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三亚风云酒店 5 天 4 晚游】

★优选航班：广州往返三亚

★精选酒店：升级 2 晚豪华网评 5 星酒店；

★网红打卡点：600 万顶级超跑车、奇妙海洋世界、直升机、双动力帆艇、5A 蜈支洲岛、108 米海

上观音

★海南特色餐：海鲜套餐+韩式套餐、颠簸宴套餐+西式扒餐（总价 368 元）

参考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海南三亚 CANSYX HU7356 08:20-09:55 去程

海南三亚-广州 SYXCAN HU7355 06:30-08:00 返程

备注：散拼不可指定航班，由航空公司调配，以上为参考航班，最终航班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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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酒店

DAY1 广州 - 三亚机场 自理 自理 自理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

世界（木棉酒店）

DAY2
蜈支洲岛>>人工凤凰岛打卡 500 万直升

机>>第一海鲜农贸市场>>三亚夜生活
酒店 自理 海鲜套餐

三亚大白鲸海洋探

索世界

DAY3
打卡 400 万双动力帆艇>>南山>>奇妙

海洋世界>>人鱼同游
酒店 自理 韩式套餐

三亚大白鲸海洋探

索世界

DAY4
跨境免税全球购>>玫瑰谷>>打卡 600

万顶级超跑>>帆船港绝美落日
酒店 含

池畔椰林

西式扒餐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

世界（木棉酒店）

DAY4 三亚-广州机场 自理 自理 自理 温馨的家

*注意：我司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对行程进行合理调整，实际行程顺序安排以

现场情况为准，请知悉！

参考
酒店

酒店名称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木棉酒店）

三亚大白鲸海洋探索世界

*注意：以上酒店如遇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级别酒店安排替换，敬请留意。

参考行程

DAY1 广州-三亚
早：自理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木棉酒店）或同级

于指定时间前往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内航线广州飞往国内美丽的国际旅游岛-海南，落地三亚（飞行时间约

1.5 小时）。抵达后接团，驱车送回酒店休息。



今晚入住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木棉酒店，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立足于将中国当下好的时尚、艺术、休闲、

娱乐、购物等元素融入度假综合体，在阳台鸟瞰庭院青葱花草，独揽热带别样风情，是家庭亲子、情侣蜜月旅游的

不二之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别有韵味，打卡全新的度假生活方式！

DAY2 蜈支洲岛-人工凤凰岛 500 万直升机-第一海鲜农贸市场-三亚夜生
活
早：酒店 中：自理 晚：海鲜套餐 酒店：三亚大白鲸海洋探索世界或同级

今日早餐后酒店大堂集合，打卡电影《私人订制》的拍摄地【蜈支洲岛】，它被誉为中国马尔代夫，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是国内潜水最佳基地，站在岩石上极目远眺，海天一色安静又舒服；

随后乘车前往大海礁盘之中填出的人工岛凤凰岛，这里也是三亚湾度假区“阳光海岸”核心，打卡【500 万直

升机】空中环绕飞行体验，这里湾长沙细，岸边绿树如带，构成了三亚海滨风景区美丽动人的风景线，椰树林由东

向西延伸至天涯湾，在此乘坐直升机无疑是俯瞰三亚海岛风光的不二之选；

之后前往三亚最早的海鲜市场，打卡【第一海鲜农贸市场】，这里以集海鲜之大全著称，所有海鲜都是活水最

新鲜的，这里极具市井烟火气，不仅可以买到价格最划算的海鲜，还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这里，逛吃逛吃一

定会让你流连忘；

晚餐后可沿街逛逛三亚本地人才会逛的夜市，漫步街头，打卡三亚夜生活；

DAY3 400 万双动力帆艇-南山-奇妙海洋世界-人鱼同游
早：酒店 中：自理 晚：含餐 酒店：三亚大白鲸海洋探索世界或同级

今日早餐后酒店大堂集合，之后乘车前往打卡【400 万双动力帆艇】，扬帆起航感受热带自然风光与海洋风光

的无限魅力，还能体验浮潜、海钓、摩托艇等海上娱乐项目，海上摄影师拍出的航海旅拍视频，闪亮你的朋友圈；

之后前往【南山】，这里就像现代城市之外的另一方空间，每一口空气里，都隐约混杂着热带植物的味道和香

火气息，如若有缘，也许能在庙宇的转角，遇见身着暗红袈裟的僧人，眼神慈悲，双手合十，无时无刻不显现出虔

诚信仰，同时这里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观音，高达 108 米，比美国自由女神还要高 15 米；

随后前往大白鲸海洋探索世界，打卡【奇妙海洋世界】，看呆萌呆萌的非洲企鹅，观赏花鲸们追逐嬉戏，在水

族秘境中探寻 44 类海洋生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81%E7%9B%98/15025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A%9A%E6%B9%BE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030.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030.html


在艾玛水世界中，打卡体验【人鱼同游】，这里有一群憨态可掬的大鱼儿，宽大的“翅膀”、大大的嘴巴，它

们就是海洋里神秘的囧萌天使鳐鱼，与其一同在水中慢游，感受来自海洋里的别样热情~

DAY4 跨境免税全球购-玫瑰谷-600 万顶级超跑-帆船港绝美落日
早：酒店 中：含餐 晚：含餐 酒店：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木棉酒店）或同级温馨的

家

今日早餐后酒店大堂集合，乘车前往【跨境免税全球购】，中餐享用簸箕宴套餐，随后参观【玫瑰谷】，了解

以五彩缤纷的玫瑰花为载体，集玫瑰种植、玫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玫瑰谷；

然后前往超跑俱乐部酒吧，打卡【600 万顶级超跑】，迈凯伦、兰博基尼、法拉利…构成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任你打卡拍照，还可坐进车内拍拍拍，炫酷又拉风；

傍晚打卡【帆船港绝美落日】，在酒店海景池畔草坪上，享用一餐极具仪式感的西式扒餐，手举红酒与落日碰

一个杯，一面是无限绝美海上落日，一面是泳池畔椰风草坪红酒西餐，要格调有格调，要光影有光影；

DAY5 三亚-广州

早：酒店 中：含餐 晚：含餐 酒店：温馨的家

欢乐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伴随着欢声笑语，我们的旅途也将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指定时间乘车前往

三亚机场，乘机返回温馨的家。

特别说明：

● 部分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根据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及配套设施、网络数据平台分析进行甄选，如

遇行程上安排的酒店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级别酒店安排替换，敬请留意。

●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时间临时调整，我社将以实际航班时间安排客人用餐，但不做任何经济赔偿。

● 酒店不设 3人间，单人必须补单房差，全程单房差：1200元/人（节假日另行通知）。

● 行程中的景点、休息站（特产）以及免税商场不属于指定安排的购物场所，旅游者谨慎购买，如出现质量和运

输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 此行程为包机切位产品，一经确认出票后不得退改，若临时退团费用不退，谢谢！



人群收费说明：

● 酒店不设 3人间，单人必须补单房差，全程单房差：1200元/人（节假日另行通知）。

● 本计划需接受当地拼团，由导游安排分车。

● 65岁以上老人家（需提供健康证明和免责申请书），并需有其他人陪同。

● 超 75岁以上客人恕不接待，孕妇恕不接待。

● 18岁以下小童不享受优惠：

11岁以下或身高不超过 1.1米，小童不占床，成人基础团费-200元/人，含半餐+车位门票。

12岁以上或身高超过 1.1米，小童占床大小同价。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交通：广州至三亚往返程机票；

2. 住宿：全程 4晚入住指定酒店；

三亚（第 1、4晚）：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木棉酒店）或同级；

三亚（第 2、3晚）：三亚大白鲸海洋探索世界或同级；

酒店住宿若出现单男/单女，旅行社会安排同团的同性团友与其拼住，若客人无法接受

旅行社安排或旅行社无法安排的，则须在当地补房差入住双人标间。

3. 餐食：3早 4正，包含海鲜套餐+韩式套餐+簸箕宴套餐+西式扒餐（总价 368元），不

占床不含早餐；

4. 景点：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含动力帆艇、直升机及人鱼同游体验）；

5. 车辆：VIP空调旅游巴士，配备 GPS 安全监控系统，（海南正规 26座以下旅游车无

行李箱）；

6. 导游：持有国家导游资格证，并有从业经验的优秀导游人员；

7. 儿童：年龄 2-12 周岁(不含 12周岁在内)，含大交通、车位、餐费（不占床不含早餐）;

不含床位、门票及赠送内容；

8. 保险：（最高保额 10万元/人）；

9. 其他服务：接机零等待；

10. 特别说明：奇妙海洋世界受季节及海洋生物生活习性影响，以现场实际观赏到的种类

为准。

费用不含

1. 因奇数出行人数而产生的单房差价；

2. 按儿童报名超规定标准所产生的餐费、门票、床位费；

3. 自由活动期间车辆、导游服务及个人消费；

4. 非免费餐饮、洗衣、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

5. 因交通延误、罢工、大风、大雾、大雪、航班取消或延期等不可抗拒因素所产生的额

外费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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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费用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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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备注

1. 接送机温馨提醒：（1）接机人员一般会提前在机场接机口等候，请您下飞机后务必及时开机，保持手机畅通；(2）在自由活动期

间请注意安全，掌握好时间，并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免得耽误回程赶飞机的时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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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您后面的行程！

2、航班抵达前 24小时以内取消合同的客人需收车位费 200元/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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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达到您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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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行程当中约定景点等其它项目（非赠送、升级类），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履行，仅按游客意愿替换或按团队采购成本价格退

费，并有权将景点及住宿顺序做相应调整；行程当中关于赠送、免费升级等项目，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因游客自身原因无法实现及

自愿放弃的，均不退费、不更换。

5、特别提示：岛屿类（蜈支洲岛、分界洲岛、西岛等）景区规定 60岁以上及行动不便游客（包括孕妇）需填写景区的免责声明方可

登船上岛；70周岁以上老年人出于安全考虑，景区不予接待。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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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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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行程中部分景区或酒店内设有购物商店，属于自行商业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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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需新增购物或参加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需和地接社协商一致并在海南当地补签相关自愿合同或证明，敬请广大游客理性消费。

9、.因报价已提供综合优惠，故持导游、军官、残疾、老人、教师、学生等优惠证件的客人均不再享受门票减免或其它优惠退费。

10.、景区内交通工具及演出、海上娱乐项目。本产品为保证其服务质量，游客如需选择“额外精彩夜间娱乐项目”，必须自愿书面签

字，导游方可安排。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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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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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请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游客的投诉诉求以在海南当地由游客自行填写的意见单为主要依据。不填或不实填写，归来后

的投诉将无法受理，如在行程进行中对旅行社的服务标准有异议，请在海南当地解决（24小时客服热线：0898-66677719），如旅游

期间在当地解决不了，应在当地备案。温馨提醒：旅游投诉时效为返回出发地起 30天内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