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非常阳光 A SY6-4
◆产品特色：
·诺：白+黑，全程不加白天景点和晚上自费演出项目！违约赔付2000元/人！

绝不更换景点（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不压缩游览时间；不减少景点
·宿：全程指定酒店，特别安排 1 晚温泉酒店、1晚海景房
·享：赠价值 260 元/人-红艺人表演、赠价值 165 元起/人-夜游三亚湾
·味：餐标 25 元/人/餐、赠港式自助餐
·游：蜈支洲（含往返船票）、南山佛教文化苑、天涯海角、天堂森林公园、大东海等
·行：精选专业优质导游服务
·赠：矿泉水 1 瓶/天/人、天堂森林公园观光车、大东海激情沙滩吧

第①天 ● 出发地机场 >>>> 三亚凤凰机场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三亚指定酒店

乘机抵达“国际旅游岛”三亚市，地接社工作人员将举着您的姓名牌在机场接待出口接您，沿途欣赏鹿城美
景，回酒店休息，准备明天丰富的旅程

第②天 ● 三亚 – 兴隆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兴隆指定酒店
蜈支洲岛（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含乘船往返时间）、天堂森林公园（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
红艺人表演（游览约 90分钟）

·【蜈支洲岛】：5A 景区，冯小刚贺岁喜剧电影《私人订制》外景拍摄地，放逐心灵的世外桃源，岛上绮丽的
自然风光将给您带来美丽感受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4A 景区，亲临冯小刚执导，葛尤、舒琪主演的“非诚勿扰 2”情美大片拍摄
地，是上帝遗落在凡间的天堂，一览亚龙湾美丽海岸线

·【红艺人表演】：赠送项目-让您不出国门就可欣赏到一场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东南亚特色表演，观看过红
艺人表演之后，相信你也会认为这种演出其实是相当高雅精彩的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感受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华侨小镇

第③天 ● 兴隆 – 三亚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三亚指定酒店
椰田古寨（游览不少于 90分钟）、南山佛教文化苑（游览不少于 150 分钟）、天涯海角（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
夜游三亚湾（游览约 90分钟）

·【椰田古寨】：3A 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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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佛教文化苑】：5A 景区，在 108 米南海观音圣像下虔诚祈福，在这片佛教圣地、梵天净土中找到返璞
归真、回归自然的亲身感觉
·【天涯海角】：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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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游三亚湾】：赠送项目-乘坐游船畅游美丽的三亚湾，遥望夜空、远眺三亚市区，畅饮啤酒、高谈阔论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让您意犹未尽的魅力三亚

第④天 ● 三亚一地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三亚指定酒店
美丽商场（游览不少 120 分钟）、香港广场（游览不少于 120 分钟）、大东海+激情沙滩吧（游览不少于 120 分）、
农业示范基地（游览不少于 60分钟）

·【美丽商城】：赠送景点-三亚滨海度假商业娱乐主题街区
·【香港广场】：赠送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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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海国家旅游度假区】：4A 景区，中国旅游 40 佳景区之一，最佳潜水基地，拥有美丽的滨海风光，海
上娱乐的天堂，体验潜入海底游乐的刺激与精彩（不含潜水等水上项目）
·【大东海激情沙滩吧】：赠送项目-跟随音乐舞动身姿，没有拘束，只有尽情释放内心最火热的激情
·【农业示范基地】：赠送景点-这里是以乳胶为代表的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一个缩影
当天行程结束，自由活动感受让您意犹未尽的魅力三亚

第⑤天 ● 三亚一地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三亚指定酒店

海螺姑娘创意园 或 玫瑰谷（游览不少于 60分钟）、亚龙湾沙滩（游览不少于 60 分钟）

·【海螺姑娘创意园】：3A 景区，目前规模庞大、品种齐全的海洋螺贝文化主题旅游景区
·或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3A景区，感受亚洲最大的玫瑰主题园区，静品浪漫，感受芬芳之间带来的愉悦
·【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沙滩区】：4A 景区，素有东方夏威夷美称的“天下第一湾”

第⑥天 ● 三亚 >>>> 三亚凤凰机场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无
早餐后，全天自由活动，您的时间您做主 (温馨提示：酒店最晚退房时间为 12:00)
旅行社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航班时间送您前往机场，结束行程

--行程、景点游览顺序、游览时间仅提供参考标准，具体视天气及游客实际游览情况而定



★ 产品执行基本标准说明：

住宿标准 全程入住指定酒店 - 1 晚温泉酒店，1 晚海景房

用餐标准
含5正5早（不用不退费） 早餐：围桌或自助餐 正餐：围桌或自助餐 正餐餐标：25 元/人/餐

赠送特色餐：港式自助餐

旅游用车
海南地接指定委派 GPS 安全监控系统旅游车配置空调旅游车（实行滚动发班，确保每人一个正座）

注：海南正规 26 座以下旅游车均无行李箱

景点门票
行程中注明含的景点第一道门票（不含景区内设自费项目，另有约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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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标准 2岁以上 1.2 米以下儿童只含半价餐+车位

购物须知 全程不指定购物场所，购物随客意！（部分景区、酒店内设有购物场所，属于自行商业行为。）

接送机服务 由公司派专职人员负责机场接送

导游服务 持有导游资格证书的专业导游全程优质服务；8人以下由经验丰富的自由行司机兼导游服务

旅游保险 海南旅行社责任险（最高保额 10 万元/人）。强烈建议游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品质承诺

全程不加白天景点和晚上自费演出项目！违约赔付 2000 元/人！

A绝不增加自费景点/项目推荐：开开心心旅游，快快乐乐体验、明明白白消费

B绝不增加行程以外购物店：消费透明，畅行无忧

C绝不更换行程所含景点：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如台风、暴雨、国家政策，战争等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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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中酒店说明：

地区 优先入住酒店 备选入住酒店

三亚指定酒店

二月海、海角之旅、江南百悦、金荔湾、金豪、海澜湾

九里香、正扬、海悦湾、凯丰、鲁迅中学、华宝石、铂

金、汇融、三亚度假村、蓝海银滩、中苑、朗廷

芒果海景、豪威海景、新兴花园、豪威麒麟、银

苑、洲恒、金海逸、悦来、凤珠、宝盛

兴隆指定酒店 银湖、明月、明珠、港隆、明阳、同发 日月湾、尚锦、金沙湾、木棉花、神舟、太阳岛

备注
海南酒店多为旅游度假酒店，标准较内地偏低。

如旺季等特殊情况，因房源紧张，将安排不低于以上酒店档次的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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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们承诺绝不减少餐标，但海南饮食口味清淡，且海南物价水平较高，且各团队餐厅菜式比较雷同，餐未必能达到亲的要
求，建议您可自带些咸菜或辣椒酱等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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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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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座以下旅游车无行李箱）。且旅游车队属于政府调度
中心统一负责，不归旅行社管理，如果遇到司机细节服务不够完美地方，敬请您谅解。旅游者对车辆及司机服务有投诉请
直接向海南旅游车统一调度中心进行投诉，电话：0898-66833151。抵达海南前 24 小时内取消合同的游客（如因航班延误
无法抵达等），需向我社交已经产生的旅游车位费及合同约定的其它费用约 400 元/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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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过程中，如产生退费情况，以退费项目旅行社折扣价为依据，均不以挂牌价为准。海南部分景区及酒店为方便
旅游者有自设的商场及购物场所，并非我社安排的旅游购物店，此类投诉我社无法受理，敬请谅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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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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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避免离团活动，如确有需要，请提前以短信或书面方式通报导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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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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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配合导游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游客的投诉诉求以在海南当地，旅游者自行填写的意见单为主要依据。不填或虚
填者归来后的投诉将不予受理，如在行程进行中对旅行社的服务标准有异议，请尽量在海南当地解决。如在旅游期间在当
地解决不了，可在当地备案，提醒：旅游投诉时效为返回出发地起 30 天内有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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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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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队引发投诉旅行社无法受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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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蜈支洲岛、分界洲岛等岛屿规定 60
岁（含 60）以上老人、孕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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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区不接待 70 岁以上老人（出于安全考虑），我社将按团队“退费标准”价格退费，敬请知晓！由于跟团推荐的自费项目
门票，已经为旅行社折扣价格，所以客人自行购买自费项目的门票，需要补导游 80 元/人/项目的费用方可跟车参加。

12

费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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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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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二道门票、观光车、电瓶车、缆车、索道、动车票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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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拖曳伞等海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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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意外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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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接送机温馨提醒：
1、接机人员一般都会提前在机场等候客人，请您下飞机后务必及时开机，保持手机畅通。接机为滚动接机，会接临近时间
段的游客，您抵达机场后需要稍作等待（一般 40 分钟左右），请您谅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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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请您自由活动期间注意安全。掌握好时间，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工作人员联系，不要误了赶飞机的时间。

14

因本线路较为特色，如当日参团人数不足 10 人，我社为您提供两种选择方案：
1、免费升级相关同类产品（不低于原线路成本价值）；
2、通过您委托当地旅行社代租自驾游车辆，我社派专职司机兼导游为您全程服务。
如有异议，请慎重选择！敬请理解，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