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联系电话：82526076/82526078    13810064877 

联系人：荣晓芳 

地址：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大厦 B 座 5 层 512 

【寒假+直航】【经典新升级】日本 7 日 精华游品质版<【东京一日自由+富

士二合目玩雪+白川乡童话秘境+飞驒高山+京都抹茶体验】> 
线路特色 

【寒假限定】-富士山二合目 Grinpa 雪乐园玩雪 

打雪仗、堆雪人、乘雪盆，冰雪世界嬉戏追逐，富士山下留下满满冬日回忆！ 

【米其林三星最高等级推荐】 

“值得专程为之制定旅行计划，务必造访” 

“日本三大秘境”之白川乡合掌村——世界遗产 

“飞驒高山小京都”优雅上三之町——和风古韵 

【高性价比持续人气畅销】 

首都东京、商都大阪、秀美箱根、古都京都，初次访日之首选 

【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迹】 

清水寺、白川乡、富士山二合目，大阪城、平安神宫、浅草寺 

【当地日本文化观赏&体验】 

欣赏风雅の和服表演，一晚日式温泉住宿，品尝传统特色料理 

【繁华商街潮品扫货买买买】 

扫货圣地—大阪心斋桥、东京新宿/银座，药妆萌衣美物应有尽有 

 

行程安排 

第一天  北京 大阪 

 北京  大阪 ，飞行约 3小时，航程约 1750公里 

于首都机场集合后，搭乘国际航班从北京飞往关西国际机场。抵达后，前往酒店入住。 

早餐：敬请自理    中餐：敬请自理    晚餐：飞机餐 

住宿：（关西地区） 

 

第二天  大阪 京都 岐阜 

 大阪  京都 ，行驶约 50分钟，行程约 50公里 

 京都  岐阜 ，行驶约 2小时，行程约 120公里 

早餐后，前往以下景点游览：【大阪城公园】（下车游览，不登城，不少于 50分钟）历史悠久的大阪城，系丰臣秀吉

于 1586年下令修建，由雄伟的石墙砌造而成。内城中央耸立着巍峨宏伟的主体建筑天守阁，它镶铜镀金，华美壮观，

是国家指定保护的“历史遗址”。【心斋桥繁华街】（下车游览，不少于 1小时）位于大阪南区，这里是玩乐家和美食

家的天堂，是大阪最大的购物区，也是大阪最有情趣的地方。心斋桥以带有拱廊天顶的心斋桥筋商店街为中心，大型

百货店、百年老铺、众多的精品屋和专卖店鳞次栉比，终日熙熙攘攘。【清水寺☆世界文化遗产】（下车游览，不少于

1小时）平安时代的代表建筑物，与金阁寺、二条城并列为“京都三大名胜”，也是著名的赏枫及赏樱名所。清水寺为

栋梁结构式寺院，建筑气势宏伟，结构巧妙，未用一根钉子。正殿宽 19米、进深 16米，大殿前悬空的“舞台”，由

139根高数十米的大圆木支撑，从这里可清晰眺望京都全景。【平安神宫（外苑）】（下车游览，不少于 30分钟）1895

年，为庆祝恒武天皇定都平安京（即京都）1100周年，并为祭奉恒武天皇和孝明天皇（京都最后一任天皇）而修建



 

的神宫。依照平安京皇宫八分之五缩图设计，红柱碧瓦的主殿采用对称的建筑格局，庭院内溪水环绕绿树成荫，是京

都必游景点之一。※【特别安排】日本传统抹茶体验！【西阵织会馆】（下车游览，不少于 50分钟）日本人常说“吃

倒在大阪，穿倒在京都”。京都号称“织布区”的西阵，自 15世纪起就聚集了众多身怀精湛技艺的织工，他们将丝线

染色后织成图样制作出华丽高贵的“西阵织”。会馆为振兴传统手工艺制品而设立，在这里您可以欣赏传统风雅的和服

表演，并选购独具日本代表性的手工艺品。 

早餐：含    中餐：含    晚餐：含 

住宿：（岐阜或周边） 

 

第三天  岐阜 白川乡 温泉地 

 岐阜  白川乡 ，行驶约 2小时，行程约 145公里 

 白川乡  温泉地 ，行驶约 3小时，行程约 180公里 

早餐后，前往以下景点游览：※米其林三星专业推荐：【白川乡合掌村☆世界文化遗产】（下车游览，不少于 40分钟）

约有 300年历史的白川乡，位于岐阜县西北部白山山麓，四面环山，河川流淌，水田纵横，荣列“日本三大秘境”之

一。“合掌造”（茅草的人字形木屋顶）式民宅，110多栋连成一片，1995年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

遗产。每当春季来临，万物复苏，白川乡的“田植祭”拉开农忙序幕；入夏，一栋栋古朴的合掌屋坐落于绿油油、阡陌

交错的稻田中，生机盎然；金秋收获时节，田园、农庄更显一派欣欣向荣；冬日，白雪如松软的棉被般覆盖大地，银

装素裹的合掌屋点缀其中，画面宛如童话般美丽。随后，前往高山市。高山市是日本国内著名怀旧古城，素有“小京

都”之称，典雅恬静的小镇风貌，韵味悠长。【高山阵屋】（下车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德川幕府设立的官府（当地

最高行政官的办公场所及生活住所），拥有 400余年历史，江户风格建筑古朴典雅。因地处山中，免遭战火破坏，是

日本国内得以完整保留、难得一见的旧式官府。游历其间，可遥想当年番主工作、生活情景。※米其林三星专业推荐：

【高山旧街、上三之町】（下车游览，不少于 30分钟）富有传统气息的日本古街道，漫步于此仿佛回到三百年前。“三

町”是一之町、二之町、三之町的总称，三条南北走向街道平行设立，为高山著名散步地，有“飞驒高山小京都”之称。

酿酒屋、味噌店、民俗工艺品店……遍布其中，溢满昔日风情，引人怀古。随后，前往下榻温泉酒店，品尝美味料理，

自由享受温泉，告别旅途劳顿。 

早餐：含    中餐：含    晚餐：（酒店内美味料理） 

住宿：（温泉酒店） 

 

第四天  温泉地 富士 箱根 东京 

 温泉地  富士 ，行驶约 1小时 30分钟，行程约 60公里 

 富士  箱根 ，行驶约 40分钟，行程约 30公里 

 箱根  东京 ，行驶约 1小时 30分钟，行程约 110公里 

早餐后，前往以下景点游览：【富士山☆世界文化遗产】（下车远眺）富士山海拔 3776米，山峰高耸如云，山巅白雪

皑皑，是日本第一高山，成为日本的象征，享有“玉扇倒悬东海天”、“富士白雪映朝阳”等诗句的赞美。（如因天气原

因等不能观赏到富士山时，敬请谅解）※冬季限定【富士山 Grinpa雪乐园】（下车游览，不少于 1.5小时）白雪妆

点的富士山二合目，谁能抵抗来自冰雪世界的热情召唤？呼朋引伴，携手融入到银色世界中，化身雪中精灵嬉戏追逐，

或打雪仗、或堆雪人、或乘雪盆、或静静欣赏浪漫雪景……在富士山下留下满满冬日回忆。【电器免税店】（下车游览，

不少于 1小时）您可在此选购各种品牌的家电产品、数码产品、日用杂货等精美礼品，也可于周边自由活动。【都厅

展望室】（下车游览，不少于 20分钟）都厅为日本东京都政府的总部所在地，位于新宿区西新宿。厅舍的设计为后现

代主义风格，以歌特式教堂的设计为蓝本，采用与巴黎圣母院相似的横三段和竖三段式立面。都厅高 243米，从 45

层展望室可以俯瞰东京及周边的美景，已成为东京的观光胜地之一。【新宿繁华商业娱乐街】（下车游览，不少于 1小

时，自由晚餐）位于东京新宿区，以东京都政府大楼“都厅”为中心，除高楼大厦林立的西口区外，以购物娱乐综合设



 

施为中心的南口区、汇集大型百货商店和时装店以及电器店的东口区、以“歌舞伎町”为中心的娱乐区，共同构成著名

的“新宿繁华商业娱乐街”。在这里，您可以把握时尚的脉搏，享受购物的乐趣。 

早餐：含    中餐：含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东京或周边） 

 

第五天  东京 

早餐后，前往以下景点游览：【国会大厦】（车上远观）日本国会所在地，建成于 1936年。占地约为 7万平米的近代

白色金字塔尖顶 9层建筑，左右两侧对称，左侧为众议院，右面侧参议院，是日本的政治行政中心。【皇居外苑（二

重桥）】（下车游览，不少于 30分钟）位于丸之内现代高层建筑与皇居之间的大型广场区域，细石铺路，青松翠柏，

绿地如茵，是日本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大型绿地之一。南侧的二重桥是游客必到的留影之处，桥下护城河水平如镜，垂

柳倒映其中，格外秀丽。【浅草寺•仲见世大街】（下车游览，不少于 45分钟，自由午餐）建成于 628年，是东京都

内最古老的寺庙。寺门中央悬挂着写有“雷门”两字的大红灯笼，成为浅草寺的象征，雷神和风神守护两侧。雷门前的

仲见世大道，是一条传统繁华商业街，一字排开的店铺中汇集了各种具有日本传统风情的手工艺品、纪念品等。这里，

每天游人如织，终年熙熙攘攘。【综合免税店】（下车游览，不少于 1小时）您可在此选购各种品牌的化妆品、工艺品、

高尔夫用品、健康食品、旅游纪念品等精美礼品，也可于周边自由活动。【银座商业街】（下车游览，不少于 1.5小

时，自由晚餐）与巴黎香榭里舍大道、纽约第五大道齐名的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以格调高雅，品牌奢华著称。 

早餐：含    中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东京或周边） 

 

第六天  东京 

早餐后，东京全天自由活动（此日无专车、导游服务）。推荐行程 1：【东京迪士尼乐园】（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

这里被誉为亚洲人气游乐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它的主题乐园面积为七八十公顷，有五个主题乐园：

维多利亚王朝时代式街景的世界市集、冒险和传奇的探险乐园、西部开拓时代的西部乐园、梦境和童话的梦幻乐园、

未来、科学和宇宙的未来乐园。这五大主题乐园中共有 35项精彩的表演，其共同特征是一切都是活动的，有声有色

的。奇特、新颖、惊险、刺激的情景和人物，会使游客忘掉现实，进入另一个世界。地址：千葉県浦安市舞浜 1-1

交通：舞浜駅约 10分钟营业时间：9:00~21:00（具体以网站信息为准）门票费用：74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约

470元推荐行程 2：新宿御苑游园+涩谷寻宝+表参道大牌旗舰店知名设计【新宿御苑】明治时代的皇室庭院，受当时

西方文化影响，融合了法国、英国与日本风格。春天樱花烂漫时，这里则是东京有名的赏樱名所。【涩谷】涩谷忠犬

八公铜像八公是涩谷，甚至是全东京最知名的忠犬。据说原本八公是由一位东大教授饲养的宠物秋田犬，每天都会到

车站接送主人上下班，甚至教授过世后仍然风雨无阻天天到车站前等待主人，直至病亡。为了纪念忠心的八公设立这

这座铜像，来到涩谷的游客都会跟忠犬八公像合影留念的。【原宿•表参道】时尚元素及达人齐聚于此，这里是传播年

轻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洋溢着时尚魅力与青春活力。您可在原创服饰精品店内寻找另类，可在琳琅满目的卡通人气

店内淘宝惊喜礼品。表参道原是明治神宫拜谒专用甬道，现今已成为东京最重要的服装和设计中心。小型画廊、咖啡

店、设计师店铺、欧美时尚品牌旗舰店琳琅满目。走在街上的男女衣着入时，似乎也与其他街区不同，时尚、品味成

为了她们的标签与代名词。 

早餐：含    中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同上） 

 

第七天  东京 京 

 东京  北京 ，飞行约 3小时 30分钟，航程约 2100公里 

早餐后，如时间允许，您可自由游览购物。于约定时间地点集合后，前往东京国际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北京。抵

达北京首都机场后，团队解散，结束愉快旅程。 



 

早餐：含    中餐：敬请自理    晚餐：飞机餐 

备注：行程中酒店、地接社等相关信息详见行前发放的《出团通知》。 

 

日期 

发团日期：2019-02-12 签证资料截止日期：2019-01-24 

 

费用说明 

成人价格：8800.00 元 / 人 25 人以上独立成团，包含清华大学--机场往返大巴 

2-8 岁儿童价格：8200.00 元 / 人  

 

单间差：2160.00 元 / 人 导游服务费：350.00 元 / 人 

 

费用包含： 团体旅游签证费，国际机票及机场税，行程内注明用餐、游览景点，日本当地舒适型酒店双人标准间和一

晚温泉酒店（2人 1间）住宿，空调游览巴士，中文导游、领队服务。 

费用不含： 护照费，个人消费，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医疗费及其它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引致的额外费用。 

 

购物说明 

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协商一致，可选择进入的购物场所： 

城市 购物店名称 停留时间 商品说明 

东京 电器免税店 约 1 小时 您可在此选购各种品牌的家电产品、数码产品、日用杂货等精美礼品，

也可于周边自由活动。 

东京 综合免税店 约 1 小时 您可在此选购各种品牌的化妆品、工艺品、高尔夫用品、健康食品、

旅游纪念品等精美礼品，也可于周边自由活动。 

购物提示 

一、为了满足旅游者购物需要，旅行社提供《购物商店名录》供旅游者参考。 

二、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包括但

不限于公共交通延误或取消、交通堵塞、重大礼宾活动等）导致行程变更，为保证景点正常游览，旅行社可能根据实

际情况取消或减少本列表中的购物场所或购物时间。 

三、旅游者应严格遵守领队、导游告知的购物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或影响其他客人活动。由于旅游者不遵守购物时间

导致行程游览时间缩短或发生游览项目减少、游览顺序调整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四、旅行社特别提醒旅游者，谨慎购物、理性消费。旅游者在本列表所列商店购物，如所购商品属于假冒伪劣商品，

旅行社负责协助旅游者退、换货。旅游者单独自行前往的购物商店，如发生质量等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五、境外购物后办理退税存在一定风险，由于境外退税环节较为复杂，可能出现税单邮递过程中丢失、或其他无法预

知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航班飞行时刻临时调整、银行关门、海关罢工、海关检查时间紧迫等）导致不能退税的，因

旅行社对上述问题无法掌控，故不承担因退税问题产生的任何责任。 

六、境外商品价格在同一行程所涉及的不同国家及不同商店可能有所不同，本提示购物商店列表中的商店均为具有合

法经营资质的、面对当地人开放的购物场所或面对外国人开放的免税店，但不能排除某些商品在不同商店出现一定价

格差异，请旅游者自行甄选，旅行社不对价格进行任何承诺，不对价格差异承担任何责任。 

 

行前解约说明 

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含行程开始当日，下同）提出解除合同或者按照本合同第十二条第 2款约定由出境社在行程开

始前解除合同的，按下列标准扣除必要的费用： 

 

   行程开始前 30日以上，扣除 3000元/人； 

 



 

   行程开始前 29日至 15日，扣除 3000元/人； 

 

   行程开始前 14日至 7日，扣除 4500元/人； 

 

   行程开始前 6日至 4日，扣除 7000元/人； 

 

   行程开始前 3日至 1日，扣除 8999元/人； 

 

   行程开始当日，扣除 8999元/人。 

 

预订须知〔常规说明，在出团通知中不再显示〕 

※特别说明： 

 

 1、儿童（8岁以内）价格：不占床---儿童价格；占床---同成人价 

 2、如客人希望全程享用单人间，则需补交单房差。日本酒店单人间内为一张单人床。 

 3、单独客人报名，我社尽量安排客人与同性客人拼住，如无法安排与同性客人拼住，客人需要支付单间差费

用。 

 

 ※预订须知 

 

 1、产品行程为参考行程，我社保留因天气、季节、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当地情况等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的

权力。 

 2、本产品价格只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民（持有效团队旅游签证），若遇外籍旅游者报名参团，请提前与后台确

认相关费用。 

 

 3、本产品选用团队机票，不可更名、不可改期、不可退票，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有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调整的可能。 

 4、旅游费用为基于参团人数超过 20人以上计算，低于此人数，成本将发生变化，旅游费用则需重新计算。 

 5、产品价格以双人标准间报价为基础，若旅游者要求预订单人使用单人间，需补交单人间差价。敬请注意：

①日本城市酒店单人间内为一张单人床。②如果遇到旺季，日本温泉酒店可能不接受单人使用 1间和式房间或 1间双

人间，敬请理解。 

 6、由于日本没有酒店星级评定制度，行程中所列的酒店标准为业界常用并公认之标准；根据国际惯例，酒店

的入住时间为下午 14：00之后，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之前，如超时需支付附加费。 

 7、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小时（包括休息时间）。 

 8、日本与北京时间有 1小时时差，比北京时间早 1小时。 

 

 9、若遇自然灾害、恐怖活动、重大传染性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出现航班延误或政策性调价，产生的费用

由旅游者自理。 

 10、如遇塌方、大雪封山、塞车或航班延误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行程延误或不能完成景点游览，不视为旅

行社违约。 

 11、因旅游者原因解除合同的，损失费用根据实际情况按《北京市出境旅游合同》中“旅游者违约责任”相关

规定收取。 

 12、因旅行社原因解除合同的，损失费用根据实际情况按《北京市出境旅游合同》中“组团社违约责任”相关

规定收取。 

 13、如产品有多种优惠活动可供选择。则同一订单用户在各种活动中只可选择一种银行刷卡或立减优惠活动。 



 

 14、如游客临时取消出行，取消费用参考合同。根据日本酒店规定，按合同扣除损失费用，同时客房不予保

留。根据最终住房人数的变更，我社保留取消或调整房型之权利，敬请理解。 

 

 

*关于保险： 

 报价所含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意外医疗部分的最高赔付额度为 2.5万元人民币，具体赔付标准、金额及手续

等以保险公司最终解释为准。建议您可于报名时购买更高额度保险产品、及救援险等。 

 

*关于参团人员须知： 

 （一）参团人员健康要求： 

 为确保参团人员安全出行、顺利完成旅游行程，参团人员须身体健康，有以下情形者不适合参团：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等传染病人；（2）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

功能不全、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病人；（3）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等病人；（4）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等病人；（5）精神病患者和严重心理疾病患者，如癫痫、抑郁症、自闭症及各种精神病人；

（6）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7）怀孕 24周（含）以上的孕妇；（8）骨质病患致行动不便者；（9）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早老性痴呆或老年性痴呆） ；（10）其他不能适应旅游要求的身体情况。 

 

（二） 特殊参团人员说明: 

 1.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无监护人陪同参团的，须由监护人签署参团申明。 

 2.身孕周期在 24周（含）以上的孕妇，不得参团；身孕周期在 24周以下的，须有一名家属陪同并签署参团

申明。 

 3.70岁（含）以上老人参团要求： 

 （1）70-74周岁老人参团：须有一名亲友陪同，陪同者年龄不得超过 75周岁；须提供有配偶或子女签名的

《参团声明》；并须自行单独购买含救援的旅游意外险。 

 （2）75-79周岁老人参团或陪同参团的，除须执行上述第（1）项要求外，还须提供医院于团队出发前三个

月内开具的健康证明。 

 （3）综合考虑老人身体状况和行程适宜程度等各方面因素，我社暂不受理 80周岁（含）以上老人报名；但

在有 65周岁以下亲友陪同的情况下，年龄不超过 85周岁的老人可以报名部分 7天以内、节奏舒缓的短线行程，此

种情况下仍须执行前述第（1）、（2）项要求。 

 （4）特殊线路，须根据特殊线路的年龄和身体要求执行。 

 以上须知敬请理解。 

 

签证材料 

签证信息:日本团体旅游签证 

详细内容请参考  http://visa.cits.cn/visa/06000000086.html 

 

安全须知 

*关于温泉： 

温泉酒店入浴注意事项，请务必认真阅读日本旅游须知并认真聆听导游或领队的讲解。普通客人建议入浴时间一次不

超过 15分钟（夏季建议 5-6分钟），特殊体质及特殊身体情况的游客，请您根据自身情况慎重选择是否入浴及入浴

时间。60岁以上老人建议结伴同行，一定严格控制入浴时间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入浴，尤其建议不要清晨空腹

入浴。如因个人情况导致温泉入浴出现意外所造成的相关费用均由客人自行承担。 

  

1、人身安全 



 

（1）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指示灯绿灯亮时才可通过。注意当地驾驶习惯，如遇靠左行车的国家或

地区请注意不要走入逆行道，在过马路时要向右侧观察是否有来车并及时避让；有些城市设有自行车道，行人不可站

立或行走在自行车道上。以上情形下，一旦发生事故，责任须由行人承担。 

（2）上下车、船、飞机、地铁等交通工具时，或出入商场、酒店、餐厅、景区等场所时，请注意在扶梯、台阶处站

稳，以免扭伤摔伤，其中，上下船时请充分关注船体晃动幅度，结合自身身体、心理因素判断能否独自安全上下船，

如有需要请让同伴或服务人员予以协助；在以上交通工具或场所内外活动时，请注意广告牌、装饰物等有突出部分或

棱角的设施，以免碰伤撞伤，同时请注意特定安全提示，以免受到其他伤害。 

（3）自由活动要结伴而行，尤其是夜间不要单独出行，不要太晚回酒店；外出时要告知领队或导游，不安全的场所

不要去；要带好酒店卡片（上有酒店的名称、地址、电话）和紧急联系通讯录，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4）遇到地震、台风、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政治动乱、战乱、突发恐怖事件或意外伤害时，要冷静处理并尽快

撤离危险地区。在境外可向中国使（领）馆寻求咨询和协助。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伤害时，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

要求警方提供保护，并取得警方的书面证明。 

2、财物安全 

（1）游览时，贵重物品如现金、首饰、银行卡等要随身携带，最好贴身存放，不要放在挎包里，也不要放在行李寄

存处、旅游车内或酒店房间；乘坐飞机、火车和游船时，贵重物品不能放在行李箱中托运；入住酒店后，建议将贵重

物品存入酒店的保险箱内并设密码，以免遗失。 

（2）欧洲的抢劫盗窃集团把中国游客视为重点目标，敬请游客们时刻保持警惕，在餐厅、商场、酒店大堂、机场等

公共场所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不要将物品委托不熟悉的人保管，发生失窃，责任须自行承担。 

（3）如果发生行李或贵重物品损坏、丢失、被窃、被抢等，须及时报警、报损、报失，妥善保存报警回执，收集购

置丢失物品的原始发票等材料，以备我社协助您向有关方面申请理赔。但现金、珠宝首饰、信用卡等不予赔付。 

3、证件安全 

（1）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是旅游者在境外唯一有效的身份证明，丢失证照将直接影响到您的旅行。证照、

签证、身份证、机车船票及文件等身份证明和凭据，请随身携带或把证照交由领队、导游妥善保管，以避免遗忘、丢

失。 

（2）出境旅游最好将上述证件复印，一份留在家中，一份连同几张护照相片随身携带，并记下所持护照号码，以备

急用。 

（3）在整个旅行中，请随身携带我公司发给您的行程及紧急联络通讯录（联系方式详见出团通知书），以防走失时联

系。 

（4）当地遇到有人检查证件时，不要轻易应允，而应报告导游或领队处理。如导游或领队不在现场，要有礼貌地请

对方出示其身份或工作证件，否则拒绝接受检查。 

（5）证件一旦遗失或被偷被抢，要立即报告领队并向警方报案，同时请警方出具书面遗失证明。出国或出境游客要

向目的地相关机构申请补发签证，向我使（领）馆等机构申请补办旅行证件，并承担因补办证件产生的相关费用。 

4、游览安全  

（1）为保证计划行程顺利完成，请遵守团队作息时间，避免因个人迟到、掉队影响全团正常行程，请积极配合领队

和导游的工作。在景区内请听从安排，跟随导游和领队游览时，不要远离团队，注意脚下安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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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公司郑重提醒旅游者，审慎参加有一定危险或高危险的娱乐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过山车、驾驶摩托艇、潜

水、滑水、滑雪、跳伞、攀岩、探险、赛车、赛马、骑马、滑翔、探险性漂流、热气球、蹦极、冲浪、游泳、出海、

泡温泉、蒸桑拿、高空溜索等。上述项目对参加者的身体状况有一定要求，请充分了解活动知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和安全规定。不要因为寻求刺激、逞能或心存侥幸，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旅游者应仔细阅读活动说明或景区提示，慎

重选择参加。旅游者因参加危险活动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旅行社概不负责。酒后禁止参加有一定危险的娱乐项目。



 

我公司建议旅游社参加上述危险或高危险娱乐项目时，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海拔较高的高原地带或山地，气压低，空气含氧量少，易导致人体缺氧，引起高原反应，请旅游者避免剧烈运

动和情绪兴奋。患有贫血、糖尿病、慢性肺病、较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精神病及怀孕等旅游者不宜参加高原及高山旅

游。 

（5）为了保证您的旅途安全，也为了方便导游、领队及时上下车为游客提供服务，请让出汽车的第一排座位。在旅

途中系好安全带。尽量避免在车厢内走动或站立，禁止在车内吸烟。请勿将头、手、脚或者行李物品伸出窗外，以免

发生意外。不要向车窗外扔物品，以免伤人。 

（6）游览时，请先听导游和领队的讲解和介绍，了解当地的风景民俗，清楚什么是最有纪念意义的，有利于您进行

拍照留念。每次下车，请先记清集合地点和时间或地标性建筑。记住所乘汽车的牌照号码、导游和领队的姓名及手机

号码。有的城市在游览时需转乘当地的公交车或地铁，要注意紧跟队伍，以免掉队或走失。 

（7）雨雪天气从室外进入酒店、餐厅、游览设施时，任何时候出入卫生间时，路面湿滑时，注意防滑。 

5、住宿安全 

（1）抵达酒店后，请您在前台领取酒店地址名片，外出时随身携带，如果旅游者迷路时，可以按名片提示的电话、

地址安全顺利返回酒店。 

（2）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安全转移的路线。入住时立即检查房间内设施（卫浴设备、房门及窗

户安全锁、遥控器、烟缸、毛巾浴巾等）是否有损坏、缺少、污染。发现问题请联系客房服务人员，及时更换调整，

以免退房时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3）在洗浴时请注意防滑，建议提前铺好防滑垫，防止滑倒受伤。 

（4）睡前及离店时请确保关闭房间门窗。保管好房卡或钥匙，切勿将房间号告诉陌生人，或邀请陌生人到房间内交

谈，以免发生人身和财物安全问题。 

6、饮食和药品安全 

（1）旅游期间少吃生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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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2）在旅游目的地购买食物需注意商品质量，不要购买“三无”（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厂家地址）商品，发现食

物不卫生或者存在异味变质的情况，切勿食用。 

（3）不要随意接受和食用陌生人赠送的香烟、食物和饮品，防止不必要的危险。 

（4）为防止旅途中水土不服，旅游者应自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切勿随意服用他人提供的药品。个人常用

药品请随身携带。 

7、突发事件 

（1）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或者取消，根据《旅游法》第七十一条相应责任应

由公共交经营者承担责任，旅行社对此不承担责任，但将积极协助您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如遇此情况，请旅游者

在候机厅或候车室耐心等待，密切关注航班或火车的信息，听从工作人员和旅行社人员的安排，不要到处乱跑，以免

误机或误车。请勿采取拒绝登机、车、船等不当行为，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由旅游者承担。 

（2）交通事故：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时，应听从导游及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不要慌张；发生人员伤

害时，旅游者应尽力施救或自救，同时注意保护现场，避免损失扩大。 

（3）突发意外伤害（如动物伤害）或急性病：旅游行程中应提高警惕，远离动物侵袭，避免造成意外伤害。如不慎

遭受意外伤害或因个人原因突发急病时，请及时向导游或领队请求援助，到医院就诊，费用由本人支付。如已购买意

外伤害保险，请通知旅行社运作人员并保管好相关票据，以便向保险公司申报理赔。 

（4）失窃、被抢：当发生财物被盗或遭受抢劫时，请及时联系导游或领队，请求旅行社协助，并向警察局报案，讲

明事实经过，将失窃或被抢物品列出清单，保护好现场，保存证据资料，积极配合警察局侦查破案。 

（5）不可抗力：行程中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条件、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政变、骚乱、游行等）、流



 

行性疾病暴发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影响旅游行程或服务标准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会以确保团队安全、

减少损失为原则，采取积极补救措施，请旅游者给予配合和谅解，冷静处理并尽快撤离危险地区。在境外可向中国使

（领）馆寻求咨询和协助。由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节省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温馨提示 

★ 网站信息仅供参考，实际行程以出团通知为准。★  我公司保留根据季节、航班、签证情况以及前往国家当时情况

对行程做适当调整的权利。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 

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 

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 

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本人已完整领取合同附件 2《旅游行程单》，已认真阅读其中线路特色、行程安排、日期、费用说明、购物说明、行前解约

说明、预订须知、签证材料、安全须知、温馨提示，理解并认可其全部内容。 

旅游者（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人：    年     月     日 

 

部门： 五道口门市 

地址：  

联系电话： 82526076/82526078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