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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阿联酋 11 天

航空信息：
 EY 阿提哈德航空，国际段全程乘坐豪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班机，享受优质的空中服务

酒店安排：
全程国际五星酒店+精选红海海边酒店，享受舒适旅行

行程亮点：
安排游览价值 145 美金的古埃及最大的神庙所在地-卢克索，游览卡奈克神庙

游览埃及首都开罗：艺术瑰宝聚集地之博物馆、神秘古老之金字塔

红海：浪漫舒适的度假圣地之洪加达

特别安排尼罗河小帆船费卢卡畅游尼罗河，欣赏尼罗河两岸风光

安排人造棕榈岛内搭乘单程轻轨电车前往外观位于棕榈岛中央全迪拜最宏伟的“6 星”亚特兰蒂斯酒店

安排 Jumeirah 海滨沙滩上外观世界唯一的“7 星”帆船酒店，领略迪拜疯狂建筑的魅力

超值安排：
 22 人独立精品团

安排 2 年以上有经验的导游，专业的讲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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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安排享用金字塔户外下午茶，饱览金字塔景观，体验惬意生活

升级享用开罗金字塔景观餐厅 SUN Z Restaurant 晚餐

尊贵的您赠送每人一份埃及特色小礼物

简要行程

时间 景点游览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福州-香港阿布扎比

（参考高铁：福州-西九龙 G3001 08:25 -14:00）

（参考航班：EY 833 1945/0005+1 ）

飞机上 X X X

第二天 阿布扎比开罗 （参考航班：EY651 0245/0435 ）

埃及博物馆—吉萨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下午茶 国际五星 X √

金 字

塔 景

观餐

第三天 开罗—赫尔格达（红海）

乘车约 6 小时前往红海—红海酒店自由活动

海边度假酒店 √ √ √

第四天 赫尔格达（红海）—卢克索

乘车约 4 小时前往卢克索—卡纳克神庙—外观卢克索神庙—尼

罗河小帆船

国际五星 √ √ √

第五天 卢克索—赫尔格达（红海）

乘车返回红海约 4 小时—红海酒店自由活动

海边度假酒店 √ √ √

第六天 赫尔格达（红海）

全天自由活动（不含车导）

海边度假酒店 √ √ √

第七天 赫尔格达（红海）—开罗

乘车约 6 小时前往开罗—香精—纸莎画—汗哈利利集市

国际五星 √ 打包午

餐

√

第八天 开罗阿布扎比 （参考航班：EY654 1315/1900 ） 国际五星 √ X X

第九天 阿布扎比-迪拜

外观帆船酒店—迪拜博物馆—水上的士—黄金市集—香料市场

—乳胶店—The Palm 棕榈岛

国际五星 √ √ X

第十天 迪拜-阿布扎比香港 EY 834（2205/1005+1 ）

珠宝店—人工岛—文化广场—外观八星酋长皇宫—谢赫扎伊德

清真寺

飞机上 √ √ X

第 十 一 香港-福州（参考高铁：西九龙—福州 G3002 14:24 -20:03） 温暖的家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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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日期 行程内容

第一天 福州-香港阿布扎比

参考高铁时间：福州-西九龙 G3001 08:25 --14:00

参考国际航班：EY 833 1945/0005+1 飞行时间：约 8 小时 20 分钟 时差：比北京时间晚 4 小时

上午：今日准备好行李和装满希望的行囊，当日 08:25 于福州高铁站出发，前往香港，而后乘大巴前往香港

机场。

下午：由领队带领统一办理登机手续，乘坐阿提哈德豪华客机飞往阿布扎比，抵达阿布扎比后转机前往开罗。

早 自理 午 自理 晚 自理

飞机上

第二天 阿布扎比开罗

国际参考航班：EY651 0245/0435 飞行时间：约 3 小时 50 分钟 时差：比北京慢 6 小时

上午：抵达开罗机场后接机助理接团,办理入境手续，提取行李后带由机场外接机口与导游汇合。前往【埃

及博物馆】（不含木乃伊馆门票约 200 埃磅）(入内参观约 120 分钟)，馆中收藏有 6 万多件展示

古埃及五千多年历史的独特文物，件件闪耀着古老文明的光彩，是世界博物馆之明珠。

下午：前往参观被誉为当今最高的古代建筑物和世界八大奇迹之首的【吉萨金字塔群】（参观时间约 90 分

钟，包括【胡夫金字塔】 、【海芙拉金字塔】、【孟卡拉金字塔】；继而前往位于金字塔旁著名的

【狮身人面像】（参观时间约 30 分钟）横卧在埃及基沙台地上，守卫着卡拉夫王金字塔已达五千年

之久。终年咆哮的风沙不断侵略这座庞大的石像，在长达五千年的岁月中，大半时间都被数吨流沙

深埋地底。古埃及人常用狮子代表法老王，象征其无边的权力和无穷的力量，这种法老王既是神又

是人的观念，促使了狮身人面混合体的产生。

特别安排享用金字塔户外下午茶，饱览金字塔景观，体验惬意生活。

小贴士：如需进入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内看石棺需自行购票入大塔或小塔（不含门票约 200 埃磅），

每天有名额限制进入

城市简介:

埃及博物馆是由被埃及人称为“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玛利埃特于 1863 年在开罗北

部的卜腊设计建造的。埃及博物馆位于尼罗河东岸，在开罗解放广场靠近 NileHilton 酒店处，是世界

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埃及博物馆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

古代埃及文明的遗物宝库。这里收藏的各种文物有 30 多万件，陈列展出的只有 6.3 万件，约占全

部文物的五分之一。因这座博物馆以广为收藏法老时期的文物为主，埃及人又习惯地称之为“法老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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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是古代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埃及金字塔始建于公元前 2600 年以前，共有一百多座，大部分位

于开罗西南吉萨高原的沙漠中，是世界公认的“古代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其中，最大、最有名的

是祖孙三代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其中，又以胡夫金字塔最为壮

观，它相当于一座五十多层的大楼。据说有十万人头顶烈日在监工的皮鞭下劳动，用了十年的时间修

筑石道和地下墓穴，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砌成塔身，整个工程历时三十多年。一般认为，金字塔是古

埃及法老（国王）的陵墓。

早 自理 午 当地午餐 晚 金字塔景观餐

入住开罗国际五星酒店 Mercure Cairo Le Sphinx Hotel 或同级酒店

第三天 开罗-赫尔格达（红海）

上午：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赫尔格达】（车程约 6 小时）

下午：抵达后，于酒店享用自助午餐。后酒店自由活动，自由活动（不含车导）让您充分享受悠闲时光以及

红海特有的碧海蓝天。
城市简介:

红海的海滩绝对是大自然精美的馈赠，海底资源丰富。海水多呈蓝绿色，清澈碧蓝的海水下面

生长着五光十色、花地毯般活动着的珊瑚礁和稀有的海洋生物，能见度高，浪柔沙软，波澜不

惊。在这里，随处能看到游客们在白沙滩上休息，沐浴着阳光，观赏在沿岸一排排葱绿的树林，

潜游的游客正在水下探寻着各式各样的珊瑚礁。正如著名的潜水摄影师 David Doubilet 所描

绘的“在红海海底，每日每夜都非常热闹，珊瑚礁都在魔术般地默默地有节奏地跳着舞蹈……

早：酒店早餐 午：酒店午餐 晚：酒店晚餐

入住红海海边酒店 Panorama bungalows aqua park hurghada 或同级酒店

第四天 赫尔格达（红海）-卢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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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卢克索】(约 380 公里，4 小时)抵达后参观【卡纳克神庙】（入内参观约 60

分钟），该神庙是供奉历代法老王陵墓之地。神庙布局严谨，令人叹为观止！神庙曾作为著名影片《尼

罗河上的惨案》的外景地而名声大振，在此你可以看到世界上著名的柱子厅里面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

像和女王小神庙。

下午：乘坐马车外观【卢克索神庙】，来到卢克索，马车是您一定要尝试的！我们专门安排搭乘马车前往参

观气势辉宏的卢克索神庙（不入内，入内需另购门票），高大英俊的黑马和装饰华丽的马车本身，就

足以让你兴奋不止了！

特别安排【尼罗河小帆船费卢卡】畅游尼罗河，欣赏尼罗河两岸风光。
游览结束后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晚餐后于酒店休息。

城市简介:

卡尔纳克神庙位于卢克索以北 5 公里处，是古埃及帝国遗留的最壮观的神庙，因其浩大的规模而闻名

世界，仅保存完好的部分占地就达 30 多公顷。卡尔纳克神庙共有三部分——供奉太阳神阿蒙(Amun)

的阿蒙神庙，供奉阿蒙妻子战争女神穆特(Mut)的神庙，以及孟修神庙，两旁满是狮身人面像的甬道

则直通卢克索神庙。

早 酒店早餐 午 当地午餐 晚 当地晚餐

入住卢克索国际五星级酒店 Mercure Luxor 或同级酒店

第五天 卢克索-赫尔格达（红海）

推荐自选项目：可凌晨 4 点起床，乘坐热气球。

上午：早餐后，驱车返回红海赫尔格达。

下午：自由活动（不含车导）。自由活动时间，让您充分享受悠闲时光以及红海特有的“3S-Sea、Sun、Sand

与碧海蓝天。

推荐自选项目：您可自选报名参加红海出海（约 5 小时），酒店早餐后乘游艇前往红海游览，可进行

浮潜（每人发眼罩、脚蹼），还可进行深海垂钓，充分放松和享用美丽红海上的闲暇时光。

早 酒店早餐 午 酒店午餐 晚 酒店晚餐

入住红海海边酒店 Panorama bungalows aqua park hurghada 或同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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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赫尔格达（红海）

全天：自由活动（不含车导）。自由活动时间，让您充分享受悠闲时光以及红海特有的“3S-Sea、Sun、San

与碧海蓝天。

推荐自选项目：您可自选报名参加沙漠深处贝都因人探索之旅（约 5 小时），从酒店搭乘吉普车

进入东部沙漠，探访古老的游牧民族“贝都因”的部落，除了可以了解游牧民族的坚毅生活，

更有会可看到“海市蜃楼”

早 酒店早餐 午 酒店午餐 晚 酒店晚餐

入住红海海边酒店 Panorama bungalows aqua park hurghada 或同级酒店

第七天 赫尔格达（红海）-开罗

上午：酒店早餐后驱车返回开罗（车程约 6 小时）午餐于途中享用打包午餐，一路沿着红海海岸线前进，享

受美丽的海边风景！

下午：午餐后，前往埃及著名的【香精】（约 60 分钟）和【草纸画】（约 60 分钟）。纸莎草曾一度面临灭

绝的危险，今日在纸莎草画店里可观看传统的造纸过程。【汗哈利集市】购买纪念品，该市场游人如

织，已有 800 年历史，是阿拉伯的著名的交易中心.在汗哈利市场的小巷中，坐落着开罗最古老的咖

啡馆之一 ，喝咖啡是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开罗的大街小巷或是酒店，俱乐部，大大小小的咖啡馆

随处可见，还可以自费品尝埃及的水烟，有苹果、草莓等各种口味.

早 酒店早餐 午 打包午餐 晚 当地晚餐

入住开罗国际五星酒店 Mercure Cairo Le Sphinx Hotel 或同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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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开罗阿布扎比
国际参考航班：EY654 1315/1900 飞行时间：约 3 小时 45 分钟

上午：统一时间集合前往开罗机场乘机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下午：抵达后（无须填入境卡，过关时间约 1.5 小时左右，需在入境柜台配合照眼角膜），导游接机后安排

入住酒店

早 酒店早餐 午 自理 晚 自理

入住阿布扎比国际五星酒店 Marriot Abu Dhabi 或同级酒店

第九天 阿布扎比-迪拜

上午：享用早餐后前往迪拜（车程约 2 小时）。外观【帆船酒店】：Jumeirah 海滨天然浴场上外观全世界

最奢华的号称 7 星的帆船酒店，又称“阿拉伯塔”酒店。其凭借独特的外观造型及金碧辉煌、奢华

无比的装饰、全智能化的管家式服务，享誉全世界。酒店规定，需持有酒店所提供的服务预定号方能

入内参观。游览【迪拜博物馆】是由始建于 1799 年的阿式城堡改建而成的，馆内引用先进的声光电

结合，记述了自 1930 起至今的沙漠之国的发展历史。呈现当年沙漠中迪拜人民生活状况及因以现石

油后，生活及城市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变化。内建传统的降温风塔，可想象在当年没有空调下，沙漠

人民是怎样降温的。 (参观时间:约 45 分钟)。

【水上的士】乘坐传统的“Abras”水上交通工具，跨过迪拜市内的河湾。欣赏两岸的现代建筑，也

可看到水上市场交易以及通过迪拜运往中东其他国家的各种水上集装箱码头（约 5 分钟）。

【黄金市集】这里是世界上贸易量第二的黄金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阿位伯人是天生的

商人和最珠光宝气的民族。一条不长的黄金街金店，珠宝店从高档的西式尊贵服务到传统的阿拉伯风

格小铺多不胜数，是迪拜游人最喜爱的购物之地。

【香料市场】中东各种香料批发市场，传统及现代的市场交易中心。【乳胶寝具展示中心】（约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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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乳胶是一家专门经营乳胶制品的大型寝具中心，所有产品属 100%纯天然乳胶制品。

下午：游览，【The Palm 棕榈岛】乘单程轻轨电车进入，号称「世界第八大奇景」，以棕榈树为外型，岛

上由 50 间豪华酒店、2500 间沙滩住宅别墅、2400 间面海住宅大厦、游艇会、水上乐园、餐馆、大

型购物中心、运动设施、水疗设施组成。与正建的「The World 世界岛」形成“姐妹岛”。外观最顶

端的亚特兰蒂斯酒店。

小贴士：周五为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假日，有些景点或店铺上午不对外开放，故导游会根据最合适的

安排在景点不减少的情况下调整景点参观的前后顺序。

早 酒店早餐 午 中式午餐 晚 自理

入住迪拜国际五星酒店 Hyatt creek height 或同级酒店

第十天 迪拜-阿布扎比香港
国际航班： 阿提哈德航空 EY 834 2205/1005+1 飞行时间：约 8 小时

上午：前往【高级珠宝折扣中心】（约 90 分钟）主营珠宝，手表，钻石，珍珠，彩金等，客人可在该店自

由选购自己中意的商品，感受国际大都市的购物乐趣！返回阿布扎比（车程约 2 小时）。参观【人

工岛】站在人工岛可以眺望到对岸市区的现代别致新颖的建筑，让人难忘(参观时间约 30 分钟)。【文

化广场】车观，摆放具有独特阿拉伯风格茶壶、大炮等造型的雕塑广场(参观时间约 10 分钟)。

外观【八星酋长皇宫】。皇宫酒店号称全世界唯一一座八星级酒店，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的阿布

扎比酋长国斥资约 30 亿美元建造，是迄今全球第一奢豪的酒店。由著名的英国设计师约翰·艾利奥特

设计，富有浓郁的阿拉伯民族风格。按酒店规定，须持有酒店服务预定号方能入内参观。

下午：【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清真寺须于 11：00AM 后方可进入，游览约 45 分钟），为阿拉伯地区最大，

耗资五十五亿美元。 内部装饰：宝石贝壳 镶嵌，每盏 80 万美金的施华洛华世奇水晶吊灯。全世界

最大的一块人工地毯。筑群都用来自希腊的汉白玉包裹着，白色典雅，庄严肃穆。

晚上：于指定时间前往阿布扎比机场乘坐航班飞往香港！

早 酒店早餐 午 当地午餐 晚 自理

飞机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39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39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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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天

香港-福州

参考高铁时间：西九龙—福州 G3002 14:24 --20:03

上午：抵达香港国际机场转乘大巴前往西九龙返回福州，结束愉快行程！

早 自理 午 自理 晚 自理

温馨的家。
以上行程供您参考，旅行社有权根据航班情况以及不可抗力因素调整景点顺序！

【报名所需资料】
至少 6 个月以上有效的因私护照首页扫描件，至少有 3 页以上空白页（不含备注页）。

【报名后，退改团期损失条款】

1、 以收到定金 5000 元/人为确认参团留位，如有升级豪华酒店（帆船、亚特、皇宫等）将视豪华酒店价格收取部分

定金或全款。如取消定金不退，并于出发前 14 天付清全款；

2、 团队出发前 30 天—21 天取消，游客需支付 50%团款损失（机位定金+酒店损失）如已经送签，另需支付签证费；

3、 团队出发前 20 天—14 天取消，游客需支付 80%团款损失（机位定金+酒店损失+地接车、导、境外机票等费用）；

4、 团队出发前 14 天—8 天取消，只可退 600 元/人餐费和景点门票；

5、 团队出发 8 天内取消，全款损失。

【服务标准】

1、签证标准：中国大陆护照及香港护照入境阿联酋实行免签政策（台湾、澳门等不免签，另加收签证费用 RMB600/

人，成人需提供护照首页资料扫描件，未满 18 岁的儿童除了提供护照首页扫描件，还需要提供出生证明+父母的

护照扫描件）;

2、机票标准：香港起止全程团队经济舱机票及机场税，团队机票不允许改名、退票、改票、改期；

国内标准：福州-香港西九龙往返的高铁费用及西九龙到香港机场的大巴车费用

3、酒店标准：行程中所列星级酒店的双人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如酒店旺季房间

紧张，我社有权力提前说明情况并调整用房，同时境外酒店有权根据当天入住酒店实际情况，临时调整房型（大

床或标双），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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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餐标准：酒店内自助早餐，中式午晚餐（午晚餐：六菜一汤标准）或当地餐；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

准，不再另补，如因自身原因放弃用餐，则餐费不退;

5、景点标准：行程中所列景点的首道门票（不含景区内的二道门票及个人消费）,行程表中标明的景点游览顺序和停

留时间仅供参考;我公司有权根据当地天气、交通等情况调整景点顺序，实际停留时间以具体行程游览时间为准；

6、用车标准：空调旅游巴士（一人一正座）;

7、导游司机标准：全程中文领队；境外专业司机和中文导游或司机兼导游；

8、旅游合同购物标准：见附件，行程内经过的景区商店、餐厅、商场、集市、中途休息站等商店不属于旅游定点旅游

合同购物补充协议，若游客在此类购物店所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9、自选项目标准：以行程表所安排的自选项目为准，具体安排详见《旅游合同(阿联酋、埃及自选项目)补充协议项目

表》；

10、旅行社责任险；

11、风险提醒：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客人在境外行程游览中如需选择行程外自选项目，请出发前通过正当途径由组团

社报名预定或在当地通过导游及接待社合法担保情况下预定，如经其他途径预定的自选项目，如发生任何风险，

组团社及接待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

【不含项目】

1、护照费用；

2、全程单房差 3000 元/人（请出团前与团费一起结算）；

3、境外导游服务费￥1100 元/人，埃及签证费￥200 元/人（请出团前与团费一起结算）；

4、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如行李或物品丢失、被盗等意外损失费用；

5、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6、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7、非我社所能控制因素下引起的额外费用，如：由客观原因造成的飞机延误或取消、自然灾害、罢工、境外当地政策

或民俗禁忌、景点维修等；

8、游客人身意外保险及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未成年人参团提示】

1、18 周岁以下旅游者必须至少由一名成年亲属陪同方可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政府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告示，要求所有前往阿联酋的未成年旅客（未满 18 岁的儿

童）证件的检查，受新政策监管，并将於 2018 年 6 月 1 日生效。请带齐相关证件出团；

3、未成年人参团必须由家属陪同。另外 18 岁以下儿童出游，必须带齐户口本，出生证，委托书等证件，以备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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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时航空公司检查；

4、因接待情况所限，12 岁以下小孩不占床按成人的 9.5 折，12 岁以上必须占床且按成人标准收费。（酒店房间

床较小建议长的稍大的孩子按占床报名以免房间内很拥挤）

【老年人参团提示】

1、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 80 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2、65 周岁以上老年人预订出游，须与我司签订《健康证明》并有家属或朋友陪同方可出游。

【贵宾参团须知】

1、请各位旅客出发之前与领队确认护照是否已在领队手中，若护照在自己手中的，请务必出发当天带好护照；

2、如遇旅客是外籍护照，请务必检查护照上中国签证有效期是否足以保证回国后可以入境中国大陆；

3、如旅客为港澳护照或台湾护照，请出发当天务必带好回乡证或台胞证；

4、行程中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景点门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餐费、车费等均不退还；

5、行程表中所列航班的起抵时间均为当地时间，“+1”表示航班第二天抵达；行程表中所列餐食，“自理”表示该

餐食不包含在行程中；

6、保险说明：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游客人身意外保险”，如旅行社出资为游客投保，如客人发生意外伤害事件，

视事实情况保险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游客获得保险公司理赔金额后，相应免除旅行社的赔付责任。“游

客人身意外保险”的适用范围以及条件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为原则；

7、迪拜免签是目的国移民局即时给予的入境许可，非旅行社能力可掌控和干预，请自行准备好完整无污迹的有效护照，

如由客人自身情况（不良记录、姓名易重名等因素）落地入境时出现被拒绝入境，而导致的一切相应损失（我

社代订的机票、酒店及相关已产生的费用一律不退）需客人自行承担，和我社毫无关系，敬请谅解；

8、根据《旅游法》规定，旅行者不得脱团，如走行程中擅自脱团、离团、滞留等，旅行社将向公安机关、旅游主管部

门、我国驻外机构报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旅游者承担；

9、请游客在境外务必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不要前往不安全的地方，自由活动不要单独行动。老人、儿童需有家人陪

伴及照顾，贵重物品(现金，护照等)请随身携带或寄放在住宿饭店的保险箱内，絶不可放在车上或房间内等，如有

遗失旅客必须自行负责，与接待旅行社责任无关。

10、酒店游泳池如时间未开放及无救生人员在现场，请勿擅自入内泳池游玩，否则如有意外发生须自行负责；

11、所有参团客人必须根据自身身体实际情况选择参与自选项目，对客人未能遵守风险告知事项，未能采取积极主动

措施防范风险发生，所造成的损害，由客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12、我社保留因地接旺季涨价、酒店变更、汇率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而调整最终报价和行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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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旅游须知

时差

1. 时差：阿联酋时间比北京时间慢 4 小时，如：北京时间为 12：00 时，阿联酋为 08：00；

2. 中国驻阿大使馆地址：Plot NO.26, Sector NO.W-22,Abu,Dhabi.

TEL: 00971-4-3947588（在阿联酋境内可直接拨打：04-3947588）

天气及衣着

1. 当地气候为 2 季，冬季和夏季，冬季（9 月 30 日—3 月 31 日）平均气温 18 度；夏季（4 月 1 日—9 月 29 日）平均

气温 37 度，最高 45 度；

2. 请准备防晒用品和遮阳品，并携带保护皮肤的长袖衣服、帽子、太阳眼镜、和运动鞋，由于阿联酋很多地方的空调开

得比较大，带上长袖衣服可以妨着凉；

3. 天气查询网站：http://www.worldweather.cn/tu/tuindex.htm

4. 因行程有安排景点阿布扎比谢和扎伊德清真寺，由于现在清真寺不外借黑袍，请客人务必自己带上长衣长裤，准备好

头巾（不限颜色和样式）。

图示如下：

通讯情况

1. 手机开通国际长话及漫游的均可直接使用。

阿联酋打电话回国内移动电话，请拨：0086+手机号码（如：0086+13509600000）

阿联酋打电话回国内固定电话，请拨：0086+区号后三位数+电话号码，如打深圳：0086+755+12345678

拨当地手机，可以直接拨手机号码或者固定电话即可。

2. 当地大部份酒店在大堂等公共区域才提供免费 WI-FI,特殊酒店提供房间内免费 WIFI,根据不同的酒店

情况,请现场以导游确认为准.

出入境

注意事项

1. 行礼托运：

（1）国际航班一般可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长宽高合计不得超过 269 公分），可随身携带行李一件

（长宽高合计不得超过 115 公分）；

（2）托运行李切勿放现金、照相机、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保留好行李票；

（3）液体、膏状物品、胶状物品等尽量托运，若不托运则请放置于容量不超过 100 毫升的容器里，用透明可视密卦胶袋

装好，以备机场安检；

(4) 尽量不要帮别人托运行李,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入境：抵达机场入境前需要前往海关处留眼膜照片（在 VISA COLLECTION 柜台旁边的柜台拍摄），以确认是否有被

阿联酋政府驱逐或者任何其它的不良纪录，照眼膜工作人员会在签证纸上和护照盖章，（拍眼角膜柜台与入境过海关

http://www.worldweather.cn/tu/t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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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即可入境迪拜；

3. 离境：办理登机手续时，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勿放行李托运！随身行李中不要带食品和水等其他违

禁物品。

餐食情况

1. 行程当中团队以安排中餐为主，团队餐标是八菜一汤；

2. 当地接待团队的中餐厅不多，而且口味偏向南方菜口味；

3. 阿拉伯人禁酒，当地只有拥有酒牌的餐厅或者商店才可以销售酒精类产品，其余不允许销售酒类商品。

特别说明:推荐豪华酒店自助餐(如七星帆船,八星皇宫酒店等):

1. 酒店餐厅及坐位有限,预定须提前,订位一经确认,个人原因取消不能退款!

2. 大多豪华酒店餐厅以中东品味为主,不可用中国口味去衡量

3. 因为时差及生活习惯问题,用餐时间也与中国有所不同,视各酒店情况,参考用餐时间如下:

早餐大约为早上 6:30-11:00 午餐:11:30—15:30 晚餐:19:00—22:00

4. 豪华酒店用餐请以欣赏豪华酒店装修设施为主,尽可能忽视餐食的本质价格,以愉悦的心情享用和参观

5. 豪华酒店餐厅安排的座位也由餐厅视预定情况,由餐厅安排!

住宿情况

1. 当地酒店相对国内酒店硬件设施较差，当地四星酒店相对国内三星酒店；

2. 国外酒店都提倡环保，大部分酒店虽有提供洗漱用品和拖鞋，但是也有少部分酒店没有，请尽量于出团前备齐；（如

果酒店确实没有洗漱用品，且客人也没有带的，也可以请领队帮忙叫客房部服务员拿，但是按照国际惯例，客人可准备一

点小费给服务员以表感谢！）

3. 贵重物品离房请随身携带；

4. 请勿穿着睡衣走出房间；在酒店大厅内或其附设餐厅、酒吧内请勿穿拖鞋；酒店内禁止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其他客人

休息；

5. 房间及浴室内注意安全,以免不小心摔倒,影响人身安全

旅行途中

注意事项

1. 旅行中安排空调旅游车；司机后面第一排预留为导游位,请依次就座,不可抢位

2. 护照、机票及其他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切不可放在交通工具上；

3. 上下车时注意台阶,以免摔伤.请随手关好窗户。

4. 爱护车上卫生,请勿在车内饮食.

景点游览

1. 请务必遵守时间，配合领队导游工作.

2. 导游可在不减少游览景点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游览顺序.

3. 如遇天气,塞车,罢工等情况,造成未能完成游览的景点,旅行社将更改别的旅游景点代替.

4. 了解注意清真寺的开放时间和是否允许拍摄，注意参观宗教场所及拍摄禁忌.

5. 了解当地宗教节日，如开斋节、宰牲节等，涉及相关景区开放时间有更改或关闭.

消费方面

1. 1. 迪拜是世界知名的购物天堂，免税大港,商场经营的世界级产品全部为正品渠道，可以放心购买；

2. 最值得购买的有化妆品、名表、品牌服装、箱包、黄金、钻石、中东椰枣；

3. 货币：当地货币称迪拉姆（ AED ），不接受人民币兑换，您需要带美金到银行或者商场里的换汇

4. 参考汇率：USD1=AED3.67，AED1=RMB1.9 左右

5. 所选购的物品请现场以商场商店确认好,旅行社不负责在购物商场里的退换货工作

出境旅游

文明公约

1. 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再禁烟场所吸烟。

2. 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 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 保护文物古迹。不再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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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

6. 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名族宗

教习俗。

7. 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错话。

8. 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赌。

出境旅游文明

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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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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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旅游须知
国家概

况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首都：开罗（Cairo），人口约 1500 万。是阿

拉伯和非洲。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面积：100.2 万平方公里。宗教：伊斯兰教，大多数为逊尼派。人口：约

9625 万人。语言：阿拉伯语，中上层是英语，法语次之。时差：冬季晚 6 小时，夏季晚 5 小时。

国家历

史

埃及(Egypt)是个有着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与黄河流域的中国、恒河流域的印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同为世

界四大文明古国。它是历史的博物馆，是古往今来伟大文明的熔炉。在这里，法老时代、古希腊时代、古罗马

时代、基督教时代以及伊斯兰教时代兴盛更迭，每一寸土地铭刻着传奇，展现着宝藏，也留下无数未解之谜。

安全问题

须知

埃及是世界上重要的旅游国家，为了体现埃及政府对海外游客的人身安全的充分重视，埃及旅游局经常委派旅

游警察在旅游期间陪同客人。当地人 98%信奉伊斯兰教，鄙夷小偷小摸的行为。但是，埃及生活水平教低，丢

掉了的东西被当地人捡了就很难找回来了！请一定要注意保管好您的护照，证件和所携带的随身物品，以免

丢失后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出入境 入境可携带 200 支香烟、1 公升酒、3 公升香水和相当于 100 美元的商品。埃及海关经常要求游客开箱检查并

纳税，贵重物品或电器要申报，出境时才不会有麻烦（摄影机携入须向海关申报，海关将在护照上注明厂牌规

格及机号，出境时须带出，否则将被扣重税）。古董、红茶、咖啡和香料禁止携带出境。携带相当于 100 美元

的埃及货币出入境必须申报。免税物品包括数量有限的烟草、酒、个人使用的合理容量的香水、符合价值限

量的礼品等。埃及没有出境退税。

医疗与安

全

埃及天气炎热，无论是在哪里吃东西，都一定要注意卫生。有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及其他病症的来宾请谨防水

中游泳、高热环境出现安全问题,宜不予参加游泳，应事先预备好药品并通知领队应急办法。行程内自费项目乃

是客人自愿参加的活动，参加前请考虑个人身体状况及外界安全因素酌量参加。

紧急电话：火警：125 报警：122 急救站：123

从中国往埃及致电拨打：0020+手机号码/城市区域码（去掉前面的“0”）+当地电话号码

从埃及往中国致电拨打：0086+手机号码/城市区域码（如广州“20”）+当地电话号码

气候 埃及地跨两洲，全境 95％为沙漠。北临地中海，东隔红海与巴勒斯坦相望，西与利比亚交界，南邻苏丹。西部

的利比亚沙漠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北部分。非洲第一长河“尼罗河纵贯全境。河谷两岸和三角洲是世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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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祥地之一。埃及大部分地区天气均属地中海式气候，日温差比较大。地中海、红海沿岸地区由于受海洋

性湿润气候的影响，日温差还不大，越往南方，离沙漠越近，气候变得越干燥，日温差越大。如果前往红海，

别忘记带泳衣！

冬季（11-3 月）：建议携带御寒外衣或毛衣、带雨具和（此时为雨季）；

夏季（4-10 月）:建议携带防晒长袖长裤、薄毛衣(备用)、遮阳帽、防晒霜、面膜、太阳镜和雨伞等等

风俗习惯

和禁忌

由于埃及为伊斯兰国家，请各位游客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要讲文明，注意我们国人形象，把我们文明古

国的风度带到埃及去。：埃及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其向接受服务的游客索取小费（一般可用清凉油替代）（如：

火车-1 美金、厕所-2 埃镑、酒店-1 美金）在当地被视为真主的旨意。尽量不接触女性身体，在没有得到允许之

前，不要把相机对准埃及人，但多数人会乐意接受（但是不要拍军事禁区及政府机关）。伊斯兰国家禁酒，在

餐厅可以喝酒时我们会通知大家。

饮食 早餐多为美式自助餐，午餐，晚餐为适合中国人口味主要安排在中餐馆享用。但在亚历山大期间没有中餐馆，

会安排客人享用当地风味餐。在埃及，除在酒吧和餐馆以外禁止饮用烈性酒。即使是在埃及生活多年的东方人，

也很难适应当地的甜味，加上埃及的卫生习惯比较差，我国旅游者一般是不敢轻易动嘴。为防止水土不服、饮

食不习惯等，建议带一些榨菜、茶叶等，最好再带一些常备药品。埃及是农业国家，现榨水果汁深受游客欢迎。

矿泉水比较纯净，主要牌子是 BALAKA 和 SAFI。

购物 在集市贸易里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讨价时、不能对欲购商品表露出过多兴趣，否则还价就会很困难。埃及可说

是购物者的天堂，纸莎草纸、香精、香料、石膏像、玻璃制品（烟火缸、蜡烛台和眼镜）、珠宝首饰（以法老

时代的造型为主）、木器、陶瓷、雕刻品、长绒棉衬衫都是值得购买的纪念品，其中纸草和香精是最具有当地

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货币 1 美元=17.85 埃镑 1 人民=2.61 埃镑（不能直接兑换，仅供换算）

一般携带现金，部分支票和信用卡（如万事达卡、维萨卡、美国运通卡等）在大饭店和商店都可使用。旅游途

中请随身携带部分小面值美元以备急用。出境前要把所有的埃镑用完。

住宿 由于国外酒店与国内酒店不同，均无一次性使用的牙刷，牙膏，拖鞋，电热水瓶等物品，请各位团友在出发前

作好相应的准备。酒店的自来水均不可直接饮用，且酒店内皆没有饮用之热水供应，如习惯饮用热水，请自备

热水器用品。旅行社只负责住宿费用，对饭店可以使用的房间内小酒吧、付款电视、洗衣、通讯设施等个人消

费，一律由客人自己负责。

如在旅游期间使用电器，电源主要以欧式双圆插头 220V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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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合同购物补充协议说明

（所有旅游合同购物补充协议均以参观为主要目的，本着自愿原则由您自己决定）

旅游合同(阿联酋埃及自选项目)补充协议

国家/地点 购物场所 停留时间

开罗

草纸画 约 60 分钟

香精、香精瓶 约 60 分钟

迪拜
乳胶寝具展示中心

约 90 分钟

高级珠宝折扣中心
约 90 分钟

一：在旅游行程中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本人自愿要求旅行社代订当地特殊自选项目并已清楚了解该价格包括了项目

费用、旅行社代订服务费、领队导游及司机加班服务费。如遇该项目订满，本人可重新选择其它项目或旅行社原价

退回现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将无法退款！

二:自选项目费用已经扣除原餐费费用，参加自选项目原餐费不退！

三：具体项目及费用如下：

阿联酋自选项目列表
项目名称 简介 价格（USD 美金）

沙漠冲沙

（迪拜）

乘坐 4WD 越野吉普车进行冒险家游戏-冲沙。欣赏沙

漠落日，进入沙漠营帐，骑骆驼，观赏中东肚皮舞，

与中东美女共舞享用丰富的阿拉伯晚餐，各种各式

烧烤，穿阿拉伯民族服饰拍照，品尝阿拉伯特色的

水烟，绘制阿拉伯民族手绘。

温馨提醒：患有心脏病、腰椎病等不可以进行激烈

运动患者，请不要参加此项运动！

75USD/人

哈利法塔观光

（迪拜）

登上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它拥有世界上四个之最：------最高大楼（约合 827

米)，层数超过 160 层

-------最高游泳池

-------最高清真寺，

-------最多和最快的电梯

124 层 80USD/人

124 层 100USD/人

(登塔时间在 14：

00-17：30，具体预

订为准）

148 层 150USD/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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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游艇

畅游新迪拜

（不含餐）

在游艇码头登上大型豪华游艇，从不同的角度来审

视迪拜不一样的美，游艇驶出滨海新城后，随着游

艇时而穿越高楼林立的 Dubai Marina 滨海新城。时

而又驶向世界第八大奇观棕榈岛，只见海湾上挺立

世界闻名的七星级帆船酒店，最后穿过棕榈岛大桥，

回到 Marina 滨海新城，观赏缤纷丽的海滨景色。

90USD/人

水上飞机

（单程20分钟）

（迪拜）

Park Hyatt Dubai Creek 起，Jebel Ali 度假酒店

止，以不同视角欣赏迪拜城市景色，通过水上飞机，

您可以看到迪拜最受欢迎的著名旅游景点，其中包

括：著名的世界岛，Dubai Marina, 棕榈岛（亚特

兰蒂斯酒店），朱美拉海滨，七星级酒店，世界第

一高楼，迪拜河沿途风景等。绝对极致体验！

180USD/人

直升飞机

（12 分钟）

（迪拜）

迪拜节日城（Dubai Festival City）起飞，途径

Ras Al Khor 野生动物保护区、迪拜赛马场、哈利

法塔（世界最高塔）以及迪拜商业中心等，同时可

以近距离欣赏到一些拥有全世界最知名的建筑，如

全世界最高的万豪酒店（JW Marriot）、阿联酋塔、

Dubai Mall（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近距离观看

七星级帆船酒店、以及远距离俯瞰棕榈岛等...

220USD/人

皇宫酒店自助

餐

（阿布扎比）

（不含酒水，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可以享用酒店的自助午餐同时可以参观酒店的公共

区域，

享受皇宫般的尊贵。（参观皇宫酒店必须要有预订

方可进入）

[用餐着装要求]请穿正装！无领，无袖，拖鞋不可

以入内！

午餐 140USD/人

晚餐：155USD/人

米其林餐厅

Hakksaan 金箔咖

啡下午茶：90USD/

人

帆船酒店自助

餐

（迪拜）

（不含酒水，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可以享用酒店的自助午餐同时可以参观酒店的公共

区域，

享受酒店的奢华。（参观帆船酒店必须要有预订方

可进入）

[着装要求]男士需穿着正装有领有袖、女士不能着

吊带及短裙，不能穿拖鞋入内

早餐：140USD/人

午餐：180USD/人

晚餐：195USD/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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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星级亚特兰

蒂斯自助餐

(迪拜）

（不含酒水，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位于棕榈岛上的亚特兰蒂斯酒店, 以传说中拥有高

度文明的古国亚特兰蒂斯为主题，酒店设有中东最

大型的水上乐园和巨型水族馆，水族馆饲养了六万

五千条鱼；可以近距离参观水族馆。享受种类繁多

的美味自助餐。

午餐：110USD/人

晚餐：115USD/人

埃及自选项目列表
城市 自选项目 所含服务内容 价格（美金）

开罗

尼罗河游船+肚皮舞表演+

晚餐

（约 1.5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夜游尼罗河游船票+西式自助餐+车费+游船服务生小费

（1.5 小时左右；已扣除当晚餐费用；不含酒水饮品）

活动：

傍晚前往码头乘坐游船，观赏尼罗河两岸夜景；享用西式

自助晚餐并欣赏埃及肚皮舞表演及民俗舞蹈苏菲舞表演。

USD80

开罗

吉萨金字塔声光秀

（约 1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1 小时左右，预定座位费，门票费，车费；司机导游加班

费

活动：

傍晚时分，前往金字塔，你会看到很多种颜色照在金字塔

上，显得分外美丽。会安排中文讲解耳机。

USD65

开罗

登顶开罗塔+晚餐

（约 1.5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开罗塔门票；车费；停车费；饮料费

活动：

一层餐厅，装修二层咖啡馆三层观景台

坐落在尼罗河河中的扎马利克岛上，埃及博物馆对面，仿

照上埃及的象征物--莲花所建。钢筋混凝土结构，塔高

187 米，相当于 60 层高楼，为开罗的千塔之冠，由已故

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奠基，于 1961 年 4 月 1 日建成开放，

在入口处上方镶有一只高 8 米，宽 5 米的铜鹰，这是埃及

共和国的标志。俯瞰开罗。

USD80

开罗 爱资哈尔公园烤肉餐 已含费用： US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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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费+餐费

开罗 开罗特色鸽子餐
已含费用：

车费+餐费
USD45

红海

深海浮潜（红海出海）

（含路程约 4 小时）

(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船票费用（游客可使用穿上备用的鱼具也可以自己携带）；

游船午餐，导游服务费

活动：

早上乘船出海前往吉夫顿岛（或者其他岛屿）游览,您可

以欣赏到美丽的红海风光,更可以看到吉夫顿岛的峭壁海

墙，可浮潜，游泳，喂鱼 。

（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浮潜）

USD80

红海

红海玻璃船

（约 2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船票，导游服务费

活动：

红海特色活动之一。红海海域有大片美丽的珊瑚群，上午

您将乘坐底舱由放大玻璃做成的船，并通过这层玻璃观赏

海下美丽的珊瑚群。船员会撒出鱼食，不时会聚积很多的

鱼儿游来游去

USD80

红海

红海潜水艇

（约 4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船票，导游服务费

活动：

上午乘船出海前往游览观赏海下美丽的珊瑚群（注意此处

是保护地区，不能触碰珊瑚，特别注意教练的介绍和提

醒）。海中不时会聚积很多的鱼儿游来游去。

USD100

红海

红海探索贝都因人部落

（约 3-4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越野车费用；导游服务费；司机车费

活动：

来到埃及，您一定想去沙漠游览一番。Jeep 车在沙漠自

由自在的驰骋。骑骆驼前往贝都因族的家里，更深入的了

解埃及少数民族当地人的生活，喝一杯茶和品尝点心。

USD85

红海 霍尔格达市区观光+海鲜餐 已含费用： US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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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在境外不会主动向领队、导游要求参加出团前未报名的自选项目。

合同履行地:深圳

（约 2-3 小时）(5 人起订) 导游服务费；司机车费；

活动：

您可以看到红海最大清真寺，购物一条街，各国富人的自

驾游艇，含 star fish 海鲜餐

卢克索

卢克索卡纳克神庙声光秀

（约 1 小时）(5 人起订)

行程有在卢克索住宿方可单

独预订此自费

已含费用：

预定座位费，门票费；车费；司机导游加班费

活动：

傍晚时分，前往卡尔纳克神庙，你会看到很多种颜色照在

神庙上，显得分外美丽。

USD65

卢克索

卢克索神庙

（约 1 小时）(5 人起订)

已含费用：

导游服务费，司机车费

活动：

参观卢克索神庙

USD45

卢克索

帝王谷+女王庙

（约 2-3 小时）(5 人起订)

行程有在卢克索住宿方可单

独预订此自费

已含费用：

车费；导游服务费；景点门票费；

活动：

传说卢克索分西岸和东岸，东岸是活人居住的地方，西岸

是死人居住的地方，乘坐摩托船到尼罗河西岸，来到帝王

谷共有 60 多古代帝王墓，随后参观女王庙 Temple of

Hatshepsut

USD85

卢克索

卢克索热气球

（约 1 小时+1 小时车程）

(5 人起订)

行程有在卢克索住宿方可单

独预订此自费

活动：约凌晨 4 点准备出发（一旦预订费用将无法退还）

乘热气球俯瞰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乘坐专车到集中地，换乘，热气球俯瞰世界上最大的露天

博物馆-卢克索城，幸运的话您可以看到卢克索神庙、卡

尔纳克神庙、女王大殿和帝王谷，还有美丽的沙漠绿洲田

野和日出后壮丽的景色，黄与绿的结合（黄色的沙漠和绿

色的农场）。

USD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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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旅行社）签名: 乙方（ 旅游者）签名: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