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北欧风光十日游】【集合地点 Opéra 后门左侧大巴停车区】【rue Gluck 75009 Paris】
第1天

巴黎-海德堡-法兰克福

778€

08H30 从巴黎出发前往海德堡,世界著名的海德堡大学也坐落在这片旧城区里。夜宿法兰克福附近酒店。

第2天

法兰克福 - 汉堡

酒店早餐后出发，经法兰克福、汉诺威接客人后前往德国著名港口城市汉堡。汉堡是德国最大港口，港口面积约占城市面积的 1/7。汉堡市内风光秀丽，
素有“汉堡明珠”之称的阿尔斯特湖，内湖沿岸几条古老街道上，林木苍郁，花香袭人，外湖湖面白帆点点，天鹅成群，游人如潮。夜宿汉堡或附近
酒店。

第3天

汉堡-哥本哈根-赫尔辛堡

酒店早餐后出发，经汉堡接客人后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当地有一尊根据《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它是哥本哈根的标志。在市内的众
多古建筑物中，沉淀着历史的哥本哈根旧王宫和如今延续着皇室传奇的阿美琳堡宫，都颇负盛名。夜宿赫尔辛堡或附近城市。

第4天

赫尔辛堡-斯德哥尔摩-图尔库

酒店早餐后前往斯德哥尔摩，沿途欣赏北欧迷人大自然风光，在斯德哥尔摩短暂停留后傍晚乘豪华邮轮前往图尔库。夜宿邮轮。

第5天

图尔库-赫尔辛基-图尔库-斯德哥尔摩

邮轮早餐后从图尔库出发乘车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内乌斯佩斯基大教堂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希腊东正教教堂。此外还有设计奇妙的岩
石教堂，隐藏于住宅街的岩石高地之中。此外为纪念芬兰大音乐家西贝柳斯而造的西贝柳斯公园也绝对值得一观。夜宿邮轮。

第6天

斯德哥尔摩-卡尔斯塔德

邮轮早餐后开始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位于辽阔的波罗的海西岸，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市中心
西南国王岛东端，便是市政厅所在地。市内的瑞典王宫建于公元 17 世纪，一共有 608 个房间，比英国的白金汉宫还多 4
间。夜宿卡尔斯塔德或附近城市。

第7天

卡尔斯塔德-奥斯陆-哥德堡

酒店早餐后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奥斯陆是欧洲著名的历史古城，始建于公元 1050 年。市政厅是一座古堡，厅内有现代
挪威艺术家以挪威历史为题材绘制的巨型壁画，被人们称为“挪威历史教科书”。著名的维格兰雕塑公园里陈列着挪威
著名雕刻家古斯塔夫•维格兰的 150 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变化多姿，把欧洲的古老传统、现代艺术和挪威民族的风格
融为一体。夜宿哥德堡或附近城市。

第8天

哥德堡-汉堡

酒店早餐后从哥德堡返回汉堡，夜宿汉堡或附近酒店。

第9天

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

酒店早餐后出发，途经汉诺威后前往法兰克福。著名的罗马广场位于老城中心，不远处就是德国皇帝加冕的大教堂—法兰克福大教堂。夜宿法兰克福
附近酒店。

第 10 天

法兰克福-吕德斯海姆-巴黎

酒店早餐后出发前往德国著名小镇吕德斯海姆。吕德斯海姆老城区最有名的要数画眉鸟巷。这条宽三米，长一百四十四米的小街道永远人潮涌动。之
后返回法国巴黎，结束行程。

费用包含:
1. 法国豪华空调大巴车；
2. 欧洲全职专业司机；
3. 全程资深华语领队；
4. 欧洲 2-4 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如单人报名，将自动与其他同性团友拼房或补交 350 欧元单间差）；
5. 酒店内西式早餐。
6. 如有儿童同行，8 岁以下与两位家长合住一个双人房间，可享受原价的 8 折优惠。

费用不包含：
1.因交通阻碍、罢工、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额外费用；
2.个人平安保险费及行李保险费等；
3.景点门票（邮轮三人仓加价每人 66 欧；邮轮双人仓加价每人 132 欧元）；
4.午晚餐费用（可自愿选择中式团餐，收费为 14 欧每人每餐）；
5.司机及导游小费。敬请客人按欧洲习惯支付司机和导游小费，共 4 欧元/客人/天，小孩按全额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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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e IATA: 202 36440
凡报名参加本公司代理的旅游项目.对所选产品.以便和特殊细节及责任问题都已知晓而且全部接受.
本公司作为旅客与出团旅游公司.航空公司之中间人.对旅行中事故.不知名故障.日期时间行程之更改.机场之更改.部分节目之取消.概不负责.旅客也不
能因此提出任何赔偿或补贴.
客人预购买旅行事故保险.请报名时向本公司提出申请.本公司可为旅客代理.一旦事故发生.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与本公司无关.
一般旅游公司旅游须知如下:
1)

请按照旅行计划准时到达规定集合地点参团出发,因误时而误团者,本社不承担责任;旅行时必须随身携带有效旅游证件(如护照,签证或居留证原件

等),如因证件问题被警方扣留无法继续旅行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旅客自己负责
2 ) 团员在旅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参加团体活动(如膳食或参观),均被视为自动放弃,已付费用不予退还
3)

参团旅行应该尊重团队整体利益,若有个别客人恶意妨碍或损害团体正常活动及利益,直接或间接破坏团体之和谐,本社领队有权视具体情况取消

其旅行资格,其未完成部分的费用不予退还,该旅客离团后之一切活动与本社无关
4)

因罢工、 交通工具延误、 洪水等自然灾害等非本公司所控制或者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不能按原计划行程出行，我公司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对该

行程进行调整的权力.
5)

由于各国治安环境各不相同,务请大家注意财物,人身及交通安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及行李,如发生失落,盗窃,抢劫等情况,请及时通知领队并

应及时报警。 但所有损失自负,
6 ) 如对本社服务质量有异议,可向本社提出书面投诉和索赔,在本社对投诉的答复说明无法让客人满意时,客人可向法国旅游业保险行会投诉,本社在该
行会缴有质量担保金,客人亦可向法国相关行政司法机构提出投诉,本社执行仲裁机构的裁决。
Agissant en tant qu’un intermédiaire entre le client d’une part et les différents prestataires d’autre part, nous ne saurions être tenus pour responsables
en cas d’accident, avaries, retards ou pour toute irrégularité qui pourrait survenir par la faute ou la négligence de l’un de ces prestataires qui
conserveront, en tout état de cause, à l’égard de tout participant, les responsabilités propres à leur activité aux termes des statues qui les régissent , de
leur législation nationale ou d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instituant, entre autres disposition, une limitation de responsabilité. De même, nous ne
pouvons 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responsables des modifications d’horaires ou d’itinéraires, du changement d’aéroport de retour , de la suppression
d’une partie du programme ou de l’annulation d’un départ provoqués par des événements extérieures tels que grève, incidents techniques, surcharges
aériennes, intempéries. Dans le cas ou le départ se trouverait différé ou le retour avancé ou retardé du fait

de l’une ou plusieurs des circonstances

précitées, le client ne pourrait prétendre à aucune prise en charge ou indemnité pour préjudice subi.Les passagers voulant être couverts par une
assurance individuelle accident durant leur séjour, devront en faire la demande auprès de l’agence lors de l’inscription. En cas d'iccident, prévenir seule
la compagnie de l'assurance,

Organisateur: 主办方旅游公司
Programme: 参团名称/日期 :
请详细阅读以上条款.接受条款后请签字.
Je soussigné(e) (Nom. Prénom)

agissant pour moi-même et pour le compte de personne inscrites, certifie avoir pris connaissances des

conditions générales de vente et déclare accepter les conditions particulières de vent et de toutes les mises en garde ainsi que des réservés, et les accepte dans leur
intégralité.

Date :
Client :

Signature :

Lu et approuvé

Vendeu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