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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MSC 辉煌号辉煌号--中东迪拜、阿布扎比、巴林、卡塔尔中东迪拜、阿布扎比、巴林、卡塔尔 1010 天神奇之旅天神奇之旅

推荐理由

 特别安排：阿联酋最大最奢华的酋长国——阿布扎比！最有魅力的酋长国——迪拜！

 特別安排搭乘单程轻轨电车前往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榈岛！

 排水量 13.8 万吨的豪华游轮辉煌号，2009 年新投入服务，装修豪华设施齐全！ 八天七夜，站站精彩纷呈，在

灿烂的阳光下轻松惬意的享受地中海美景！

 DUBAI MALL 全世界最大购物中心扫货！

 2022 年世界杯的举办国卡塔尔!

2019 年 2 月 8 日出发 2 月 9 日登船
====================================================================================================================

第一天 2.8（星期五）北京迪拜

参考航班： EK307 08FEB PEKDXB DK1 2340 0430+1 （飞行时长约 8 时 50 分钟）

2 月 8 日晚上 21 点半首都机场 T3 集合搭乘阿联酋航空前往迪拜。
餐食：早餐（X）中餐（X）晚餐（x） 住宿：飞机上

-----------------------------------------------------------------------------------------

第二天 2.9 （星期六） 迪拜（阿联酋） 离港时间 23:00
抵达迪拜后接机享用早餐，之后乘车外观【朱美拉清真寺】，她是现代伊斯兰建筑的典范，是迪拜城中最
吸引游人的景点之一。参观【迪拜博物馆】，这是一座由阿拉伯式堡垒改建而成的迪拜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物。中午前往邮轮码头，办理登船手续。领队将带领大家参观船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娱乐设施。
在邮轮上您可以充分享受各种娱乐设施和舒适服务：主餐厅、自助餐厅和海景餐厅里您可以享受来自世
界各地的美食；集成了网球场、篮球场、壁球馆、游泳池和慢跑道的运动区为您提供了健身活动的场所；
23:00 邮轮【辉煌号】（MSC FANTASIA）开航，开始轻松惬意的海上浪漫之旅！
餐食：早餐（√）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 MSC 辉煌号

------------------------------------------------------------------------------------------

第三天 2.10（星期日） 阿布扎比（阿联酋） 到港时间 05:00 离港时间 23:00 岸上自理

05:00 邮轮抵达阿布扎比，阿布扎比是阿联酋中最大的酋长国，占阿联酋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这里汇
集了宁静的沙滩和沙漠绿洲，以及所有酋长国中最具活力的城市生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布扎比在
多个世纪以前只是个安静的小渔村，但石油的大量发掘已使该城市首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的旅
游胜地之一。23:00 邮轮起航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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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2.11（星期一） 萨巴尼亚岛（阿联酋） 到港时间 09:00 离港时间 17:00 岸上自理

萨巴尼亚岛曾经是阿联酋前总统的私人休闲岛，岛上建有前总统的私人宫殿。与阿拉伯湾的任何其他地
点不同的是，萨巴尼亚岛一直以阿拉伯野生生物的天然庇护所而闻名于世，这里栖息着数千只自由行动
的动物。同时，苏丹和探险家的古老传说给岛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崎岖的岛屿表面散布着石器时
代的遗迹，那是先前未被发现的文明的足迹。沙漠岛度假村就在这个混合着沙漠的荒凉、阿拉伯湾的宁
静、动物的生机、古代文明的神秘的独特所在优雅而立。酒店的设计以现代风格为基础，融入了阿拉伯
当地风格，还有酒店管理方阿南塔拉从泰国带来的东南亚元素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第五天 2.12（星期二） 海上巡航

遍布全船的各类型酒吧是您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有音乐主题酒吧，钢琴吧、爵士吧，每天的不同时
段风格不同的乐队会进行各种演出；这里也有运动酒吧，不断播放着赛车、球赛，让您与朋友分享运动
的激情；这里还有餐酒试饮吧，专业人士会教您如何搭配佐餐酒以及分辨它们的类型；当然还有雪茄吧，
在这里您可以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等雪茄。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第六天 2.13（星期三） 巴林（巴林) 到港时间 08:00 离港时间 18:00 岸上自理

邮轮预计 09：00 抵达巴林，巴林是波斯湾一个岛国，靠近沙特阿拉伯海岸，面积仅 669.4 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 40 万。主岛巴林岛 562 平方公里，周围有 32 个小岛。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存在着世界上最
大的史前时期的冢林，因被称为“万冢之岛”、“死岛”。 首都麦纳麦(Manama)。巴林，在阿拉伯
语中意为"两股水源，两个海"。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第七天 2.14（星期四） 多哈（卡塔尔） 到港时间 08:00 离港时间 18:00 岸上自理

邮轮停靠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是亚洲西部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
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接壤。海岸线长 550 公里。多哈(Doha)，也叫贝达，是卡塔尔首都，全国第一
大城市和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波斯湾著名港口之一。位于卡塔尔半岛东海岸的中部，夏季气
候炎热潮湿，冬季气候凉爽。多哈动物园、卡塔尔国家体育场、棕榈树小岛都是您岸上不错的选择。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第八天 2.15（星期五） 迪拜（阿联酋） 到港时间 09:00 过夜

早上 9 点抵达港口，下船后参观 Jumeirah 海滨天然浴场（约 20 分钟），外观七星帆船酒店（约 10-15
分钟），特別安排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榈岛內搭乘单程轻轨电车前往位于棕榈岛中央、全迪拜最宏
伟之［Atlantis The Palm］，外观亚特兰蒂斯酒店，带您感受棕榈岛这项突破人类工程史的伟大计划。
晚上回船住宿。

餐食：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MSC 辉煌号
----------------------------------------------------------------------------------------------------------------------------------------------------------------

第九天 2.16（星期六） 迪拜（阿联酋）北京

参考航班： EK308 17FEB DXBPEK DK1 0320 1445 （飞行时长约 6 小时 25 分钟）

中午前领队带领大家办理离船手续。下午前往世界最大购物中心之一的 DUBAIMALL 畅想购物。夜里
11 点乘车前往迪拜机场，搭乘 2 月 17 日凌晨 3 点 20 时航班返回北京。
餐食：早餐（邮轮上）中餐（邮轮上）晚餐（邮轮上） 住宿： 飞机上

https://baike.so.com/doc/625704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39126-12051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04739-32725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69085-2295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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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2.17（星期六）北京

当天下午 1445 抵达北京。结束愉快行程。
备注：此行程为参考行程，以最后确认为准。我公司保留因航班、签证及前往国当时情况而调整行程之权力。

旅 游 费 用 价 格

收费标准：人民币

阳台第一、二人：16800 元/人，

内舱第一、二人：15800 元/人

阳台第三人：13800 元/人

阳台舱单间差（全程）：8000 元

清华优惠：每人立减 500 元

旅 游 费 用 包 含

1、行程中所列航班经济舱团体机票及相关税费 2、行程中所注明境外地面交通费，

3、当地导游服务（岸上观光除外）及导游小费 4、行程标明之餐食（含国际段机上用餐）

5、游轮船票、港务税、迪拜签证费 6、MSC辉煌号 7 晚住宿及船上用餐

7、行程中注明之陆地上住宿 8、旅行社责任保险

旅 游 费 用 不 包 含

1、护照费用 2、游轮小费 70 欧及游轮岸上观光游费用（船上购买或者报名我社）

3、行程中旅客的个人消费（包括任何邮轮上规定需另付款之额外消

费如酒类、碳酸类饮料、洗烫衣服使用电话及拍照服务等）

4、因交通延误、战争、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

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致的额外费用；

5、单间差费或加床费，游轮上房间升舱差价 6、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

7、行李物品保管费及托运行李费 8、自由活动期间的餐食费及交通费

9、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

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10、旅游费用包含内容以外的所有费用

温 馨 提 示

1 此旅游费用基于参团人数超过 16 人以上，低于此人数标准，成本将发生变化，旅游费用则需重新计算；

2 时差：行程所涉及国家与北京时差6时。

3 行程中所列航班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4 行程中所标注的游轮启程、抵达时间仅供参考，请以当天游轮公司公布的最终时间为准；

5 岸上精华游价格参照游轮公司价目表（后附），具体岸上游览费用有可能会因为交通费用，行程安排以及外币汇率的影响而变化；

6 用餐时间在飞机上或转机途中以机上供餐或客人自理为准，不再另补；

7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所标示的停留时间，及游览顺序，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做出适当调整，但不会减少行程内容；

8 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包括休息时间）；

9 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及自用应急药品放在托运行李中，以免丢失。 旅游过程中，也请妥善保存；

10 如遇不可预见之航空公司、天气及地接等政策调整所致的费用增加，我司有权另行收取实际多发生之费用。请予以理解；

11 根据目的国使馆之要求，客人在参团期间，不能离团；

12 如客人系港澳台人士，或持外籍护照，请于出发前确认是否有再次进入中国之有效证件；

13 此行程为参考行程，我司将根据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国之变化，保留调整之权利。

14 取消规则：

已经实际预定之后取消的：

11 月 01 日-11 月 22 日取消：收取 5000 元/人作为取消费；

11 月 23 日-12 月 24 日取消：收取 8000 元/人作为取消费；

12 月 25 日-2019 年 1 月 09 日取消, 收取 12000 元/人去消费;

2019 年 1 月 10 日之后取消：收取全款作为取消费

15 邮轮公司提供的岸上观光项目只有英语，没有中文导游讲解服务

以上仅为参考行程，由于航班原因陆上日程有可能更改，确定行程请以最终的出团通知为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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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岸上观光 5000/人(16 人以上成团)

岸上观光

日期

集合/游览

时间
参观内容

阿 布 扎

比

8：00 集合

18:00 返港

大约 8 小时

（午餐自理）

游览阿拉伯地区最大的清真寺阿布扎比谢赫扎依德清真寺（须于上午 11:00 点前方

可进入，游览约 45 分钟），整个清真寺耗资五十五亿美元，欣赏每盏价值 80 万美

金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都用来自

希腊的汉白玉包裹着，非常的典雅肃穆。

途经文化广场，外观宝鼎、酒壶等极具阿拉伯风情的雕塑。之后前往人工岛，参观

阿布扎比的外滩（约 10 分钟）。

外观八星级阿联酋皇宫酒店，是阿布扎比最豪华的酒店，犹如阿拉伯皇宫式的建筑。

客人可以自费入内享用自助午餐并参观酒店。

下午前往 Yas 岛，外观法拉利公园和外观亚斯赛道。送客人回船上。

萨巴尼亚岛

9：00 集合

游览时间

16:00 返港

大约 7 小时

（午餐自理）

萨巴尼亚岛曾经是阿联酋前总统的私人休闲岛，岛上建有前总统的私人宫殿。与阿

拉伯湾的任何其他地点不同的是，萨巴尼亚岛一直以阿拉伯野生生物的天然庇护所

而闻名于世，这里栖息着数千只自由行动的动物。同时，苏丹和探险家的古老传说

给岛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崎岖的岛屿表面散布着石器时代的遗迹，那是先前

未被发现的文明的足迹。沙漠岛度假村就在这个混合着沙漠的荒凉、阿拉伯湾的宁

静、动物的生机、古代文明的神秘的独特所在优雅而立。酒店的设计以现代风格为

基础，融入了阿拉伯当地风格，还有酒店管理方阿南塔拉从泰国带来的东南亚元素

巴林

9：00 集合

游览时间

17:00 返港

大约 7 小时

（午餐自理）

早餐后，乘车前往参观位于麦纳麦的【艾哈曼德阿尔法泰普清真寺】，是巴林最大的

清真寺。参观【巴林城堡（2005 年世遗）】位于麦纳麦附近的卡拉特海滨，是公元

前 3000 年的古城遗址，由许多宽阔的石屋组成，石屋建在笔直的街道旁，四周修建

了高大宽阔的石墙，古城证明了古代巴林人在建筑工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参观巴林

国家博物馆，是巴林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它建造于巴林首都麦纳麦的费萨尔

国王公路附近，并于 1988 年 12 月开放。

多哈

8：00 集合

游览时间

17:00 返港

大约 8 小时

（午餐自理）

早餐后，外观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随后乘车前往滨海路是多哈景观最好的一条道路，

沿着海岸线，多哈主要的景点基本尽收眼底，而伊斯兰博物馆和喜来登则像是对相遥

望的两个分界点，再往远处去，则是珍珠岛了。天气好的时候沿着滨海路慢慢散步，

对面的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旧时采集珍珠的渔船和现代的快艇在海面上交错行驶，

让你恍惚于一千零一夜的梦中。而伊斯兰博物馆外面的步道，无疑于最方便到达，又

取景最容易的地方了。瓦吉夫老市场，阿拉伯风景的老集市，至今还保留着旧时独轮

送货小车的传统集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排列的香料和坚果，怕是想不停驻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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