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臻值迪拜 6 天 4晚
行程亮点：

1.全程入住 4 晚豪华国际四星酒店

2.房车小镇、谢赫扎伊德清真寺、迪拜博物馆、火烈鸟湿地公园、朱美拉棕榈岛、YAS 人工岛

3.独家安排集装箱主题公园+City Walk+D+迪拜音乐喷泉+678 星奢华酒店观光

4.独家安排世界上最美花园-迪拜奇迹花园

5.狂逛有 50 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逛三天三夜都逛不完的，世界上最大的商场--Dubai mall

行程特色：

1. 南昌起止，家门口领队全程陪同，北京出境，飞机联运，舒适快捷！

2. 人造棕榈岛内搭乘单程轻轨电车前往位于棕榈岛中央全迪拜最宏伟的 Atlantis The Palm，感受世界

上最大的人工岛、世界第八大奇景的雄伟壮观。

3. 前往茱美拉沙滩上外观全世界最奢华的号称 7 星的【帆船酒店】

4. 四国联游：【迪拜】、【阿布扎比】、 【沙迦】、【阿之曼】四国一团搞定

D1

南昌 北京(CA1574 10:30 12:55）

北京 迪拜（CA941 17:40 23:10）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集合国内航班前往北京.后飞往迪拜。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酋长国，位于阿

拉伯半岛中部、阿拉伯湾南岸、是海湾地区中心，被誉为海湾的明珠。迪拜拥有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

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源源不断的石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地位，为迪拜带来了巨大

的财富，如今的迪拜成了奢华的代名词。

抵达迪拜后，前往指定的地点排队照眼睛，入境（大约 1-2 小时）。导游于候机厅举接机牌欢迎贵宾。

乘车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导游途中介绍迪拜的风土人情，沿途欣赏迪拜城市风光。

酒店：国际四星酒店 早中晚：X/X/机餐 交通：飞机/汽车

D2

迪拜-沙迦-阿之曼-迪拜：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阿联酋第三大城市【沙迦】，也是“穆斯林宗教文化中心”。

【文化广场】、【古兰经纪念碑】、【法萨尔王清真寺】、参观【火车头黄金市场】它以独特火车头外形，

系阿拉伯纯正传统的黄金手工艺品市场，相信您也可挑选到具有当地特色和升值空间的手工艺品。车游海滨

大道直通【阿之曼】-阿联酋中最小的酋长国，其海岸线全景游。

前往茱美拉沙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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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茱美拉清真寺】、【酋长皇宫】。前往参观【伊朗小镇】巴斯塔基亚

老城是迪拜最古老的遗址之一，是海湾阿拉伯沿岸仅存的风塔建筑群（约 30 分钟）。参观【迪拜博物馆】

了解迪拜人民的文化和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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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 时间:约 45 分钟)。然后前往【阿拉伯文化中心】，体验阿拉伯文化，

观看阿拉伯文化重要的地毯文化，欣赏各种精美奢华的手工地毯。后乘坐传统的-【水上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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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黄金市场】这里是世界上贸易量第二的黄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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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香料市场】。

特别赠送：【古堡市场】Souk madinat Jumeriah，原址为阿拉伯城堡“马丁那久梅拉”的中心，拜占庭

式建筑，百家店铺林林接踵，游人如帜，风塔上景观灯发出的浪漫光辉为整个市场铺上一层华美的薄纱，同

时也是帆船酒店外观至佳观赏点！

【Dubai Marina】杜拜海滨城，是一个耗资 100 亿美元建造的新城市，可以容纳 120，000 人。

前往世界上最美的花园，迪拜奇迹花园（贵宾特别赠送），让您徜徉的花海中，在沙漠城市与蝴蝶共舞。

前往【Dubai Box Park】（贵宾特别赠送），迪拜集装箱打造的现代艺术购物中心。Al Wasl Box 公园的

设计完全脱胎于伦敦 Shoreditch 区的现代艺术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在 Al Wasl 路，临近 City Walk。

注：在您购物的同时，请您注意看管好随身财物；您可尽情享受自由购物的乐趣。

酒店：国际四星酒店 用餐：酒店自助/午餐/自

理
交通：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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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 （全天自由活动，不含车不含导游）

友情推荐：

[Dubai Mall】目前世界最大购物中心【迪拜商城 Dubai Mall】，参观【室内水族馆】，逾三万种海洋生

物尽收眼底。 前往高达 828 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另外您亦可前往全球五大购物中心之一，

内有一个室内滑雪场的【MALL OF EMIRATES】等商场。后参加我社独家安排的超豪华加长林肯或悍马

游迪拜市区，尽享迪拜奢华。（大概 30 分钟）

友情推荐：【Dubai Park】三个主题公园及一个水上乐园 ，它们包括迪拜动漫之门（Motiongate Dubai）、

迪拜宝莱坞乐园（Bollywood Parks Dubai）以及迪拜乐高乐园（Legoland Dubai），以及一个乐高水上

乐园（Legoland Water Park）。【水上飞机】是能在水面上起飞、降落和停泊的飞机。水上飞机分为船

身式（即按水面滑行要求设计的特殊形状的机身）或浮筒式（把陆上飞机的起落架换成浮筒）两种。两栖

飞机则在船身或浮筒上装可收放的起落架，在水上起降时收上，在陆上起降时放下。搭乘小型水上飞机从

上空眺望迪拜，观赏迪拜水陆两栖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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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您购物的同时，请您注意看管好随身财物；您可尽情享受自由购物的乐趣。

酒店：国际四星酒店 用餐： 酒店自助/自理/自理 交通：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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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阿布扎比
早餐后，特别安排迪拜最新建成的奥特莱斯，尊享世界级折扣店的血拼快感。午餐后，前往阿联酋首都-【阿

布扎比】- 可谓是座沙漠上的花园城市。乘车途经【迪拜自由贸易区】和【世界第一大人造海港】Jebel Ali

海港跨越。前往外观游览【法拉利主题公园】和【亚斯水上乐园】（可自费入内参观）。在魔力速度（Speed

of Magic）中探险“Nello”梦幻之旅，穿越深绿的丛林、冰封的洞穴和峡谷，体验新奇的 4D 历险；乘坐

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罗莎方程式赛车，感受 240 里/小时的快速体验；乘坐马拉内罗号游览车，可以虚拟

游历著名的马拉内罗工厂，探索之前只有法拉利跑车主才能体会的奥秘，一窥法拉利跑车的制造过程，让您

充分体验法拉利公园里的各项活动。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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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具有独特阿拉伯风格茶壶、大炮等造型的雕塑广场。前

往【民俗文化村】参观。参观【谢赫扎伊德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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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示：

阿布扎比清真寺特殊规定，女士不得穿吊带背心、超短裙或暴露的衣服进入，无论男女当日均须着长衣长

裤，女士自备纱巾包裹头发，才可被允许进入清真寺。另参观清真寺需要提前预约，而此地为举办宗教仪

式及平日信徒做礼拜之场所，不受旅游管理部门控制，非常规旅游景点，故如遇特殊情况不接受预约时，

只能外观无退费。



友情推荐

【皇宫下午茶】阿布扎比皇宫酒店下午茶。酋长国皇宫酒店是斥资 30 亿美元建造的八星级酒店，拥有阿拉

伯皇宫式的外观，原为酋长的行宫。LE CAFÉ专注于欧式及阿拉伯式下午茶，并且提供著名的宫殿巧克力蛋

糕。诱人的咖啡香气，金碧辉煌奢华的环境，给你的午后时光带来一份浪漫感受，让你沉醉其中。你更可以

选择一杯金箔咖啡，品味含金量最高的下午茶。

【八星皇宫晚餐】餐厅的全称为--【Le Vendôme Brasserie】，该餐厅位于阿联酋皇宫酒店的大堂层 4 楼，

这里有优雅的室内座位和一个室外露台，其宽敞的露台俯瞰海滩和码头。丰盛的知名国际自助餐让人们享受

奢华环境的同时品味顶级美食。在世界上最华丽的餐厅，欣赏阿布扎比独有的风景。

注：在您购物的同时，请您注意看管好随身财物；您可尽情享受自由购物的乐趣。

酒店：国际四星酒店 用餐：酒店自助/午餐/自理 交通：汽车

D5

阿布扎比-迪拜

酒店早餐后，返回迪拜。

前往【The Palm 棕榈岛】乘无人驾驶的观光缆车进入，号称「世界第八大奇景」，以棕榈树为外型的棕榈

岛。岛上由 50 间豪华酒店、2500 间沙滩住宅别墅、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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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世界岛」形成“姐妹岛”。

外观最顶端的【亚特兰蒂斯酒店】。享用午餐后，独家赠送，中东最大皮草公司 Garhoud 土耳其模特 T 台

秀，参观中东顶级皮草制作工艺。后前往【DuBai Mall】自由活动。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相当于

50 个足球场。里面有超过百余个风味美食店铺，1200 多家品牌，包括法国的“老佛爷百货”Galleries

Lafayette.内有全球最大水族馆，逾 3 万多种海洋生物！世界最大【室内人造瀑布】和【室内水族馆】。

最近角度欣赏惟妙惟肖的世界最大音乐喷泉【迪拜音乐喷泉】DubaiFountain。音乐喷泉每半小时一次，它

成为迪拜乃至中东地区最绚丽的焦点，美轮美奂、气势壮观！

酒店：X 用餐：酒店自助/ 午餐/ 自理 交通：汽车

D6 迪拜 重庆 ( CA452 01:15 12:55）

重庆 南昌（CA9776 19:15 21:55）

于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前往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搭乘中国国际航空航班返回重庆。而后转乘国内航班返回

南昌，结束愉悦的阿酋联之旅！！



注：此行程仅供参考，我社保留因政府因素、航空公司、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调整行程和调整报价的权利。
行程所列酒店仅供参考使用，如行程上述酒店无法安排，我社将安排入住同级酒店。

服务标准：

 南昌往返全程团队经济舱机票及税金；

 旅行社责任险；

 每位客人每天一瓶水；

 地接接待标准：

酒店：酒店双人标准间；

膳食：西式自助早餐，3 个中式团队午晚餐或当地餐（10 人一桌，餐标六菜一汤）如果不用餐或因个

人原因超出用餐时间到达餐厅的，不再另补且费用不退，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

另补；

交通：豪华空调旅游巴士（保证一人一正座）

导游：专业中文导游/当地专职司机

景点：行程中所列之常规景点首道门票；

报价不包含以下服务：

 全程单间差：￥1800 元/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或我社有权利提前说

明情况并调整夫妻及亲属住宿安排）；不满 12 周岁的小孩不占床，团费减 400 元/人；占床与成人同
价；

 阿联酋落地签证（免费），入境权属迪拜移民局；
(确保护照上没有以色列签证以及以色列入境章，否则不能进入迪拜)
 全程司机导游小费合共 500 元/人；

 行李物品的保管费及超重费；

 客人私人费用（如：酒店电话、洗衣、饮料等）；

 在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如罢工及交通延误等不可抗拒因素而引起的额外开支。

 旅客个人旅游意外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

 酒店入住押金（不同星级、等级酒店会收取不等金额的入住押金，客人可以现金支付或信用卡支付。

酒店会在退房时，清点房间物品后一并退还。建议客人刷卡结算，如给现金）

 不含航空公司临时新增的燃油附加费

特别提示：

 A. 60 岁以上老人出行需签署【健康承诺书】。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有父母或亲属陪同方可参团，非随父母出行需

提供亲属证明及父母委托。另使馆对 70 岁以上老人和 18 岁以下儿童签证资料特殊要求，以使馆要求为准。

 B. 特别要求：70 岁以上包括 70 岁老年人报名需强制购买境外紧急救援医疗 500,000 元以上及紧急医疗转院和转运回

国 1,000,000 万以上的保险。请自行购买并提供保单电子版给我社！或我社可协助客人代购保险：保费 200 元/人。85

酒店:X 用餐:XXX 交通：汽车/飞机



岁以下（含 85 岁）客人可购买。

退改签说明：

 参团以到 3000 元/人订金为准，取消定金不退，并需于出发前 14 天付清余款；

 团队出发前 30 天-15 天取消，游客需支付 50%团款损失（机位定金+酒店损失）;

 团队出发前 14 天~4 天取消，只可退 300 元/人餐费及景点门票

 团队出发前 3 天~0 天取消，全款损失

 如果发生签证被拒签将被扣酒店、机票、签证费及所有实际已发生费用

 以上损失明晰为团队特殊约定，请签在合同附加条款中！

特别说明

 行程中所列航班时间“+1”表示航班第二天抵达；

 行程中所列餐食，“X”表示该餐不包含于行程中；

 我社保留因航班变化和签证等原因对出团线路、出发日期、全程用餐等作适当调整之权力，此行程为

参考行程，最终行程以出团通知为准。

 迪拜沙漠冲沙活动有一点的刺激性及危险性，小童、老人、孕妇、患心脏病、高血压等或其它身体状

况不太好的客人建议不要参加，请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自行决定。

 帆船酒店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起将会严格要求客人进入酒店的着装要求，请务必通知准备前往帆船酒

店入住和用餐的客人

男士：正式些的着装；请不要着圆领衫，短裤，拖鞋，过于随意的着装！

女士：正式些的着装；请不要着吊衫，露背衫，短裤，拖鞋等过于随意的着装！

如果客人没有按照酒店要求着装，酒店有权利取消客人预定，并且收取取消费用！

进入阿布扎比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注意事项：依据穆斯林的宗教习惯，参观清真寺必须按穆斯林要求着装，

要参观清真寺的女士需自备长袖的衣服和长裤（非紧身）以及丝巾包住头发入内参观，清真寺将不发放黑

袍给参观的女士。男士必须穿着有袖的上衣与长度超过膝盖的裤子。禁止透视装，短裤、裙子、无袖汗衫、

有亵渎含义或字体的衣装、紧身装、游泳装、沙滩装等，不能穿凉鞋或运动鞋。同时在寺内请保持安静，

避免大声喧哗，严禁吸烟，关闭手机，不允许喝水、进食！

旅游购物安排补充协议书
甲方（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需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

他旅游者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本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并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

协助安排乙方旅游购物场所，具体约定如下：

一、 购物场所简述及安排

购物场所名称
购物场所特色

（指主要售卖商品等）
停留时间 备注



奥特莱斯 珠宝,皮具,香水 2 小时 迪拜

Garhoud leather & Fur 阿拉伯精美皮草，皮衣 2 小时 迪拜

二、 相关约定

1、 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甲方或其

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

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相关部门举报。

2、 本协议的履行双方均需确认是在不影响团队正常行程安排或不影响同团其他旅游者（即需妥善安排不

前往购物场所的旅游者）的前提下方可。

3、 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甲方承诺该购物场所售卖的产品不存在假冒伪劣

产品。

4、 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地区差异及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产品的

销售价格甲方不能保证是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是一致的，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慎选

择是否购买。

5、 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向购物场所需要发票或售卖单据以做凭证。

6、 旅行社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点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旅行社

不建议购买，如购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甲方为旅行社，乙方为旅游者本人（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监护人

签名）。

甲方： 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签名）：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报名补充协议
甲方（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及满足不同旅行社的需求，旅行社在不影响正常旅程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旅行社

提供自费景点（娱乐）项目供旅游者自行选择参加与否。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需是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旅客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



程，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参加自费旅游项目，双方确认

签署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一、自费旅游项目简述及安排(PS:以下价格均为 10 人以上参考价格，如有临时涨幅的不再另行通知，以

境外预定的为准)

项目名称 自费项目特色或内容 游玩时间 价格/人

沙漠冲沙

乘坐 4WD 越野吉普画进行冒险家游戏-冲沙，欣赏沙漠落日，

进入沙漠营帐观赏中东肚皮舞与中东美女共舞。享用的阿拉伯

烧烤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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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6:00-20:00
USD80

夜海游船

阿拉伯风格的木质游船沿着迪拜的内海湾航行约两小时，船上

享用自助晚餐，一览迪拜两岸夜景，欣赏动听迷人的阿拉伯民

族音乐。

约

20:30-22:30
USD70

哈里法塔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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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专卖店，最多和最快的电梯，观光塔设在 124 层

约 30 分钟

USD85

其中

14:00-19:00

USD105

游艇畅游新迪拜

在游艇码头乘坐游艇，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不一样的迪拜之美，

游艇驶出滨海新城，穿越高楼林立的 DUBAI MARINA 滨海新

城，可在海上见到世界八大奇观棕榈岛，海湾上挺立着的世界

为名七星级帆船酒店，最后穿过棕榈岛大桥，回到 DUBAI

MARINA 海滨新城。6 人起。

约

18:00-20:00
USD100

七星帆船酒店

自助早餐

前往七星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早餐（不含酒水），同事可以参观

酒店内的公共区域。（参观帆船酒店必须有预定方能进入酒店）

着装要求：男士需穿正装（有领有袖），女士不能穿着吊带及

短裙，不能穿拖鞋、球鞋、牛仔裤入内！

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约 70 分钟 USD145

七星帆船酒店

自助午餐

前往七星帆船酒店享用自助午餐（不含酒水），同时可以参观

酒店内的公共区域。（参观帆船酒店必须有预定方能进入酒店）

着装要求：男士需穿正装（有领有袖），女士不能穿着吊带及

短裙，不能穿拖鞋、球鞋、牛仔裤入内！

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约 70 分钟 USD200

七星帆船酒店 前往七星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晚餐（不含酒水），同事可以参观 约 70 分钟 USD220



自助晚餐 酒店内的公共区域。（参观帆船酒店必须有预定方能进入酒店）

着装要求：男士需穿正装（有领有袖），女士不能穿着吊带及

短裙，不能穿拖鞋、球鞋、牛仔裤入内！

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七星帆船酒店

海底餐厅晚餐
三道菜 约 120 分钟 USD290

阿玛尼酒店

晚餐
约 90 分钟 USD130

八星皇宫酒店

自助午餐

前往八星皇宫酒店享用自助午餐（不含酒水），同时可以参观

酒店内的公共区域。（参观皇宫酒店必须要有预定方能进入酒

店）

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约 90 分钟 USD150

八星皇宫酒店

自助晚餐

前往八星皇宫酒店享用自助晚餐（不含酒水），同时可以参观

酒店内的公共区域。（参观皇宫酒店必须要有预定方能进入酒

店）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约 90 分钟 USD160

六星亚特兰蒂斯

酒店自助晚餐

前往位于世界八大奇观棕榈岛上的六星亚特兰蒂斯酒店享用

自助晚餐（不含酒水），该酒店以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

亚特兰蒂斯为主题设计建造，同时可以参观酒店内的公共区

域。（参观亚特兰蒂斯酒店必须有预定方能进入酒店正门）

具体用餐时间段需以预定到的时间为准

约 70 分钟 USD120

直升飞机 像富豪名流一样，乘坐直升飞机在天上环游一番，俯瞰棕榈岛 约 15 分钟 USD350

法拉利主题公园

阿布扎比法拉利主题公园,整个建筑项目占地 20 万平方米，从

空中俯瞰，如同外星飞碟，其红色的顶棚上面印有硕大的法拉

利 LOGO。这里几乎是整个法拉利总部——马拉内罗的再现。

在场馆内，除了可以看到法拉利各个时期的跑车，赛车外。就

连 F1 车房，风洞试验室，驾驶模拟器，赛车组装车间都有“复

制品”。娱乐设施更是应有尽有，其中最震撼的当属世界上最

快的云霄飞车，最高时速可达 240 公里/小时

约 120 分钟 USD120

二、相关约定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签署：甲方或

其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

组团社投诉或者依法向国家相关部门举报。



2.本协议约定的上述自费旅游项目若未达到约定最低参加人数的，双方同意以上自费旅游项目协议条款不

生效且对双方均无约束力。

3.上述自费旅游项目遇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双方有权解除，

旅行社在扣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4.签署本协议前，旅行社已将自费项目的安全风险注意事项告知旅游者，旅游者应根据身体条件谨慎选择，

旅游者在本协议签字确认视为其已明确知悉相应安全风险注意事项，并自愿承受相应后果。

5.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参加自费旅游项目费用缴纳方式为：□在旅行途中发生的其费用直

接交带团导游；□如在团队出发前即协商确认的则相关费用交组团社。

6.旅游者参加非旅行社安排且是在本协议约定以外的自费旅游项目导致的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失，旅行社将

不承担任何责任。

7. 含餐的自费项目，已扣除了原有餐标 10 美金，不再另退餐标。

三、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甲方为旅行社，乙方为旅游者本人（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监护

人签名）。

甲方：旅行社乙方：（旅游者签名）

电话：电话：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旅行注意事项：
交通

航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中国飞往迪拜只需大约 8
小时（时差 4 小时）】，由于位于亚洲，欧洲，非洲的中

心处，无论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还是中转站，都是交通热

点。而且拥有世界著名的阿联酋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所

以迪拜的航空运输相当发达。

入境抵达
经验丰富的地接社配备多种语言的导游、训练有素的司

机和各类舒适的车辆。出租车设施先进，并且多数旅行团

或酒店均有空调大巴车，特别提示：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

店在迪拜国际机场 1 号、 2 号及 3 号航站楼设有迎接

处。如果您需要任何协助，请联络我们设立在机场到达大

厅的服务处。

气候
迪拜属于亚热带干燥气候，阳光充沛，晴朗蔚蓝的天

空全年可见。降雨量少且多集中在冬季。冬天气温在

10-30℃，夏天最高约 48℃

时差
阿联酋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快 4 个小时，比北京时间早

4 个小时。

问候
会见一个海湾阿拉伯男子时，可接受的问候方式是站

本地出行
由于迪拜属于亚热带干燥气候，室外气温最高可达 50



起来并握手。但一名男子与一名穆斯林女子握手都被视为

不可接受。

与当地人交往，不能同妇女单独或长时间谈话，只能

简单问候几句，不能盯住他们的服饰看，不能给她们拍照。

与先生谈话不能问及其夫人的情况。

度，所以不建议旅游者白天步行。

最便捷交通方式：出租车。大多数酒店提供叫车服务，

路上也可随招。费用为 3 迪拉姆起步，最低消费 10 迪拉姆。

还有公交和地铁，1.8 迪拉姆起步，按站点计价。

衣着
迪拜全年大多时候都以短袖或薄长袖衬衫为佳。但逢

冬季以较厚之衬衫为宜，早晚可加一件夹克或毛衣。

由于阿联酋是伊斯兰国家，因此要求女士着装最好

“保守”一点，吊带装、短裤、短裙等不宜。

由于迪拜全年阳光充沛，太阳眼镜是游客的必备之

物。除此之外，防晒霜及遮阳伞或帽子是必备物品。

一年四季都必须避免穿着可能被认为不适当的或太

过暴露的衣服，以免冒犯当地居民。

斋月期间,女士们要尽量注意穿长袖衣服和长裤,不要

太暴露。

货币
迪拜的当地货币为迪拉姆，也可以使用美金。大部分

商店接受有 VISA 或万事达字样的信用卡，以及含银联标

志的的银行卡。 大概汇率如下：

100 迪拉姆=27.2 美金

100 美金=367 迪拉姆约为 1.7 人民币。

100 迪拉姆=168 人民币

我国海关规定每人可携带 5000 元美金和等值于

5000 美金的人民币出境。

神圣的斋月
伊斯兰教的第九个月是神圣的斋月，每一个健康的穆斯

林都要在黎明至黄昏的时间段内禁食，除了身体的节制，在

行为上也要特别注意，不可打架、咒骂、争吵、撒谎或犯其

他过失。斋月期间的游客，在日出后和日落前，不允许在公

共场所和大街上喝水，吸烟，吃东西，餐厅和饮品店会在这

个时间关门停业。斋月期间,女士们要尽量注意穿长袖衣服

和长裤,不要暴露。

经济
迪拜通过开发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成功地减少其经济

对石油的依赖。目前石油对其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仅为百

分之三。贸易、制造和旅游业多年来一直是迪拜经济中的

主导产业。

拍摄
在公共场所摄影必须谨慎。在公众地方公开拍摄阿拉伯

妇女是不敬的，在任何时间都必须避免。而拍摄男性，须取

得本人同意。另外，拍摄政府机构及军事装置也是不允许的。

医疗
迪拜拥有众多医院，能满足居民和游客们所有的医疗

及保健服务需求，此外迪拜医院也仍在继续推进医药及技

术的长足发展。在迪拜，所有的大医院都提供住院和门诊

服务，包括 24 小时急救服务、住院医疗及手术、特别护

理、门诊手术和长期护理服务。阿联酋急救电话——998。

语言
阿联酋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但在商务及商业活动中

英语也被广泛的应用。此外，由于国际大都会的文化以及旅

游业在当地的重要性使得迪拜境内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在被

广泛地使用着，例如北印度语、乌尔都语、马拉雅拉姆语、

孟加拉语和菲律宾语等。

地理位置
迪拜地处阿拉伯海湾沿岸，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

北部，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中的第二大酋长国，拥有 3900

平方公里土地。

电源规格
当地电压为 220 伏，通常使用的是英标三脚扁形（与香

港相同，上 1 竖下 2 横）。中国的电器在这里要使用一个

转换器。



电话
国内的手机若已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往中国打电话则

先拨：

0086(00 为国际长途,86 为中国的国家代码),再拨各

国城市区号及电话号码。

宗教
伊斯兰教为阿联酋的国教，迪拜全市遍布大大小小的清

真寺，然而其他宗教也同样收到尊重，迪拜有两间基督教堂，

分别是罗马天主教堂的圣玛利堂(St Mary’s)和浸信会的

圣三一堂（Holy Trinity)。另外在杰贝勒阿里还有代表不同

宗教信仰的多家教堂。

祝您旅途愉快！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