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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至尊版. 个人订制品质团
五、六星 奢华特色酒店全面体验
嗨起来！玩起来！！

海、陆、空 价值 $300（包邮）

7 天 5 晚 玩转阿联酋+阿曼苏丹国
全方位体验迪拜的奢华动感+穿越阿曼苏丹海岛原生态之静谧
行程亮点：


全面体验迪拜奢华特色五、六星酒店



乘坐豪华无人驾驶磁悬浮小火车观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称的人工岛屿——The Palm 棕榈岛



体验异域风情-贝都茵族的生活原貌



王者荣耀———走进时尚之都迪拜，体验众多世界之最



游览迪拜老城风景——水上的士



驰聘沙漠激情冲沙，走进当地人家，做一回身临其境的贝都茵族族人，享受异域风情特色



蓝天白云下，登上奢华游艇，穿梭在波斯海湾，作一次海上航行者



登上最高塔鸟瞰迪拜全景，最大喷泉尽收眼底



解读奇迹的“化石馆”见证迪拜从小渔村到黄金屋的历史变迁



欣赏耗资超过 2 亿美元打造的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Dubai Fountain



多角度观赏迪拜地标性建筑——七星级帆船（伯瓷）酒店 Burj Al Arab



世界“唯一”的 8 星级阿布扎比酋长皇宫酒店，是迄今为止最为奢华、最贵的酒店



世界“唯一”的法拉利主题乐园



阿联酋“最”大全球最奢华的清真寺——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穿越海上丝路——乳香阿曼苏丹王国的无与伦比的原生态之静谧



追逐海豚，享受大自然完全的和谐惬意，搭乘游船看海豚去

第一天： 各地-迪拜
【行程】：客人于今天抵达迪拜国际机场，导游接机，送酒店休息。（免费接机时间：9:00-9:30）

迪拜是阿联酋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国，同时也是充满独特文化氛围的现代化大都市，在这里，东西方文化交汇，
新旧习俗共存，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构成鲜明对比，和煦的阳光、浪漫的海滩、温暖清新的空气、一望无际的沙漠
与神秘曼妙的阿拉伯风情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美景。
接机后，前往迪拜老街-德拉参观【迪拜博物馆】。这里曾是守护迪拜的军事要塞，不仅有阿拉伯风格的建筑，也
有几千年前的历史文物。在一张张照片中，讲述着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一个世界闻名的城市的珍贵历史，这里是解
读迪拜奇迹的“化石馆”乘坐传统的阿拉伯木船—【水上的士】穿越迪拜河，欣赏两岸风光，体验当地被称为“阿
布（Abra）”的古老的水上木船，欣赏迪拜金色海湾美丽风景。迪拜河把迪拜分成 Deira 和 Bur Dubai 两部分，
一 边是新兴的 BurDubai,一边是象征着迪拜历史的旧城区 Deira。波光粼粼中，迪拜河见证着两岸的历史变迁。前
往酒 店办理入住，休息。

酒店：奢华五星 ARMANI 酒店

用餐： 中式晚餐

第二天： 迪拜
【行程】：酒店早餐后，特别安排客人乘坐豪华无人驾驶【磁悬浮棕榈岛观光小火车】登上世界第八大奇景—【棕
榈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整个岛由 1 亿平方公尺沙石建成，外型酷似棕榈岛树。鸟瞰洁白的沙滩、
湛蓝的海水、普照的阳光。外观亚特兰蒂斯酒店（Atlantis），耗资 15 亿美元兴建，坐落阿联酋迪拜的棕榈人工
岛 Palm Jumeirah 上，占地 113 亩，有 1539 个房间，如同古波斯和古巴比伦建筑装潢风貌。之后前往【奥特莱
斯 OUTLETS】中心。前往【茱美拉沙滩 Jumirah Beach 】挑选最佳拍摄地点与“最”奢华迪拜地标性建筑帆船
（伯 瓷）【七星帆船酒店】拍照留念与酒店亲密合影，客人可以（自费）选择七星酒店自助午餐。午餐后前往
【中东乳 胶健康产品展示中心】。之后自由活动，安排客人登上奢华游艇【畅游波斯湾】，让你从不同的视⾓度
感受迪拜

的奢华，棕榈岛、七星帆船酒店、迪拜⾼高塔、Marina 海滨历历在⽬目，做⼀一次海上航行者，在蓝天，白云，
大海上航行真是不错的体验，一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酒店：奢华六星亚特兰蒂斯大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风味午餐、酒店自助晚餐

第三天 迪拜-阿布扎比-迪拜
【行程】：酒店早餐后，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观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注意着
装：长袖长裤，不透、不露、不紧身；女士需自备头巾！进宫有严格的要求，请务必遵守，否则不能入内责任自负。
整个清真寺耗资五十五亿美元。里面可以欣 赏到每盏价值 80 万美金的斯洛华世奇水晶吊灯，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一
块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都用来自希腊的白色大理石包裹着，非常的典雅肃穆。途经文化广场，外观宝鼎、酒壶等
极具阿风情的雕塑。之后来到【Yas 人工岛】，客人可在阿布扎比清澈湛蓝的海水边拍照留念。远观八星级的【阿
联酋皇宫酒店】，它是阿布扎比最豪华的酒店，犹如阿拉伯皇宫式的建筑。车览【法拉利主题公园】，返回迪拜。
安排客人前往【DubaiMall】享受自由购物时间。安排客人登上【世界第一高塔 Burj Khalifa 】迪拜塔，此塔
为世界最高建筑，之后你还可以观赏【全世最高的音乐喷泉】（一般 18:30 开始，半小时一场，每次 3-5 分钟），
该喷泉耗资 2.18 亿美元，有 2 个足球场大，喷出的水柱高达 150 米，足有 50 层楼之高。6600 多个最先进的 WET
大型喷泉灯光及 25 个彩色投影机为您打造熠熠生辉的视觉盛宴。瞬间可变出数百种，造型，使人大开眼界。这里
是中东最大的免税购物商场，你也可以在这里自由购物，同时在这里的食物廊享用各种不同的美食之乐，结束后自
行返回酒店。

酒店： 奢华五星特色 BAB AL SHAM HOTEL 沙漠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第四天 迪拜-萨迦-阿吉曼-乌姆盖万-拉斯海马
【行程】：酒店早餐后前往参观【Hamhda 阿拉伯手工艺术中心】这里汇聚了阿拉伯世界的艺术珍品，其中多
件是中东的友邦赠与阿拉伯皇室的珍品，无论是纯手工制作的波斯地毯，还是选材独特的阿拉伯式披肩，手工艺品

都汇聚了伊斯兰文明的精髓，每一个款设计，甚至每一个图形都是独一无二的。途经萨迦、阿吉曼、乌姆盖万等酋
长国，最后抵达拉斯海酋长国。办理入住海滨酒店手续，稍作休息。 午餐后，安排客人进行【贝都茵沙漠冲沙】
体验阿拉伯贝都茵族群人们的生活原貌。（乘坐 4WD 越野吉普车进 入金色的沙漠进行冒险家游戏—冲沙；这里
有阿拉伯风情的骆驼农场，在沙丘顶峰停留片刻，欣赏沙漠日落；然后 进入沙漠营帐，骑骆驼并享用丰富阿拉伯
风味晚宴：各种各式烧烤，各种饮料（不含带酒精饮品）等。可以穿着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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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返回酒店休息。
【贝都茵沙漠冲沙内容】 沙漠尽情的冲沙 （20 分
钟 ） 体验古老的贝因族帐蓬生活，品尝阿拉伯咖啡
+椰枣 提供各种软饮料和矿泉水
骑骆驼夕阳下拍照留念 体验当地阿拉伯妇女的 Henna 艺术手绘 体验
阿拉伯男士的一种特殊的休闲方式-抽水果烟（20 多种水果的味）
BBQ 烧烤晚餐
观赏阿拉伯肚皮舞、民族旋转舞表演 （斋月期间及其他特殊节假日暂停）

酒店：MarjanIsland 海岛全景五星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海鲜手抓午餐体验、晚餐阿拉伯烧烤

第五天：拉斯海马 -阿曼（卡萨伯）海岛生态游 -拉斯海马

（
海豚

含：阿曼落地签+跨国往返交通费+海岛城堡+姆萨达姆海岛观光+享用海岛风味午餐+游船看

）

客人酒店早餐后，前往阿曼国，抵达边境办理签证手续，前往阿曼苏丹王國 沿途观赏岩灣半島海岛风光 Khasab
Oman，此處有最重要的城市阿拉伯的挪威峽灣之稱的卡萨伯，於此遠眺阿曼海灣，北方眺望阿拉伯海。抵達后参

观建於 17 世紀的葡萄牙人所興建的【卡萨伯古老城堡】及【维达贝多因村庄】，客人可深入了解当地阿拉伯人生
活，纯朴的民风，大自然的静谧，海风微吹形成和谐的画面，午餐可以享用海岛【风味餐】。前往搭乘【阿曼游
船】（约 4 小时），吹海风看海景，阿曼海滩水质清、净、澈，你可以纵身跃入碧蓝的海水之中与海豚共舞泡海
水 浴，也可以享受垂钓的乐趣，看数百条海豚跳跃群舞，成群结队的海豚追随着，看到鲸鲨向你摆尾。微微的海
风拂
面，享受放飞心情的惬意时光，（备注：海豚是根据季节天气变化出没的，祝您好运气与野生海豚一起游戏。），
返回拉斯海马，安排客人享用当地特色【海鲜烧烤大餐】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酒店：MarjanIsland 海岛全景五星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风味烤鱼午餐、晚餐海鲜烧烤大餐

第六天 拉斯海马-迪拜-返回出发地
酒店早餐后，根据客人的航班送客人前往迪拜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结束阿联酋的旅游。 酒店：飞机
用餐：酒店早餐，午、晚餐敬请自理 根据客人

上

的航班送客人前往迪拜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际航班返回出发地，结束阿联酋的旅游。
---------------------------------------------------------------------------------------------------

迪拜娱乐部分自费项目参考价格：
自费项目是推荐性项目，客人可酌情参加，导游组织自费活动不会带有任何强迫因素。此价格为参考价格，如景点
/餐厅价格发生变化我社无法提前通知，价格以确认预定时为准。

自费项目

服务内容

贝都茵沙漠冲沙

在沙漠中感受冲沙乐趣，乘坐越野车驰骋于连绵沙丘，感受不一样的游艺方式，在沙海
中感受日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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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价格

75 美金/位

拉伯民族手绘。
夜海游船

晚餐乘阿拉伯海湾风格的木质游船沿着迪拜的内海湾航行约两个小时，船上享用自助晚
餐，一览迪拜两岸灯火通明、五光十色的夜景，欣赏动听迷人的阿拉伯民族乐曲

75 美金/位

登迪拜塔（哈利

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登上最新诞生的世界第一高楼，斥资 15 亿美元打造的【世界第

法塔）

一高塔-Burj Dubai 哈利发塔】登上位于第 124/148 层层楼高的景观台 At the Top，
举目所见尽是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在天气好的時候，更可以远眺 80 公里远的美景。

普 通 时 段 80
美金每位

迪拜相框
DubaiFram

将你送你上天,你可以在 150 米城市上空漫步，体验站在那透明的玻璃面板上俯瞰 150
米下的世界非常特别。建筑物内部共分 50 层，每年将吸引 200 多万参观者。 它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相框造型建筑，展现了迪拜的一以贯之的奢华。这个耗资 2.6 亿迪拉姆的
建筑为游客讲述了迪拜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

45 美金/人

转变。
Dubai Park
迪拜主题乐园

宝莱坞主题乐园/乐高主题乐园/电影乐园（迪拜乐园及度假村号称中东地区最大的综合
性主题公园度假区，占地逾 3000 平方英尺，将拥有超过 100 个机动娱乐设施及景点。
三个主题公园及一个水上乐园将 从今年年底开始分阶段开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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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法拉利世界主

意大利著名汽车厂商 Ferrari（法拉利）耗资 400 亿美元打造的 Ferrari World Abu

题公园

Dhabi “法拉利世界”阿布扎比主题乐园在来自世界各地的 Ferrari 车迷或 F1 迷们也
可能大举涌入这个充满浓浓 Ferrari 风味的主题游乐园（VIP170 美金/位）

直升机

215 美金/人
（单项）
135 美金/人

130 美金/位

客人登上直机，穿梭于云海中，以不同视角欣赏迪拜城市全景，这种飞翔的感恩，令你
难忘，一次美好的体验，带给你长久的记忆

水上飞机

三级套票

240 美金/位

水上飞机观光游，25 分钟迪拜水陆两栖观光，以不同视角欣赏迪拜城市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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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美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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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飞机为你
提供一次乘坐世界著名的塞斯纳 208 水陆两用飞机，进行空中迪拜城市观光的机会。可
以提供私人包机及公司组织等各类形式进行迪拜空中城市观光。水上飞机迎合了游客的
各类需求，为您提供全方位、体贴的服务！我们都听说过直升机观光，但水上飞机给您
带来的绝对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独特享受！
奢华游艇
深海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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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美 金 / 位
城后，一边慢饮饮料，一边随着游艇时而穿越高楼林立的 Dubai Marina 滨海新城。时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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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缤纷绚丽的海滨美景。

80 美金/位（1
小时）

热气球

★超长体验时间：拥有长达 60 分钟的乘坐热气球体验，
★美丽沙漠日出：欣赏迪拜壮阔无边黄金沙漠里的日出；
★俯瞰整个大地：像鸟儿一样，从天空俯瞰整个壮阔沙漠。 凌晨就出发，七彩美丽的热
气球迎着薄薄的朝阳缓缓地飞上蓝天后，您将体会到穿越晨
曦的难忘经历！乘坐热气球与您乘坐飞机不同，它上面没有顶部，您将完全置身与空中，
如飞鸟一样感受到飞翔的快感. 随后，热气球将带您来到迪拜的黄金沙漠上，一条条金
色的沙丘在晨曦下、在您的眼下蜿蜒起伏，跌宕着灿烂的金色波浪，那壮丽的景色令您
叹为观止！此后，尚未苏醒的整个迪拜也将出现在您的眼前，世界最高楼、阿拉伯塔、
人工棕榈岛等等，所有的迪拜都市风光也尽收眼底！

295 美金/位

饕餮美食部分参考：
自费项目

服务内容（以下价格均不含酒水）

七星帆船自助早餐

餐费及服务费用在被誉为世界最豪华之-Burj Al –Arab 七星帆船酒店享 135 美金/位

七星帆船自助午餐

用，一睹其奢华】融合传统阿拉伯式与国际性的特色风味料理，景致丰盛的
自助餐、浪漫幽雅的用餐环境，搭配玻璃窗外的景色，将成为您永生难忘的

参考价格

185 美金/位

回忆。
七星帆船自助晚餐

【用餐时着装要求：】 请穿着正装！无领，无袖，拖鞋、运动鞋等不允许

195 美金/位

入内！
特色海鲜手抓饭

各种丰富波斯湾海鲜，经历一次用手抓海鲜饭的体验

45 美金/位

八星皇宫自助午餐

客人可在号称八星的阿拉伯酋长皇宫酒店享用自助午餐，感受别样的奢华。 135 美金/位
【用餐时着装要求：】 请穿着正装！无领，无袖，拖鞋、运动鞋等不允许

八星皇宫自助晚餐

入内！

160 美金/位

六星亚特兰蒂斯自助午餐

餐费及服务费用。亚特兰蒂斯酒店傍水而建，感受不一样的酒店，在自由环

110 美金/位

境中享受用餐的乐趣。
六星亚特兰蒂斯自助晚餐

【用餐时着装要求：】 请穿着正装！无领，无袖，拖鞋、运动鞋等不允许
入内！

120 美金/位

餐费及服务费用。迪拜阿玛尼酒店，坐落于世界最高建筑物迪拜塔中，在此，
您将品尝到具有地中海风味的，让您垂涎欲滴的自助大餐，并可以欣赏世界
奢华五星阿玛尼自助晚餐

最高最大的音乐喷泉。

130 美金/位

【用餐时着装要求：】 请穿着正装！无领，无袖，拖鞋、运动鞋等不允许
入内！

拉斯海马各海滨水上娱乐活动套餐例举如下 任选一款（最少 5 个人）
以下活动根据季节不同会有变动，须在报名的时候提前预订
活动项目
海上脚踏车

海上皮划艇

海上香焦船

海上快艇航行

单人海上滑翔帆伞

潜水

海上甜甜圈

全拼海鲜烧烤大餐

价格

所含内容及活动的时间

85 美金/人

30 分钟+含 1 个当地特色午餐+往返交通费

70 美金/人

30 分钟活动+含 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交通费

85 美金/人

15 分钟活动+含 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交通费

150 美金/人

20 分钟/6-10 人套餐+含 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交通费

150 美金/人

15 分钟/人+含 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交通费

150 美金/人

120 分钟/人（培训+海底潜水体验）+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交通费

85 美金/人

15 分钟+含 1 个当地特色餐+往返接送交通费

70 美金/人

主餐食物：龙虾、海螃蟹、海虾、鱿鱼、石斑鱼、贝壳类
配餐：餐前开胃卷、海鲜汤、簿饼、一大瓶矿泉水 饮品：
矿泉水（不含软饮料在内）

阿曼坐船观海豚

60 美金/人

包括 饮料、水果

（ 4 小时）

中东官方周未休息日为：周五，六二天，工作时间：周日-周四

2018-2019 年各大展会和假日参考如下：如遇以下重大的节假日酒店补差约在 50 美金/人/晚

迪拜好阿布扎比展会及重大节假日一览表
1.16-1.25

Saudi school hol iday 沙特假期

1.27-2.1

Arab heal th 阿拉伯健康展

2.23-2.27

Gulf food 食品展

2.4-2.11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

3.20-2.29

Saudi school hol iday 沙特假期

3.21-3.31

lran new year 伊朗新年

5.5-5.8

Arabian travel market；旅游展

6.14-6.17

Eid al fitr 开斋节

10.1-10.5

China national day 中国国庆假期

8.20-8.23

Eid alaoha 宰牲节

10.7-10.11

Gitex 海湾信息展

11.11-11.17Air show 航空展

Air show 航空展

11.25-11.29

The big 5 五大行业展

12.26.-1.1

New year 圣诞-元旦
阿布展会

1.20-1.22

World Future Energy Summit 未来能源会

11.23-11.26

Formula 1 Grand prix F1 方程式赛车

11.12-11.15

ADIPEC 阿布扎比能源展

服务含：

5 晚特色酒店五、六星
1 晚 6 星级亚特兰特色大酒店+ 1 晚 五星级沙漠特色酒店+ 1 晚 五星级阿
玛尼奢华酒店+ 2 晚 五星级海岛全景酒店


用餐：全程酒店含早、1 个中式午餐、1 个风味午餐、1 个海鲜手抓风味午餐、1 个中式晚餐、1
个 酒店自助晚餐、1 个沙漠冲沙风味烧晚餐、1 个海鲜烧烤大餐晚餐



服务：根据人数不同安排中文司兼导或 1 名持证优秀中文导游，1 名外籍司机



交通：根据人数不同安排 7 座商务车-50 空调旅游巴士服务



饮料：2 瓶矿泉水/人/天



门票：迪拜博物馆、水上的士、棕榈岛无人驾驶磁悬浮观光小火车



阿曼海游船看海豚



阿曼国签证（含：签证、交通费、景点观光）



套餐费活动项目：奢华游艇巡游波斯海湾（海）+激情冲沙（陆）+世界最高塔（陆）

报价服务不含：


60 美金小费



国际往返机票



VAT5%增值税（需开发票）

 提行程上未提及的一切个人的消费及酒店的额外服务费等 说明： 当地旅游公司有根据当地的实
际情况，在不减少行程内容的基础上，对行程次序与时间上有保留调整 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