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三亚*童梦海花岛 5 天 4 晚游】
★优选航班：广州三亚往返；

★精选酒店：指定 2 晚海花岛欧堡酒店主题房，搭配三亚度假酒店海景房；

★特色计划：海昌梦幻海洋主题公园（摩天轮/飞行影院/冒险岛 3 选 1）、海花岛（水上王国/海上主题植物园

/博物馆群/灯光秀）、热带水果基地观光+免费品尝、蜈支洲岛 5A（中国的马尔代夫）、大小洞天 5A（巴厘岛

同款“天空之门”）、玫瑰谷 3A

★贴心赠送：品牌矿泉水 1 瓶/人/天

参考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三亚 CAN-SYX AQ1111 20:00-21:35 去程

三亚-广州 SYX-CAN AQ1112 22:40-00:15 返程

广州-三亚 CAN-SYX CZ6736 22:05-23:17 去程

三亚-广州 SYX-CAN CZ6747 09:1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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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酒店

地区 酒店名称 入住时间

三亚

海景房

君锦滨海、海虹、鲁迅、芒果、柏瑞精品、夏威夷、中亚、银韵、君然、银苑、仙

居府或同级
第一、四晚

儋州

海花岛欧堡酒店 第二、三晚

备注：海花岛欧堡酒店拥有四大主题客房，酒店随机安排入住，无法指定，敬请谅解！
海南部分酒店标准相比内地偏低，如遇旺季酒店客房紧张或政府临时征用等特殊情况，我社有权调整为同

等级标准酒店，全程不提供自然单间，单房差或加床费用须自理；我司默认安排双床，可根据房态申请大

床，需要报名时确认申请，不保证安排。且酒店以当天入住为准，不提前指定酒店。行程报价中所含房费

按双人标准间/2 人核算。如要求三人间或加床，需视入住酒店房型及预订情况而定。通常酒店标准间内加

床为钢丝床或床垫等非标准床。酒店限 AM12:00 时退房，晚航班返程者，建议行李寄存酒店前台，自由

活动或自费钟点房休息。

行
程
简
要

日期 行程 早
餐 中餐 晚餐 酒店

DAY1 广州--三亚凤凰机场 自理 自理 自理 三亚指定酒店

DAY2
蜈支洲岛--海昌海洋主题公园（摩天轮/飞行影院/冒险岛

3 选 1）
酒店 自理 含 海花岛指定酒店

DAY3 海花岛一天游 酒店 自理 自理 海花岛指定酒店

DAY4 大小洞天--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水果岛基地观光+免费品尝 酒店 含 含 三亚指定酒店

DAY5 三亚凤凰机场--广州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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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行程

DAY1 广州--三亚

早：自理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三亚指定酒店

于指定时间前往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内航线飞往国内美丽的国际旅游岛--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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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温馨提醒：

1、接机人员一般都会提前在机场等候客人，请您下飞机后务必及时开机，保持手机畅通。接机为滚动接机，会接

临近时间段的游客，您抵达机场后需要稍作等待（一般 40 分钟左右），请您谅解。

2、每个人的航班到达时间有所差异，到达酒店后请自行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如有疑问可咨询酒店前台，酒店一

般入住时间为 15 点之后，如您到达较早，可将行李寄存在前台，在酒店周边逛逛稍作等待。

DAY2 蜈支洲岛--海昌海洋主题公园（摩天轮/飞行影院/冒险岛 3 选 1）
早：酒店 中：自理 晚：含餐 酒店：海花岛指定酒店

【蜈支洲岛】（游览时间不少于 4 小时，含排队、乘船时间，海上娱乐项目敬请自理）素有“中国马尔代夫”

之称的国家 5A 级景区，这里水清沙白、碧波绿岸，海岸线蜿蜒绵长，海水最高能见度达 27 米，是放逐心灵的世

外桃源，岛上绮丽的自然风光将给您带来美丽感受。（当天午餐岛上自理）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主题公园】（游览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摩天轮/飞行影院/冒险岛 3 选 1）集文化旅游、

休闲度假、娱乐体验、创新商业于一体的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合体；

体验项目 1：【摩天轮】（身高 1.4 米（不含）以下儿童需成人陪同，1 名成人只能携带 1 名儿童）中国南端

海上 88 米高的“三亚之眼”，这样的摩天轮，你一定没有体验过，在此尽览 360°中国美丽海岸线吧。

体验项目 2：【飞行影院】（适用标准：1.2 米（含）以上，65 周岁（含）以下人群，高血压、心脏病等特殊

人群勿选）悬挂式动感性能座椅的球幕影院，高科技的游乐项目，带来沉浸式感官震撼，一步步带你领略“海上丝

绸之路”壮丽辽阔的原生风貌。

体验项目 3：【冒险岛】以“海盗船宝藏探秘”为主题的神秘室内乐园，体验亲子互动、角色扮演、刺激体验，

高科技含量的沉浸式家庭互动娱乐。



DAY3 海花岛一天游
早：酒店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海花岛指定酒店

【中国海南海花岛（1 号岛）】：世界最大的花形人工旅游岛，汇聚数百位国内外建筑大师操刀设计，拥有国

际会议会展中心、博物馆群、童话世界、海洋世界、国际购物中心、现代酒店群等 28 大业态。

【童世界水上王国（赠首道门票）】：中国唯一雪山主题水上乐园，拥有雪山探险、激流地带、极速湾、巨浪

谷、合家欢五大分区，近 20 个游玩项目，多条国际获奖滑道，让你尽情体验雪山玩水的冰爽快感！

【雪山探险区】：高近 60 米的热带雪山与众多国际获奖滑道完美融合，从雪山上最高滑道飞速下滑，释放酷

爽冰雪激情；

【合家欢区】：专为儿童家庭设计的亲子玩水区，在这里感受椰林水寨巨头翻斗桶的冰爽刺激；

【激流地带区】：真实模拟海浪潮汐设计，可以躺在橡皮艇里静享水浪轻摇、乘坐水上过山车体验酣畅动感；

【巨浪谷区】：感受飓浪谷还原出的波澜壮阔，体验高大水墙扑面袭来的劲爽快感；

【极速湾区】：这里是大声呐喊，释放激情，感受极限速度的动感地带，水上竞技、极限竞速等项目等你来挑

战！

【岛上游玩攻略】：

攻略 1.珍奇特色植物园：是全岛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类主题业态。园区由五区一馆组成，包括花海主题展区、

奇花异果区和植物奇珍馆等，汇集全球热带珍奇植物，打造海上主题特色植物园；

攻略 2.博物馆群：涵盖艺术、人文、自然、科技等领域，通过运用独特的展陈方式及主题策划，开启多元文明

的持续性互鉴与对话，带上孩子一起感受全新的文化绿洲；

攻略 3.风情饮食街：在这里，你可以品尝明清、苏州、川西、岭南、东南亚、德国格林、日本京都、法国等多

种风情美食，享受各国米其林星级餐厅品牌美食，尝鲜首入中国的众多国际著名餐饮品牌美味，尽享全球美食饕餮

盛宴；

攻略 4.海花岛灯光秀：欣赏顶级声光电技术打造的光影盛宴，绚丽夺目的灯光与美轮美奂的建筑交相辉映，灯

光璀璨、流光溢彩。（表演时间及地点以当天景区对外公布为准）

【温馨提示】：

1、岛上紫外线强请备好防晒霜、遮阳伞、墨镜等防晒物品。

2、当天不含中餐和晚餐，请提前准备好食物和饮用水，或在风情美食街自由享受特色美食。

3、海花岛只含童世界水上王国首道门票，如若其他景点产生门票费用，需自理，敬请谅解！

DAY4 大小洞天--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水果岛基地观光+免费品尝
早：酒店 中：含餐 晚：含餐 酒店：三亚指定酒店

【大小洞天】：（游览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集奇特秀丽的海景、山景、石景与洞景于一体，被誉为“琼崖八



百年第一山水名胜，南溟三千里最佳海山奇观”的 5A 级景区。在这里，打卡巴厘岛同款“天空之门”，体验“空

中云梯”，轻松拍出质感唯美的网红圣地打卡照；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游览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30 元/人电瓶车费用自理）以“美丽•浪漫•爱”为主题

的亚洲规模最大的玫瑰谷，徜徉在玫瑰花海之中，奔赴一场极致浪漫的玫瑰之约；

【热带水果基地观光+免费品尝】：（游览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走进水果岛芒果园区，满园的芒果树映入眼

帘，微风拂过，浓郁的芒果香扑鼻而来，和孩子一起免费品尝热带阳光下的优质鲜果。

DAY5 三亚凤凰机场-广州
早：酒店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温馨的家

酒店早餐后，根据航班时间前往三亚凤凰机场，结束本次愉快的“国际旅游岛”之行。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机票：广州-三亚往返机票（临时退团，团队机票不允许改名、退票、改票、改期）；

2、住宿：行程所列酒店安排以及次日早餐（标准为 2 人 1 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房差费用 650 元）；

3、餐饮：含 3 正 4 早（不用不退费） ；

4、交通：海南当地空调 VIP 旅游车，保证每人一正座（海南正规 26 座以下的车型均无行李箱）；

5、景点：行程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不含景区内设自费项目）；赠送景点或项目因时间或天气原因不能

前往或自动放弃，按“不退费用”和“不更换景点”处理！

6、导游：持证专业优秀导游讲解服务；

7、保险：（最高保额 10 万元/人）；

费用不含

1、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和餐费；

2、全程入住酒店产生的单房差及加床费用；

3、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4、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

5、儿童报价以外产生的其他费用需游客自理；

6、旅游意外保险及航空保险[建议旅游者购买]；

7、除费用包含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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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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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南海岛特点，为保障游客旅游体验，游览会视天气、车程、游客密集情况对景区游览顺序进行调整，绝不压缩各景区游览时

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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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部份景区内设的购物商店，属于景区自行商业行为，不属于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商店，旅行社不承担相关责任，游客可自主选择。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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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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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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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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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