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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海岸-海南双飞五日游

行程特色：

----全程入住当地四星酒店酒店，赠送 1 晚豪华海景房，让旅途更完美

----地道美食、尽情享用，将美食一网打尽

绝美风景，目不暇接：

海天佛国南山佛教文化苑、5A 级原住民栖息地槟榔谷、钟毓灵秀分界洲岛、海南花果

山南湾猴岛、浪漫天涯海角等；

超值赠送：

 特别赠送分界洲岛往返船费。

 赠送大型综艺—千古圣地【三亚千古情景区/不少于 120 分钟，不含演出】

 赠送夜游三亚湾--乘坐游船畅游美丽三亚湾，远眺风情万种的夜景，感受别样的精致、

唯美；

 赠送海边最赞夜娱-篝火晚会 - 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赠送拉网捕鱼-体验渔家风情，喜悦总是来源于自己的辛勤付出。

独揽海南美丽海湾：

①南波湾：世界上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是一个集山、海、岛、湾等景观

为一体的海洋生态保护区；

②香水湾：领略滨海风光海湾与分界洲对望，青山碧海，色彩纯正，风光和谐而宁静；

③日月湾：“世界冲浪胜地”，感受渔民文化，让您体会大美无言、极度诱惑、乐不

思蜀。

品质承诺：

1.开开心心旅游，快快乐乐体验、明明白白消费(潜水摩托艇空中拖伞等娱乐项目除外)。

2.金牌团队为您打造一个放心、舒心、安心的旅程！

3.绝不压缩游览时间：保证足够的游览时间，深度享感受海岛风光，好好和大海亲密接

触。

团期：1 月 16、17、18 日 2 月 8 日

价格：

成人：3880 元/人

小孩：3380 元/人 1.2 米以下（不占床、不含门票、不含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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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北京—海口 【***】 住宿：海口

北京乘机抵达“国际旅游岛”海口市,沿途欣赏椰城美景,回酒店休息，准备明天丰富的旅

程。【航班时间待定】

今日温馨提醒：

第一天到海南请勿食用过多热带水果及大量海鲜，以防肠胃不适，影响您的行程哦！

第二天：海口—陵水 【早午晚】 住宿：陵水/兴隆

今日行程：红树湾--分界洲岛 -- 日月湾海滩--拉网捕鱼--篝火晚会

【红树湾】：海南红树湾湿地公园，红树湾湿地公园占地面积约 2200 亩。以 4.2 公里原

木木栈道贯穿于整个红树林水域，涵括红树林湿地体验馆、亲子乐园、火烈鸟岛、水上娱乐

中心等七大项目（行车时间约 30 分钟，游览时间不少 30 分钟）。

【分界洲岛】：国家 5A 级景区，这里海水清澈晶莹，海底资源丰富，有珊瑚礁和各种热

带鱼，是最佳的世界级潜水基地之一。（不含潜水、海豚湾、拖伞等海岛娱乐活动）（行车

时间约 120 分钟，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含乘游船时间）

【日月湾海滩】：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域造就了这里成为“世界冲浪胜地”，在这片未

经太多雕琢的海域看层层浪花，感受渔民文化，让您体会大美无言、极度诱惑、乐不思蜀！

(行车约 90 分钟）

【拉网捕鱼】：赠送项目-体验渔家风情，喜悦总是来源于自己的辛勤付出。

【篝火晚会】：赠送项目-欢聚一堂，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唱起

了心中的歌。在这里：没有上下级的拘礼，忘掉男女间的矜持，远离都市喧嚣，放纵原始野

性，纵情放松，逾越自我......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原生态的的大美陵水。

红树湾 日月湾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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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陵水一三亚 【早午】 住宿：三亚

今日行程：椰田古寨 --香水湾-- 南湾猴岛 -- 南波湾 --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 夜游三亚湾

【椰田古寨】：CCTV《影响力对话》战略合作伙伴；海南最美古村落，体验海南本土原

生态的生活场景，感受纯正黎苗族风情。（行车约 60 分钟，游览不少于 90 分钟）车览：聆

听香水湾的故事，从窗边领略滨海风光海湾与分界洲对望，青山碧海，色彩纯正，风光和谐

而宁静……

【南湾猴岛】：国家 4A 级景区，被誉为“海上花果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岛屿型

猕猴自然保护区。在这里人猴同乐，找回久违的童心。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看壮观的

疍家海上渔排。(不含索道，往返价格 113 元/人，行车约 40 分钟，游览不少于 90 分钟） 远

眺：南波湾是世界上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一个集山、海、岛、湾等景观为一体

的海洋生态保护区。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国家 5A 景区。宏大的规模、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多

彩的民间娱乐、独具韵味的原住民风情、神秘迷人的原始雨林风光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行车约 60 分钟，游览不少于 90 分钟）

【三亚千古情景区/不少于 120 分钟，不含演出】体验两大火爆户外综艺《奔跑吧兄弟》、

《极限挑战》的取景地，崖州古城、黎村、爱情谷、科技游乐馆等；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让您意犹未尽的魅力三亚，晚上可自行品尝当地特色食品。

椰田古寨 南湾猴岛

第四天：三亚 【早午晚】 住宿：三亚

今日行程：香港广场---南山佛教文化苑 -- 天涯海角风景区 -- 丝绸之路

【香港广场】：海南首家跨境店商体验中心，兼具商贸中心的现代繁华与旅游区的优美

环境，是当之无愧的三亚城市翘楚。（赠送景点，行车约 40 分钟，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

【南山佛教文化苑】：拜谒临波于南海之上的 108 米的观音圣像,一路梵音相伴，仿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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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梵天净土，身心俱感清灵空阔（行车约 60 分钟，游览不少于 150 分钟）

【天涯海角风景区】：海南久负盛名的景点，观 “天涯”、“海角”“南天一柱”等石

刻全景，海水澄碧，烟波浩翰，帆影点点，感受椰风海韵，让爱与您同在！（行车约 30 分

钟，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

【丝绸之路】：赠送项目-以古代探海的历史背景为主线打造的水上情景再现剧，整个演

出用声光电、水幕、水炮、烟火结合水池、舞台、LED 屏、把高难度的水上运动搬上水舞台，

精心打造一场完全不同的演出，精彩纷呈，惊喜不断。（行车约 30 分钟，游览约 90 分钟）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让您意犹未尽的魅力三亚。

南山佛教文化苑 天涯海角风景区

第五天：三亚-海口-北京 【早午】 住宿：无

今日行程：美丽商城 -- 东方文化苑--万嘉果

【美丽商城】：三亚滨海度假商业娱乐主题街区。（赠送景点，行车约 20 分钟，游览不

少于 120 分钟）

【东方文化苑】：由“博鳌之父”蒋晓松先生施资兴建，屹立于万泉河畔，使“海阔、

云奇、山秀、水清”的博鳌更加绚丽多姿，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海市蜃楼。（赠送景点，行车

约 3 小时，游览不少于 30 分钟）

【万嘉果】：海南热带农业示范基地。（赠送景点，行车约 30 分钟，游览不少于 60 分

钟）根据航班时间安排送往海口美兰机场，可自由体验汇聚国际知名品牌的离岛免税店，随

后乘机返回北京，结束海南之行。【航班时间待定】

东方文化苑 万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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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包含：

1.机票：北京---海口经济舱往返机票。

2.住宿：全程入住当地四星酒店，1晚海景房。

3.餐：含 6 正 4 早（不用不退费）； 早餐：中式自助或中式围桌；正餐：十菜一汤（十

人一桌）；特色餐赠送 3正自助餐。

4.车费：海南地接指定委派高一级 GPS 安全监控系统旅游车配置空调旅游新车（实行滚

动发班，确保每人一个正座）；

5.门票：行程中注明含的景点第一道门票（注：景区内二道门票、园中园门票、电瓶车、

索道、大型演出等等费用自理）；

赠送景点或项目因时间或天气原因不能前往或自动放弃，按“不退费用”和“不更换景

点”处理

6.导游：持有导游资格证书的专业导游全程优质服务

7.保险：旅行社责任险、旅游人身意外险。

报价不含

1、不提供自然单间，产生单房差或加床费用自理。非免费餐饮费、电话、饮料、烟酒、

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费用。

2、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餐费、等私人费用。

3、行程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如特殊门票、游船（轮）、景区二道门票、观光车、电瓶

车、缆车、索道、动车票、演出等费用。

4、儿童的“旅游费用包含”内容以外的所有费用。例如产生超高餐费、门票等需客人另

付！

5、个人购物、娱乐等消费。

6、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及个人所产生的费用

等。

7、航空保险、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

费用。

重要提示：

1、海南酒店标准比内地偏低，请旅游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如遇旺季酒店资源紧张或政

府临时征用等特殊情况，我社有权调整为同等级标准酒店。酒店的退房时间为中午的 12:00，

返程为晚班机的旅游者可把行李寄存在酒店前台后自由活动或自行开钟点房休息。

我司默认安排双床，夫妻情侣可根据房态免费申请大床，需要报名时确认申请，不保证

安排。且酒店以当天入住为准，不提前指定酒店。

行程报价中所含房费按双人标准间/2 人核算。如要求三人间或加床，需视入住酒店房型

及预订情况而定。通常酒店标准间内加床为钢丝床或床垫等非标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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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社旅游产品中所包含的飞机票多为团队往返折扣票，依照航空公司规定，不得更

改、签转、退票。请成人（16 周岁以上）带好有效的证件（身份证），儿童带好户口本；

国家民航局规定：旅客乘机随身不得携带净含量超出 100 毫升的流质性液体（如饮料、牙膏、

洗发液等），可将此物品放进行李包里进行托运（请紧好盖子）。

3、旅游期间切勿吃生食、生海鲜等，不可光顾路边无牌照摊档，忌暴饮暴食，应多喝开

水，多吃蔬菜水果，少抽烟，少喝酒。因私自食用不洁食品和海鲜引起的肠胃疾病，旅行社

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4、行程中旅游用车由海南省旅游汽车中心统一调度，保证一人一正座。

5、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台风、暴雨、检修等）或政策性调整（博鳌亚洲论坛会议期

间、全国性娱乐停演等）导致无法游览的景点和项目，我社有权取消或更换为其它等价景点

或项目,赠送景点和项目费用不退，并有权将景点及住宿顺序做相应调整。

6、海南气候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雨水充沛，请带好必备的防晒用品、太阳镜、太阳帽、

雨伞，海南旅游需尽量穿旅游鞋，应避免穿皮鞋、高跟鞋。为防止旅途中水土不服，建议旅

游者应自备一些清热、解暑的药或冲剂等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切勿随意服用他人提供的

药品。海南是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请自备拖鞋、泳衣泳裤等。且需注意人身安全，请勿私

自下海。

7、请避免离团活动，如确有需要，请通报导游，并在约定时间内准时归队。对于存在安全

隐患，治安不理想的地区，请游客避免前往。自由活动期间请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行动。非

本公司组织安排的游览活动，旅游者自行承担风险。由此发生的损失及纠纷，由旅游者自行

承担和解决，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夜间或自由活动期间宜结伴同行并告知导游，记好导

游手机号备用，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贵重物品可寄存在酒店前台保险柜，下榻的酒店的名

称位置也要记牢，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特别是三轮摩托车、街头发小广告者，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

8、文明旅游、文明出行，自觉爱护景区的花草树木和文物古迹，不随意在景区、古迹上乱

涂乱画、不乱丢垃圾、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等。很多景区和酒店周边有小摊小贩，如无意

购买请不要与其讲价还价，一旦讲好价格不购买的话容易产生矛盾。出游请保持平常的心态，

遇事切勿急躁，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

9、请配合导游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

10、海南娱乐活动丰富，潜水、美味的海鲜餐；您在自由活动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自行参

加。并提前告知，由导游根据最佳时间进行合理安排，不给旅游留下遗憾。

11、该产品报价为综合优惠价格，持军官证、导游证、记者证、教师证等证件不能减免

门票费用；

12、行程中标注的时间可能因堵车、排队等情况有所不同；部分景区团队旅游可能会排

队等候，因等候而延误或减少游览时间，游客请谅解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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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红：13641040739 许莎莎：18810006714 孙丰兵：18701296385 胡秀莉：13810824818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7 号楼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2602/2603 室

31

13、部分景区由于交通工具的特殊性，故对旅游者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有相应的要求。如：

需乘游船的海岛型景区不接待 70 岁以上老人和孕妇。60 岁（含 60）以上老人、行动不便人

士等若要登岛视身体状况，且需要客人上岛前签署景区的免责声明方可登岛，敬请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