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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程：

第一天 北京 斯德哥尔摩 瑞典小镇 参考航班：CA911 PEK ARN 1350 1720

Day 01 Beijing Stockholm Sweden Town

行程概览：

10:00 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集合，领队带领办理登机手续。

13:00 准备搭乘国航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

17:20 抵达阿兰达国际机场，办理出关手续，提取行李。而后乘坐专车前往酒店，入住休息。

用餐：/ 交通：飞机/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第二天 瑞典小镇 哥本哈根 马尔默

Day 02 Sweden Town Copenhagen Malmo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哥本哈根游览。

12:00 抵达哥本哈根，午餐在中餐厅享用丹麦特色烤脆皮猪肉餐，之后市区游览。

18:00 晚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而后乘车前往马尔默，返回酒店休息。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景点介绍：

美人鱼雕像 丹麦雕刻家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塑造的。她坐在一块

巨大的花岗石上，恬静娴雅，悠闲自得；走近这座铜像，您看到的却是一个神情忧郁、冥思苦想的少女。

神农喷泉 丹麦传统文化的杰作。雕像上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左手扶犁，右手挥鞭，赶着 4 头神牛在奋力耕作，

水从牛鼻和犁铧间喷射而出。铜雕气势磅礴，极具力量美。

阿美琳堡宫（外观） 位于哥本哈根市区(Copenhague)东部欧尔松海峡之滨，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丹麦

女王伉俪每年多半时光在这里度过。

大理石教堂 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弗里德里克教堂，是丹麦最大的圆顶教堂，由于大量使用了丹麦及挪威出产的

大理石，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大理石教堂”。

罗森堡花园 位于罗森堡宫前，这里林荫处处，绿草如茵，环境相当清幽。夏天的时候在公园里野餐或者仅仅

是躺着晒日光浴，亦或是坐在草地上跟朋友闲聊，是典型的哥本哈根人的生活。

圣安娜广场 广场上竖立着众多名人的雕像，罗斯福雕像就位于圣安娜广场的中心，还有丹麦 19 世纪最伟大

的实业家之一的提更的雕像，建有绿地和雨水处理系统，是丹麦设计的经典之作。

国王新广场 是通往著名的 Strøget 步行街的入口。这个古老的广场建于 17 世纪。广场中央克里斯钦五世国

王的骑马塑像是广场的标志，建于 1688 年，被称为“国王之马”。广场内坐落着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建筑。

市政厅广场 市政厅广场是哥本哈根的心脏，全国的神经中枢，广场上的 0 公里的起点，表示所有距哥本哈根

的距离都从这里开始测量。现在的市政厅建于 1905 年，由建筑师马丁·纽阿普(Martin Nyrop) 设计，主要用

于结婚典礼和官方接待，是古代丹麦建筑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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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的铜像 安徒生是丹麦人的骄傲，是全世界儿童心中的故事大王。坐在市政厅广场的安徒生铜像穿着风

衣，戴着高帽，高约 3 米，面向大街，看着远方。每天都有不少游客经过他身边，抬起头瞻仰大师的面容，

或者把手按在他的膝盖头拍照留念。

新港酒吧街 波光粼粼的河面，两边各式的船只和彩色的房子，绝对是歇脚的好去处。

克里斯蒂安十世雕像 克里斯蒂安十世，丹麦国王，是现任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爷爷。国王在二战德国占

领时没有逃走，国破山河在，每天从此地骑马巡视，坚持与人民在一起所以丹麦人民十分爱戴国王。

丹麦特色烤脆皮猪肉餐 一道典型的丹麦传统菜式，猪肉用四味香料腌制两天，非常入味，肉皮烘烤后遍布金

黄色小泡，酥脆化渣，瘦肉部分经过捆绑，最大限度的锁住水分，虽然经过长时间烤制，但仍然柔嫩多汁，是

一款不可多得的美味，深受这个童话王国人民的喜爱。

厄勒跨海大桥 全程跨度 16 公里，连接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承重量最大的斜拉

索桥。大桥从马尔默出发，海峡中建造了一座人工岛，靠近哥本哈根的一段是铁路与公路合用的海底隧道，大

桥的开通，使北欧地区成为欧洲著名的教育、科研和商业中心之一。

第三天 马尔默 哥德堡 奥斯陆

Day 03 Malmo Gothenburg Oslo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马尔默市区游览。

09:00 乘车前往哥德堡，抵达后市区游览。

12:30 抵达哥德堡，午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13:30 乘车前往挪威圣诞小镇德勒巴克，抵达后游览，之后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

18:30 晚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而后乘车返回酒店休息。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景点介绍：

马尔默旋转大楼 旋转大厦是瑞典最高的建筑，也是欧洲公寓建筑中海拔最高的，其建筑灵感主要源自于人体

的骨骼，高度为 190 米，分成 9 个块体的 54 层楼，以中央主柱串接，块体之间以微量的旋转角度差相接，整

栋建筑物由下往上总共旋转了 90 度，大楼外墙厚度随高度递减。

哥德堡大教堂 最早是在 1633 年建成，但是遭遇了两次大火，两次重建，现在这一座是在 1816 年重建的。

教堂里很多装饰都是金色的，圣台下边有两个金色的带翅膀的天使十分漂亮。作为哥德堡市的主教堂，这里是

游客必到的地方。在这可以俯瞰哥德堡全景。

哥德堡旧码头 游艇码头旁的白色帆船，叫维京号，是世界上少有的幸存下来的四桅杆帆船。建造于 1906 年

最早是艘水手的训练船，如今改作饭店和餐馆。

哥德堡歌剧院 建于 1994 年，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歌剧院之一。整个建筑为暗红色，粗旷的外形模仿停泊在

水中的海盗船。歌剧院里面有三层看台，1300 多个座位，配有升降舞台等先进设备。

乌德瓦拉大桥（车览） 瑞典西海岸西约塔兰省乌德瓦拉的一座公路斜拉桥，跨越桑宁根海峡，大桥是欧洲 E6

公路在乌德瓦拉外围改道工程的一部分，它的建成减轻了城市的交通拥堵，并且使两岸间的路程缩短了 12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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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7.5 英里）。乌德瓦拉大桥是瑞典主跨第二长的斜拉桥，仅次于厄勒海峡大桥。

挪威圣诞小镇 在奥斯陆峡湾畔的德勒巴克小镇，这里的居民相信，很久以前，圣诞老人就诞生在小镇北部峡

湾边上一块大岩石下，故这里被称作挪威的圣诞小镇。小镇中央广场还有一个圣诞屋，里面云集了与圣诞节有

关的各种角色和装饰品，并结合了挪威本土的山妖传说，风格混搭。

第四天 奥斯陆 哈当厄尔峡湾 卑尔根

Day 04 Oslo Hardangerfjord Bergen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前往哈当厄尔峡湾游览。

11:00 抵达哈当峡湾小镇埃德菲尤尔，游览哈当厄尔峡湾的秀美景致。

18:30 抵达卑尔根，前往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20:00 抵达酒店，办理入住休息。

温馨提示：当日午餐因峡湾游览改为自理，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之处请见谅！

用餐：早/晚 交通：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景点介绍：

哈当厄尔峡湾 全长 179 公里，是挪威国内第二长的峡湾，是世界第三长的峡湾，最深处达 800 米。哈当厄尔

峡湾是挪威四大峡湾中最为平缓的峡湾，哈当厄尔地区有着挪威最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致，并向人们展示着灿烂

的挪威文化。满树繁花的果园也是本地区让人忍不住赞叹的一道著名风景

沃尔令斯大瀑布 挪威最著名的瀑布之一，高约 182 米，垂直落差达 145 米。瀑布位于毛博谷，距离埃德峡湾

大约 18 公里。挪威著名的音乐家 EdvardGrieg 在这里写出了他的第 66 号钢琴曲。

埃德菲尤尔小镇 所辖地区包括了欧洲最大的山地高原哈当厄高原的很大一部分，哈当厄高原自然保护区也坐

落在这里。在这您也可以选择自费搭乘哈当厄尔峡湾游船领略两岸风光。

露天鱼市场 是卑尔根港口边的老市区。从十六世纪起，这里就是鱼货的集散中心，现在则成为观光客必到的

观光区。全挪威一半的鱼类和鱼制品经此外运，这里是通往大西洋和北极海的航线起点。

布吕根 著名古建筑集中地。现在小镇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成为旅游观光的地方，

在旅游季节，游客络绎不绝。

第五天 卑尔根 松恩峡湾 峡湾小镇

Day 05 Bergen Sognefjord Fjord Town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峡湾，开启浩瀚的峡湾之旅，挪威的峡湾景色绝奇，在世界美景中名列前茅。

松恩峡湾之美，美在群峰竞秀，美在碧水蓝天，美在飞瀑万千。

19:00 抵达峡湾小镇当地特色酒店办理入住，晚餐在酒店享用西式晚餐。

温馨提示：当日午餐因峡湾游览改为自理，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之处请见谅！

用餐：早/晚 交通：巴士 住宿：峡湾当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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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松恩峡湾 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全长达 204 公里，最深处达 1308 米。松恩峡湾

之美，美在群峰竞秀，美在碧水蓝天，美在飞瀑万千；在这您也可以选择自费搭乘高山小火车或者峡湾游船游

览峡湾壮丽的风光。

纳柔依峡湾 狭窄壮观的纳柔依峡湾，两侧是陡峭的山谷和白雪皑皑的山峰，山峰海拔 1800 米，沿着峡湾有

雷鸣般的瀑布和风景如画的村庄。该区域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峡湾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

艾于兰峡湾 艾于兰峡湾是号称“峡湾之王”的松恩峡湾中最原始、最壮观的分支。白雪覆盖的山峰、瀑布和

田园般的高山农场是此处的最大看点。

FLAM 小镇 面朝松恩峡湾支流艾于兰峡湾坐落的它在松恩峡湾之旅中成为游客必到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可以

欣赏到最具特色的景观，整座村落体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FLAM 铁路博物馆 弗洛姆铁路是欧洲最陡峭的铁路线，在弗洛姆铁路博物馆可以了解有关弗洛姆铁路的历史；

弗洛姆铁路博物馆不仅有欧洲最陡峭铁路线的详细建设过程介绍，馆内展出真实的 El9 火车头，古老的电力转

线引擎、众多轨道勘测时使用的推车和影音并茂的展览。

第六天 峡湾小镇 盖朗厄尔峡湾 利勒哈默尔

Day 06 Fjord Town Geirangerfjord Lillehammer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盖朗厄尔峡湾。

10:00 乘坐盖朗游船，游览盖朗厄尔峡湾的秀美景致。

19:00 抵达利勒哈默尔酒店办理入住，晚餐在酒店享用西式晚餐。

温馨提示：当日午餐因峡湾游览改为自理，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之处请见谅！

用餐：早/晚 交通：巴士 住宿：峡湾当地酒店

景点介绍：

博雅布林冰川 博雅布林冰川是约斯达布连冰川（Jostedalsbreen Glacier）的一个分支，悬挂在陡峭的山壁

上，高点海拔 1700 米，与低点之间有 1400 米的落差，冰川从 1700 米的高度缓慢地流到 300 米的高度，这

巨大的落差导致经常有不同规模的冰崩发生。

盖朗厄尔峡湾 盖朗厄尔峡湾位于挪威西南岸的卑尔根北部，是挪威峡湾中最为美丽神秘的一处。峡湾全长

16 公里，两岸耸立着海拔 1500 米以上的群山。

观光游船 搭乘游船游览盖朗厄尔峡湾，一路上可看到连绵不断地山谷，悬挂深涧中的巨大瀑布，白雪皑皑的

山川，峡湾地势雄伟高峻、陡壁飞瀑、雪峰与冰川相依，森林与牧场相伴，这里带给人的不仅是视觉的冲击，

更是心灵的震撼。

七姐妹瀑布 是盖朗厄尔峡湾中最美的瀑布，像一幅自然的画作。此处有超过 7 只瀑布飞泻入峡湾，瀑布的

平均高度大约为 250 米，当水位较高时，这里的景观极为壮观。

新娘面纱瀑布 挪威和世界上有许多瀑布都叫做新娘的面纱。盖朗厄尔峡湾上的新娘的面纱瀑布就在七姐妹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A%E5%A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1%E5%B0%94%E6%A0%B9/17058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A%E5%A8%81%E5%B3%A1%E6%B9%BE/167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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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西边，落差 300 米。

老鹰之路 老鹰之路是指 63 号公路上自盖朗厄尔到埃兹达尔上山路最为陡峭的一段路，老鹰之路从盖朗厄

尔峡湾蜿蜒而上，延伸至库尔斯湿地，共建有 11 个险湾，1955 年 9 月 15 日，老鹰之路正式开通，之所以被

称作”老鹰之路“，是因为道路的最高点曾经是大批老鹰的栖息地。

第七天 利勒哈默尔 奥斯陆 瑞典小镇

Day 07 Lillehammer Oslo Sweden Town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利勒哈默尔游览。

08:30 乘车前往奥斯陆，抵达后市区游览。

12:00 午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之后继续市区游览。

16:00 乘车前往瑞典小镇。

18:00 晚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19:00 前往酒店，入住休息。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景点介绍：

滑雪高跳台 利勒哈默尔曾经是 1994 年冬季奥运会的主人，当年冬运奥委会决意创造一个绿色冬运，所有场

馆和设施都以对自然环境影响最低为优先考虑。2016 年第 2 届冬季青年奥运会于利勒哈默尔举行。参观冬运

滑雪高跳台。

挪威王宫（外观） 哈拉尔国王的办公地。环绕王宫的是 330 亩的林地和公园，穿过这里的公共大道可一直通

往市中心的商业区。

奥斯陆市政厅 它全面的向人们展示了挪威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市政厅是 1950 年为纪念奥

斯陆建城 900 周年而建造的，是奥斯陆较有名的建筑物，也被称作“双塔红砖”。

诺贝尔和平中心（外观） 成立于 2005 年 6 月，是为了传播世界和平，提高人们对战争和解决纷争的意识而

造的，中心改建在奥斯陆的旧火车站原址上。每年的 12 月 10 日，诺贝尔和平奖都在这里颁布。

国家剧院（外观） 建于 1899 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挪威国内最大的剧场。其内部装饰雍容华贵，

是挪威国内最具档次的大剧院。

奥斯陆歌剧院 建设用时 5 年，白色的斜坡状石制屋顶从奥斯陆峡湾中拔地而起，游客可以在屋顶上面漫步，

饱览奥斯陆的市容美景。这是挪威国内最大的、依靠太阳能供电满足能源需求的建筑。

奥斯陆峡湾 位于北大西洋东部，挪威东南部的峡湾。奥斯陆峡湾是北海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向内陆伸入的水体。

长度约 130 公里。首都奥斯陆即位于峡湾湾顶。这里原是冰蚀形成的地槽，后因海面上升淹没地槽而形成峡

湾，是挪威沿岸最长的峡湾之一。

维格兰雕塑公园 一座以雕像为主题的公园，园内展出了挪威雕像家古斯塔夫·维格兰的 212 座雕像作品。公园

内的雕像集中突出人类“生与死”的主题，从婴儿出世开始，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直到死亡，

反映人生的全过程，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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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瑞典小镇 卡尔斯塔德 斯德哥尔摩 图尔库 参考邮轮：Vikingline 20:00 07:35+1

Day 08 Sweden Town Karlstad Stockholm Turku

行程概览：

08:00 酒店早餐后，前往风景秀丽的卡尔斯塔德，游览维纳恩湖。

09:00 乘车前往西郊的皇后岛，皇后岛属于瑞典皇家领地，是瑞典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风景点。

12:00 抵达斯德哥尔摩，午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18:00 晚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19:00 前往码头办理登船手续，搭乘邮轮横跨波罗的海至芬兰图尔库。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邮轮 住宿：邮轮甲板上四人外舱

景点介绍：

维纳恩湖 北欧最大的湖泊，也是欧洲第三大湖，维纳恩湖于约 1 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后形成。当冰川融化时，

整个瑞典的土地都被水淹没，形成海峡，维纳恩就于冰后回弹形成。因此，现时湖里还有一些从冰河时间遗留

下来的物种，在一般的淡水湖中罕见。

玛丽弗雷德 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南，是环绕宏伟的格利普霍姆（Gripsholm）皇家城堡，1709 年落成的，濒临

梅拉伦湖，保存着历史风貌的风光小镇。得名于镇中修建于 10 世纪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 500 年前的宗教改

革时不存在了。

皇后岛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西面的梅拉伦湖上，有“瑞典的凡尔赛”之称，皇后岛宫是瑞典首个世界遗产，这

里有着历史悠久，气势恢宏的两座古老建筑，至今，皇后岛的城堡部分依然居住着瑞典皇室。

第九天 图尔库 赫尔辛基

Day 9 Turku Helsinki

行程概览：

07:35 邮轮上早餐后，抵达图尔库，游览图尔库城堡。

08:00 乘车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并游览，赫尔辛基是一座具有古典美的城市，城市里有大量日耳曼式和俄

式的精美建筑。赫尔辛基市区内的湖泊星罗棋布，是欧洲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大城市，也是一座安详而平

和的花园式城市，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儿”。

12:00 午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而后继续市区游览。

18:00 晚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

19:00 返回酒店，入住休息。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住宿：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

景点介绍：

图尔库城堡 位于奥拉河的入海口旁，人们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图尔库城堡是昔日瑞典王族小居芬

兰的“夏宫”，是芬兰现存的四座中世纪古城堡中，最古老的一座。

西贝柳斯公园 为了纪念芬兰的大音乐家西贝柳斯而建。公园内有一个著名的纪念雕像，这个由 600 余根空心

不锈钢管组合成的管风琴雕像洋溢着浓厚的超现代气息，芬兰代表性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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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教堂（外观） 教堂内壁是未经任何修饰的岩石的本来面貌。顶部的墙体是用炸碎的岩石堆砌而成，原始

的色调给教堂增添了回归自然的感觉。金碧辉煌的拱顶反射着下面的烛光，使整个教堂富有艺术感染力。

议会广场 赫尔辛基市民活动的中心，也是欣赏新古典主义建筑的最佳场所，被视为芬兰的重要地标。广场的

中心是塑于 1894 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铜像，以纪念他给予芬兰充分的自治。站在广场上就可以看到建筑大

师恩格尔的三件杰作：大教堂、政府大楼和赫尔辛基大学。广场东南角是芬兰最古老的石楼房西德霍姆宫。

赫尔辛基大教堂 又称白教堂，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建筑，不仅是赫尔辛基的象征也是它的重要地标，建于 1852

年，结构精美，气宇非凡，堪称芬兰建筑艺术上的精华。

赫尔辛基大学（外观） 芬兰世界级著名高等学府。1640 年创建于芬兰古都图尔库，1828 年迁至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藏书，一流的设备， 齐备的专业以及杰出的成就闻名欧洲。

波罗的海女儿雕塑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总统府门前，有一座著名的青铜喷泉雕塑——波罗的海的女儿。当

这座雕像正式被安放在这里后，芬兰人给她起了个亲切的昵称——阿曼达。

芬兰总统府（外观） 建于 1820 年，建成之后为了供俄国沙皇使用，还做了几次改造。芬兰独立之后，一直

作为芬兰共和国总统的代表处及官邸使用。

露天码头市场 是停泊大型国际游轮的港口，商贩们云集在这里，摊售新鲜瓜果蔬菜、鱼肉及鲜花，还有各种

传统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既深受当地居民欢迎，也是外国游客的必到之处，成为赫尔辛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乌斯别斯基教堂 显眼的金圆顶和红砖砌成的教堂显得格外凝重，旁边两棵大树与教堂交相辉映，正好是俄罗

斯风情渗入芬兰历史的见证，保留了传统东正教堂的艺术风格。

赫尔辛基之眼 Skywheel 摩天轮于 2014 年正式运行，为赫尔辛基增添了一幅碧蓝的“眼睛”。Skywheel 的

直径高达 40 米，设有 30 个吊舱。蓝色与白色交织的摩天轮完美地融入在天空与大海之间。

第十天 赫尔辛基 塔林 斯德哥尔摩 参考邮轮时间： Siljaline 07:30 09:30

Day 10 Helsinki Tallinn Stockholm Siljaline 18:00 10:15+1

行程概览：

07:00 酒店早餐后，前往码头办理登船手续，搭乘邮轮前往塔林，抵达后塔林市区游览。

12:30 午餐在中餐厅享用六菜一汤中式菜肴。而后继续市区游览。

17:00 前往码头办理登船手续，搭乘邮轮横跨波罗的海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夜宿邮轮上。

温馨提示：当日晚餐因搭乘邮轮改为自理，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之处请见谅！

用餐：早中/ 交通：巴士/邮轮 住宿：邮轮甲板上四人外舱

景点介绍：

塔林市政厅 塔林市政厅位于拉科雅广场(Raekoja Plats)旁，建于 14 世纪早期，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塔林市

的象征——守护者托马斯从 1530 年起就屹立在市政厅的楼顶。爬上塔楼可以俯瞰全城。

老城城墙 塔林不仅拥有着北欧保存最好的古城，也有着绵延 2 公里长的古城墙，非常值得驻足观看。游客们可以

登上塔楼，亲身体验护城卫兵如何防卫来侵者，而城墙以它的最独特的红砖屋顶而深受人们喜爱。在旧城里面也可

以纵观城墙。

塔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 塔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是塔林最大和最高的圆顶东正教堂。大教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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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塔林上城(Toompea)，是一座建于 19 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以 13 世纪抗击条顿骑士团入侵的亚历山大•涅

夫斯基而命名。

塔林老城 1997 年,塔林老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塔林老城是保存至今最完好的欧洲中

世纪城堡，城中保留着许多中世纪教堂，是北欧目前唯一一座保持着中世纪建筑风格和外表的城市。

第十一天 斯德哥尔摩 北京 参考航班：CA912 ARN PEK 1910 0945+1

Day11 Stockholm Beijing

行程概览：

10:15 邮轮上早餐后，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这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14 座岛屿，57 座桥梁。既不输威尼

斯的繁华，也更具有首都的气魄。繁华的都市生活与纯朴的自然天地完美融合，使其散发独特的魅力。

10:30 开始斯德哥尔摩市区游览。

12:30 午餐在中餐厅享用瑞典肉丸餐。之后继续市区游览。

15:00 前往机场，抵达后办理值机手续，出关退税等手续。

18:00 准备搭乘国航航班返回北京。

用餐：早中/ 交通：巴士/飞机 住宿：飞机上

景点介绍：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入内） 位于瑞典首都中心的梅拉伦湖畔，是斯德哥尔摩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市政委员会

的办公场所。主体以 800 万块红砖建造，在高低错落、虚实相谐中保持着北欧传统古典建筑的诗情画意。其

中有誉称“蓝厅”的宴会厅是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举行隆重盛大的宴会的地方，登上塔顶则可纵目四望，斯德

哥尔摩美丽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斯德哥尔摩老城 老城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距今已有 700 多年，是欧洲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市中

心之一，也是斯德哥尔摩最迷人的景点之一。透过建筑的外墙，幸运的你还能发现中世纪时的尖顶和壁画。

瑞典皇宫（外观） 建于公元 17 世纪，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心岛上的老城中。雄伟高大、金碧辉煌,“口”

字型四四方方的王室宫殿，是世界上连体房间最多最大的皇宫，很有气势，里面的建筑风格以巴洛克风格和

Recoco 风格为主。这里是国王办公和举行庆典的地方，也是斯德哥尔摩主要旅游景点。

斯德哥尔摩大教堂（外观） 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老城最古老的教堂，是瑞典砖砌哥特式建筑的重要例证。

它毗邻斯德哥尔摩王宫，是通往王宫的主要通道王宫斜坡的西部顶点，而大教堂斜坡、主要卫队阳台、和狭窄

海峡等街道分别位于其北侧和西侧。

瑞典特色肉丸餐 瑞典肉丸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瑞典菜。瑞典人食用肉丸时最喜欢搭配煮土豆，肉汤和果酱；

也有时候会搭配新鲜的盐渍黄瓜。中午安排享用瑞典肉丸餐，品味当地饮食。

国王花园 过去这里是专供王室厨房种植花卉蔬菜的田地，故称为国王花园。现在作为街区中心公园对外开放，

这里夏季鲜花绽放，五彩缤纷，冬季则是溜冰场，是市民休闲娱乐场所。

赛格尔水晶柱 位于中央车站的前方，赛格尔是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文化广场，赛格尔广场呈椭圆形，中心区

域是由建筑师爱德宾·艾斯特罗姆建造的一个大型喷泉，一座高约 37 米的玻璃柱高耸其中，到了夜晚，玻璃柱

灯光大开，闪现出迷人的光彩，人们亲切的称呼它是水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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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北京

Day 12 Beijing

安抵北京，结束愉快的行程。请您保留好往返登机牌连同护照一起交给领队拿回销签，在使馆为您留下良好的

记录便于您再次出国。

此行程仅供参考，我社根据航班、签证及前往国家的交通、天气等情况保留对行程修改的权利。

服务项目

1.北京/欧洲往返国际机票,团队经济舱,含机场建设税；

2.当地常规四星或同级酒店(双人间/北欧为西式早餐,散拼不保证夫妻同一间房);

3.境外旅游巴士及外籍司机(根据团队人数,通常为 35-49 座);

4.北欧由我社优秀中文领队兼地陪；

5.行程中所列包含的午晚餐以中式餐食为主，北欧段六菜一汤，不能安排中式餐食的以西式三道式或自助替代；

6.行程中所列入内景点的首道门票及讲解服务费；

7.斯德哥尔摩-图尔库豪华邮轮甲板上 4 人外舱；赫尔辛基-塔林豪华邮轮甲板上坐票；塔林-斯德哥尔摩豪华

邮轮甲板上 4 人外舱；

8..申根 ADS 团队旅游签证费用；

9..旅行社责任险；

10..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不含项目

1.全程酒店单间差：4500 元/人（不包含邮轮单间差）；

2.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根据当地风俗须付境外司机，导游，餐

厅等服务费，全程共计 1200 元/人（此费用由领队代收代付）；

3.护照费用；

4.服务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例如特种门票（夜总会、博览会、缆车等）;

5.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6.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7.旅途中将证照遗失后的补办等费用（包括证照补办、交通、住宿、餐饮费用）；

8.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9.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报名人数不

足等特殊情况，我公司 有权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及交通费、国家

航空运价调整等）我公司有权加差价；

10.转机/火车时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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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说明

1.景点说明：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2.行程说明：

①本社有权根据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

②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③根据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3-3.5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故国际段航班在当地下

午 15 点前（含 15 点），晚间 21 点前（含 21 点）起飞的，行程均不含午餐或晚餐；

3.酒店标准：

①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

②欧洲各城市酒店的早餐可能会略有不同，酒店提供的早餐通常会有面包、咖啡、茶、果汁，蔬菜，鸡蛋等；

③欧洲的三、四星级酒店大堂都比较小，无商场，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大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④欧洲有些酒店的双人标准房会设置一大一小两张床，方便有小孩的家庭游客；还有些酒店双人房只设置一

张大的双人大床，放置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用时可拉开；

⑤由于各种原因如环保、如历史悠久、如欧洲气候较温和等，较多酒店无空调设备；

4.退税说明：游客应遵守欧盟国家关于购物退税的说明；

5.保险说明：

①我社所上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医疗 30 万；推荐客人根据自身情况额外补上医疗 50 万或 70 万保险；

②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且在出团日前 180 天内未经过治疗的疾病；（如

心脏病复发、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移植手术复发、孕妇、精神病发作等等）；

6.退费说明：

①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未游览景点门

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②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7.补费说明：

①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②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温馨提示

1.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

是的原则填写；

2.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

3.欧洲同北京时间时差：夏季六小时；冬季七小时（个别国家不同地区也会有时差,均以当地到达时间为准）；

4.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5.根据欧共体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

6.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7.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8.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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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签说明

1.请务必保管好全程登机牌，并核对姓名拼写，发生姓名错误请及时告知导游，及时补救。若因客人自身原因

丢失、缺损登机牌证明或姓名不正确，请抵达中国后配合旅行社第一时间前往使馆面试签；如果不能当即销

签，使馆将会通知面试核销签证，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客人承担！！！

2.当您从欧洲离境时，一定检查海关是否给您的护照盖了清晰的离境章，它是您已经回到中国的唯一凭证。如

果没有盖章或者章不清晰无法辨认将会导致使馆要求您面试销签，由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非常抱歉只能由

本人承担！请您谅解的同时也请您自己务必仔细留意！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行程外活动的安排

1.为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在行程时间安排允许、参加人数足够，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情况下，

旅行社可根据旅游者实际需要，安排附件所列活动；

2.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主、自愿参加附件所列活动，旅行社绝不强迫；

3.如旅游者不参加附件所列活动的，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如旅游者参加附件所列活动的，须在境

外书面签署附件交予领队；

4.如旅游者不书面签署附件、或以口头形式确认的，旅行社视为旅游者不同意参加行程外活动，旅游者将根据

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

关于购物场所

1.欧洲是购物天堂，大多数名品价格远低于国内售价。在欧洲旅行期间，如果您选择购物，购物活动将会成为

您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2.欧洲各国对商品定价都有严格管理，通常情况下同一国家内同样商品不会有较大价差。但各国之间会存在差

别，请您仔细做好攻略后谨慎购买。以下推荐商店也是当地人购物场所，不排除某些商品出现略小价差现象，

请您自行甄选，我们无法承担退换差价的责任；

3.购物活动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您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购物;

4.欧洲法律规定：购物金额低于 1000 欧元以内可支付现金,超出 1000 欧元以上金额需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等

支付。如果您此次出行有购物需求，请携带 VISA、MASTER 的信用卡;

5.退税说明：退税是欧盟对非欧盟游客在欧洲购物的优惠政策,整个退税手续及流程均由欧洲国家控制，经常会

出现退税不成功、税单邮递过程中丢失导致无法退税等问题，旅行社会负责协调处理，但无法承担任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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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有责任和义务协助旅游者办理退税手续,导游应详细讲解退税流程、注意事项及税单的正确填写。但是如

果因旅游者个人问题（如没有仔细听讲、没有按照流程操作、没有按照流程邮寄税单）或者因客观原因（如

遇到海关退税部门临时休息、海关临时更改流程、税单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问题商家没有收到税单等）在退税

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您被扣款、无法退钱、退税金额有所出入等情况，旅行社和导游仅能协助您积极处理，

并不能承担您的损失，请您理解；

国家 主要商品 时间

瑞典 琥珀，名表，百货等 约 1 小时

芬兰 保健品，琥珀等 约 1 小时

丹麦 琥珀，当地纪念品等 约 1 小时

关于自费项目

1.欧洲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下推荐的自费项目都是各国的精华所在。您可以在自由活动期间，根据

自己的喜好，自愿选择自费项目，相信欧洲的自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

2.所有自费项目绝不强迫，如达到自费项目对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

以安排。如因行程安排、天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自费项目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参加自费项

目。如旅游者不参加自费项目的，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旅行社不会售卖此表格以外的任何自费

项目，如果全体客人一致要求参加非推荐自费项目，请全团客人签字同意，导游方可安排;

4.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表格上勾选后书面签

字确认。一旦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文件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5.此售价为 20 人以上成团的优惠价，如果人数不足 20 报价将会上涨，具体售价根据参加人数而上涨。或导游

将取消自费活动的安排，请您谅解；

6.请您在选择自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生后旅游者取消的，

将无法退还您费用；

境外自费报价标准：

城市 自费项目 服务内容 价格

芬兰
波尔沃小镇（约 1 小时） 预订费+车费+服务费 42 欧元/人

芬兰堡（约 1.5 小时） 预订费+船票+车费+服务费 42 欧元/人

瑞典

瓦萨战舰博物馆（约 1 小时） 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费 42 欧元/人

瑞典皇宫宫殿（约 1 小时） 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斯德哥尔摩乘船游览（约 1 小时） 预订费+船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马斯特兰德（约 1 小时） 往返船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挪威

挪威民俗博览园（约 1 小时） 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峡湾游船（约 2 小时） 预订费+船票+车费+服务费 70 欧元/人

峡湾高山火车（约 1.5 小时） 预订费+火车票+车费+服务费 85 欧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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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玫瑰宫（约 1.5 小时） 预订费+门票+停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哈姆雷特城堡（约 1 小时） 预订费+门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哥本哈根乘船游览（约 1 小时） 预订费+船票+车费+服务费 45 欧元/人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旅游者自愿购物、购物退税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

我经慎重考虑后，自愿前往上述购物场所购买商品，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办理退税事宜，

并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保留购物单据、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我将自

行承担相关的损失。

旅行社已就上述自费项目的特色、旅游者自愿参加自费项目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告知、提醒。

我经慎重考虑后，自愿选择并参加上述自费项目，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参加自费项目，并

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如因自身原因取消或因旅行社不能控制因素无法安排的，

对旅行社予以理解。

我同意《购物及自费项目补充确认》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游者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