他未盡事宜請諮詢組團社,凡報名之客人均視為瞭解/接收組團社之旅遊條款。
取消訂位及退款辦法:取消訂位需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辦理,恕不接受口頭取消。無論任
何非本公司原因而導致的取消訂位均会產生罰款。此外,不論在出發日期前多久,如果國際
機票或者中國國内機票已開,則因此產生的全部退票費用,包括各種手續費等也需客人按航
空公司規定自行負擔。

1.

2.
3.
4.
5.

6.

7.
8.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we deem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We act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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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日期僅供参考，以網站更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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