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贵阳 澳门 参考航班 （准确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行程安排

本日自行前往贵阳机场“国际出发厅”于约定时间准时集合，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澳门，后入住澳门

五星酒店！

餐食安排 无

酒店安排 澳门五星酒店

第二天 澳门

行程安排

早餐后游览【主教山】，【望海洋观音像】，【大三巴牌坊】（不低于 20 分钟）大三巴牌坊是天

主之母教堂（即圣保禄教堂）正面前壁的遗址，1835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保禄学院及其附属的教堂，

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阶。自此，这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圣保禄教堂遗

址。本地人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

【天主教艺术博物馆】（不低于 20 分钟）天主教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展品中有宗教画、 雕刻以及礼

仪装饰品等，这些展品是从澳门所有的教堂和修院的藏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里收藏的宗教画作，如：《圣味基圣像》、《日本长崎的殉道圣人》和四幅诠释圣方济各一生的

作品等，这里也是澳门的宗教珍宝的藏宝地。

【回归纪念馆】（不低于 25 分钟，逢星期一休馆，本景点换成【赛车博物馆】）为了祝贺澳门特

别行政区成立，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包括国务院及三十二个省、 自治区、 直

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向澳门同胞送上了衷心祝福和吉祥的贺礼。 这些贺礼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韵味，具有特殊意义。

【维景自助午餐】前往维景酒店享用葡式自助午餐，后开始游览【永利皇宫观光缆车】（不低于 20

分钟）体验一场奇妙的梦幻之旅，有如气派非凡的飞龙带您升上半空，尽情饱览表演湖的璀璨景色，

然后再徐徐降落在花园之中，让您领略总投资超过 40 亿美元目前澳门酒店兴建费最高的无可比拟

的奢华体验，酒店内还展示了价值超过 2 亿的艺术品。【威尼斯人度假村】（不低于 60 分钟）酒

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一比一的比例建造，在圣马可广场上，你会看到有艺人身穿白衣假扮雕

塑，还有街头艺人和马戏团的小丑表演。后送往酒店！

【银河钻石秀】（20 分钟）银河的钻石大堂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走进大堂，仿佛走进一个梦

幻唯美的超级大皇宫。大堂的穹顶仿佛镶嵌着规则的羽孔雀羽毛，随着穹顶的光线不停变化，呈现

出粉蓝绿等色彩，将整个大堂映衬得绚丽多彩！钻石大堂的中央喷泉每隔 20 分钟就会上演一次梦

幻酷炫的光电喷泉表演，整个过程精彩绝伦，非常震撼！之后与领队一同乘大巴车游“港澳珠大桥”

前往香港。抵达后送回酒店休息！！

餐食安排 早：早餐 午：维景酒店葡式风味自助餐/葡国餐； 晚餐：自理

住宿酒店 香港指定酒店

第三天 香港

行程安排

早餐后前往【香港会展中心及金紫荆广场】（不低于 30 分钟）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位于香港湾仔的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香港区海边最新建筑群中的代表者之一。它的新翼则由填海扩建而成，内附

大礼堂及大展厅数个，分布于三层建筑之中，是世界最大的展览馆之一。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

归中国大典亦在该处举行，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而它独特的飞鸟展翅式形态，也给美丽的维多利

亚港增添了不少色彩。展览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后

前往【浅水湾】（30 分钟）依山傍海，海湾呈新月形，号称“天下第一湾”，也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

http://baike.so.com/doc/1024451-1083491.html
http://baike.so.com/doc/5403312-5641002.html
http://baike.so.com/doc/5403312-5641002.html


【太平山】（不低于 30 分钟）太平山俗称扯旗山，位于香港岛的西部，海拔 554 米，是香港最高

峰，也是香港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太平山是鸟瞰壮丽海港、绚丽市景的理想地，可见层层叠叠

的摩天高楼、享誉全球的维多利亚海港，以及清新宜人的翠绿山峦；维港风光更是一览无遗。

【香港海洋公园】（不低于 3 小时）游览全球最佳主题公园，乘坐登山缆车登上南朗山或乘坐海洋

列车，进入梦幻水都，亚洲动物天地，寻鲨探秘，到海洋剧场观看海豚精彩表演，体验香港老大街

的风情，体验精彩刺激的各类机动游戏，定能让您与亲人朋友大呼过瘾。

【海龙明珠号或洋紫荆号维港游】（不低于 40 分钟）登上观光邮轮并在游船上享用晚餐，欣赏闻

名世界的维多利亚港及九龙半岛美丽的景色。后送回酒店！

餐食安排 早：特色港式早茶 午：中式桌餐 晚：维港游船晚餐

酒店安排 香港指定酒店

第四天 香港

行程安排

早餐后前往【黄大仙祠祈福】（不低于 35 分钟）参观香港香火最旺、最著名的庙宇之一，在本港

及海外享负盛名。黄大仙，又名赤松仙子，以行医济世为怀而广为人知，故得后人建祠供奉。黄大

仙祠原名啬色园，始建于 1921 年，经过几十年的悉心经营，整个殿堂金碧辉煌，建筑雄伟。

【DFS 环球免税连锁店】（不低于 90 分钟）DFS 集团是成立于 1961 的全球首屈一指的免税企业，

是世界最大的旅游业零售集团及世界最大机场免税经营者，超值的价格，优质的购物环境，客户群

主要以国际游客为主。随着世界最大奢侈品集团 LVMH 的入主,DFS 成为了全世界 60 多个顶尖时尚

品牌的经营者，进入任何一家 DFS 店，你都会即时进入名牌的海洋。

【香港著名国际品牌----谢瑞麟珠宝工厂店】（不低于 120 分钟）TSL 谢瑞麟坚守业内最高标准，

从不妥协。每位专业工艺师，在宝石知识、铸造技术及首饰制作工艺等方面，不单了如指掌，更拥

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创造无数备受全球客人欢迎的经典和具有革命性的首饰设计。无数的赞誉和奖

项，印证了 TSL 谢瑞麟的经营传统、肯定了品牌地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之后送送回酒店或可以自由活动

推荐可以自行前往【香港迪士尼乐园】,进入这如梦似幻的童化世

界，充满奇妙生趣的七大主题区——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反斗奇兵大

本营（亚洲首创）、灰熊山谷（全球首创）、迷离庄园（全球首创）。在这个奇妙的国度里，您可

投入

刺激的旅程、畅游童话世界、与至爱的迪士尼朋友见面，尽情发掘个中的欢乐和趣味。游览瑰丽的

睡公主城堡，来到美国风情的美国小镇大街，前往探险世界乘座“森林河流之旅”寻幽探秘，在明

日世界内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任意穿梭时空，融入童话世界之中，充分感受香港迪士尼乐园带给

你的无限欢乐，各种精彩刺激的游乐设施定会勾起您对童年无限的幻想与回忆。

推荐可以自行前往【长洲岛】是香港 263 个小岛中最具人文历史气息的一个，3000 年前就有人类

居住于此，在旅游带人的带领下，我们黄昏漫步此岛参观当时建造的玉虚宫，沿途小吃美食琳琅满

目，可自费品尝，我们也准备了地道小吃让客人感受岛上本土特色风情。中午我们在长洲岛品尝特

色海鲜午餐。

推荐自行前往【中环、金钟、铜锣湾三大购物区】或【尖沙咀----海港城、柏丽购物大道、崇光百

货等】自由观光，体验香港亚洲国际都会的独特魅力。

餐食安排 早餐：团餐 中：特色烧鹅餐 晚:自理

住宿酒店 香港指定酒店



第五天 香港-贵阳 （准确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行程安排
本日于指定时间酒店大堂集合乘车前往香港高铁站乘高铁返回贵阳，（如遇高峰期无法买到直达高

铁票，将由香港高铁--深圳/广州，再乘高铁回贵阳）结束愉快的香港澳门之旅。

餐食安排 无

◆ 旅游服务标准：（注意后附补充协议，请签订合同时与客人一同签署）

费

用

包

含

用餐

行程中列明的团队餐食（常规正餐 HKD35，7 菜 1 汤，澳门维景酒店葡国菜自助餐 HKD100；

早餐：麦当劳指定早餐 HKD20、港式早茶早餐 HKD35 普通早餐 HKD20），已经包含行程中列

明的特色餐；特别说明：飞机餐视为正餐，以航机上提供为准，落地后不再另外补餐或退费；港

澳地区的团队餐口味偏淡，并因为团队餐厅数量有限，用餐时可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团队用餐

为预定用餐制，如因客人原因放弃用餐，餐费不退，烦请留意。

住宿

香港 3 晚、澳门 1 晚旅游团队酒店双人标准间（酒店房间原则上安排同性别两人一房；夫妻团员

在不影响总用房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房间，但本团队出现单男单女情况，导游或领队有权拆

分夫妻或安排加床；出现客人单数时会安排 3 人间，要求单住的客人请另补单房差费用。若此团

队占床位客人为偶数（双数），领队有权在同性别客人房间加床或者拆分夫妻后加床在客人房间

（客人可以按抓阄方式决定领队加床的房间）。港澳酒店因注重环境保护原因，通常不提供一次

性洗漱用品，请自备拖鞋、牙膏、牙刷等）；香港常用酒店：【荃湾帝盛】或【黄金海岸酒店】

或【荃湾帝景】或【富豪系列酒店】或【九龙丽景】或【恒丰酒店】或【皇悦系列酒店】或【假

日系列酒店】或【逸东酒店】或【诺富特系列酒店】或【维景系列酒店】或【丽东系列酒店】或

【龙堡酒店】或【华美达系列酒店】或【华丽系列酒店】或【海逸系列酒店】或【天际万豪】或

或【北角粤华】或【城市花园酒店】或【珀丽系列酒店】或【兰桂坊系列酒店】或【青年会系列

酒店】或【港岛太平洋】或【中环丽柏】或【翠雅山房】或【华美系列酒店】或【丽都/丽悦酒

店】或【英皇骏景酒店】或【悦来酒店】或【如心系列酒店】；澳门常用酒店：【葡京娱乐城酒

店】或【金沙城喜来登酒店】等！

交通

贵阳香港/澳门单程直飞机票及机建燃油附加税费（团队经济舱）、（团体票）、香港、澳门旅

游资质车辆，保证一人一正座（不占座位的小童除外）；单程高铁动车！

参考航班：香港航空 贵阳/香港 澳门航空 贵阳/澳门（准确航班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景点 香港海洋公园、海龙明珠号或洋紫荆号乘船夜游维多利亚港；

导游 全程领队、香港、澳门当地中文导游；香港、澳门导游服务费；

费

用

不

证件

有效港澳通行证及香港、澳门各一次有效往返签注（工本费：110 元/人，客人自行办理证件，

费用交公安局）。儿童 2-21 岁不占床大小同价，占床+1000，（12 岁以上小孩建议占床）(特

别注意：因 2014 年 9 月 15 日后港澳通行证升级为全新的“智能卡”式的证件，旅行社工作人

员从证件的签注信息上无法识别签注是否已经使用过，所以参团客人必须自行确保港澳通行证的

有效期及至少香港一次及澳门一次有效的往返签注（并未使用过的），（如果是团队旅游“L”



含 签必须出团前 3 天报给组团社制做旅游局及边防局名单），若因为证件及签注问题造成客人无法

顺利出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客人自行负责。)

保险 旅游意外保险（强列建议客人购买旅游意外保险，保险费用：30 元/人，保险金额：25 万元/人）。

其它

1、燃油波动：国际油价波动引起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的临时上涨，上浮具体金额遵照各大航

空公司的有关通知执行；

2、旅游期间一切私人性质的消费，如：洗衣，通讯，娱乐等，行程中未提及的其它费用；

3、贵阳交通：贵阳市区往返贵阳龙洞堡机场交通费用；

4、按照国际惯例，小费是给服务人员服务的报酬和认可，若境外相关服务人员（酒店、餐厅等）

服务出色，游客可适当给予服务小费（金额：人民币 20-50 元/次不等）；

5、因战争，台风，海啸，地震等不可抗力而引起的一切费用。

特

别

提

示

１、我社领队及当地导游可根据天气，交通及其它突发事件对上述行程中所列景点的游览顺序进行调整，

但保证决不减少景点数量和游览时间；

２、旅游目的地接待社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请在出发前向团队领队索取；

３、烦请各位游客详细阅读本旅游行程，并请结合旅游行程安排考量自身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游，

游客应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承担责任。特殊人群（包括但不限于）：重症疾病患者、70 岁及以上的高

龄老年人等，必须出具三个月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需证明客人身体健康状况适

宜参加此次旅游，并且必须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直系家属一起陪同出游才能参团。另香港、澳门政

府有权利拒绝中国大陆地区的孕期妇女入境，建议孕期妇女不要参团港澳旅游；

奇迹港澳 5 日补充协议书
在本次香了香港澳臻选双城 5 日安排中，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和另付费

项目需要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它旅游者的行程安排”。在本次旅行过程中，应旅游者（乙

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旅行社（甲方）协助安排旅游者（乙方）旅游购物场所和另付费项目，并达成本

补充协议，作为本次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

一、购物----香港、澳门（香港澳门为闻名世界的“亚洲购物天堂”，齐聚全球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常年

都有折扣促销，香港是世界潮流的发源地之一，您定能在这座国际大都市购买到物超所值的各类商品。）

编号 店 名 售卖商品种类 停留时间 备注

01.
DFS（GALLERY）国际免税店

（香港当地大型奢侈品商场）

全球各国名牌奢侈品(全球连锁的国际奢

侈品店，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均有连锁)
90 分钟 香港

02.

香港著名品牌谢瑞麟珠宝工厂店或钻

表城奥特莱斯或富豪会综合购物商场

（MP 亚洲免税/都会免税/百荟城等）

综合性商店（珠宝、名牌、免税百货、国

际名表等综合性商场） 120 分钟 香港

03. 朱古力 朱古力或珊瑚 20 分钟 香港

购物场所说明事项：

1、应旅游者要求指定参观以上旅游购物场所，旅行社协助旅游者核实购物场所的资质；



2、旅游者在正规商家购买商品时结合自己的需求及喜好请购物，并保留好购物发票，若在购买后出现任何商品

质量问题请与商家直接联系，旅行社可在能力范围内协助旅游者与正规商家进行沟通；购物后最长 180 天内（特

别约定：购物商品的退换货期限以商家购物发票上的规定有效期限为准）没有划伤痕迹或没有使用痕迹、没有损

坏、保持原包装（并不影响商品第二次销售）没有使用过及不缺配件，可以申请退换货，退换货处理周期 3-6

个月。手表、电器等购物后退货相当困难，购买后就会有很细微的划痕及使用痕迹（商家受理退货时会用放大镜

仔细检查），通常退货会按商品原价的 5-7 折，打折后退货。请购物前仔细考虑好，敬请留意。 (除刷卡 5%银

行手续费由客人自行承担外)，退换货的处理按购物场所的要求进行，甲方应积极协助旅游者处理；烦请留意：

食品、保健品、烟酒类产品一经购买，无法办理退货。

3、旅行社不建议旅游者在行程过程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店购物，因旅行社无法获悉

此类商家是否为正规商店，出现任何质量或其它问题，旅行社无法协助旅游者与商家沟通。旅游者若在此类商店

购买商品后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负任何责任。

游客承诺：我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同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本补充协议书、旅游行程等全部材料，充分理

解并清楚知晓此次旅游的全部相关信息，平等自愿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协议并确认：

旅行社已就本次旅行中的上述协议购物店及自费项目的特色，旅游者自愿参加购物的相关权益及风险对我进

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经慎重考虑后，我自愿选择参加上述购物店及自费项目，此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中并没有

受到任何人的威逼引诱，更未受任何人的强迫，以上所有的内容均是本人的个人意愿。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自

愿参加上述项目，理性消费，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因旅游行社不能控制原因无法安排的，我对旅行社予以

理解，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本人同意导游在不减少旅游景点数量及参观时间的前提下，本着优化旅游体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旅游景

点的游览顺序。我自愿同意此协议书为旅游合同的补充协议，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旅行社（盖章）或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旅游者（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港

澳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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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一、香港购物提示：

1、购买珠宝请认准品名并要求商家出具权威机构的品质鉴定书。

2、购买鉆石要根据美國或欧洲权威测评机构出具的品质鉴定书来认证其价值和品质。

3、购买手表请认准品牌、型号及原产国；并向商家索取品质证书。

4、购买电器及电子产品需认准品牌及型号及产地，并向商家索取质保证书和保修卡。

5、购买化妝品请认准品牌，分清规格，识别有效期等。

6、因为是游客自行自由购物，所以我们不提供任何协助退换货的服务，敬请客人谅解。

二、港澳游览期间注意事项：

1、遵守当地法律及法规：

(1)随身携带并保管好自己的港澳通行证，以备当地警察随时查验，如有遗失，请速报警。

(2)遵守交通法规，港澳地区汽车靠公路左侧行驶，过马路时，请遵守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走人行

横道。

(3)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违者罚款。

(4)不可在禁烟的地方抽烟。

(5)不可从事任何收取报酬的工作。

2、酒店内的注意事项：



(1)港澳地区的酒店多为欧美式酒店，无牙膏，牙刷，拖鞋等个人用品，请自行携带。

(2)酒店内有收费电视，如果收看该种电视，请离店时到前台付费。

(3)酒店房间内小冰箱里的食物，是不含在团费中的，如果享用了这些食物，请离店时到前台付费。

(4)使用酒店房间内的电话拨打市内，国际长途请自觉付费。

3、货币兑换：

(1)港澳地区通用货币为港币，人民币只能在珠宝店，百货店等少数商店使用。

(2)在银行、酒店或替换店均可兑换港币。

4、其它注意事项：

(1)寻求紧急救援：遇有紧急事件，包括遗失、遇贼、意外受伤、急症、火警等等，均可拨打 999 电话求

援。香港的公共电话均可免费拨通此号码。另外，也可向街上的巡警或到警局报案。

(2)随身物品：随身贵重物品自行保管，谨防扒手。

三、出入境的注意事项：

1、团队旅游，在过关时，请听旅行社工作人员和领队的指挥，按出入境名单顺序排队过关。

2、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贵重物品不可放在行李箱内托运，防止被别人掉包。不要帮助陌生人拿东西。

3、证件：请随身携带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如无身份证，携带户口本。

4、出境携带物品注意事项：

(1)客人可携带有银联标志的信用卡在港澳消费，也可在深圳关品换汇，最好是选择银行换汇。

(2)如携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数码相机，手提电脑等物品，请提前向海关申报，并保存申报单。

(3)免税品：每人限带 200 只香烟及 1 瓶酒。

(4)如携带文物出境，需持省级文物管理单位证明。

(5)禁止携带枪支，弹药，毒品。

(6)遵守其他相关规定。

5、入境携带物品注意事项:

(1)购买摄像机，有变焦镜头的摄像机等物品，须向海关报备。

(2)禁止携带淫秽，反动的书刊及音像制品入境。

(3)禁止携带生鲜的动植物入境。

(4)禁止携带枪支，弹药，毒品。

(5)遵守其他相关规定。

6、 团员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前往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有关出入年境条例及海关规定，遵守当地法规和尊重当

地人民的风俗，如有违反，后果自负。

7、 团队在出入境口岸。一般情况下办理各种手续需等候 1—2 小时，遇节假出入境的人数较多，等候的时

间更长，敬请理解和配合。

8、 根据边防有关规定，旅行团为集体组织，团员不得擅自离队，不得擅自改变形程安排。如需探亲、访友，

需安排在计划游览项目结束以后，绝不允许在境外滞留不归，以保证集体出入境的顺利。如有违反，其

后果自负并承担给团队带来的各项损失。

9、 在酒店，要衣着整洁，不要穿着睡衣在大堂内走动：所洗的衣服只能挂在卫生间内：不得损坏房间设备：

酒店内不得大声喧哗：并在规定场所吸烟：烟头不得扔在地上。吃自助餐时要取食适量，请误造成浪费。

自助餐食物只能在餐厅内食用，不得带走。凡事要互相礼让，充分体现中国公民的良好教养和精神文明。

一切贵重物品（包括通行证、身份证、现金等）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放在旅游车上或酒店房间内，以防

不测如有遗失，本公司该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出入境的温馨告知：



1、通讯方式：

(1)自带手机：出行前请自到电信局开通国际漫游。

(2)使用境外酒店电话须现在酒店前台交押金，并附加酒店服务费。港澳地区可购。买电话磁卡或使用投

币电话。

(3)港澳地区打回电话：0086+23+电话号码

家里与您联系： 香港 00852+（电话号码）澳门 00853+（电话号码）

2、气候：香港、澳门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1、2 月平均气温 15 度，7、8 月平均气温 28 度。

3、备注：香港、澳门的酒店因环保因素是不提供毛巾、拖鞋、牙刷等物品的，请出自行发前带上。香港、

澳门地区的电压为 110 伏，需自备大三孔的英式转换变压器插座或向酒店借用。旅程中防止剧烈运动和

过度兴奋。

4、行李：

(1)每位乘机旅客可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重量不超过 20KG，体积：长、宽、高合计小于 269 公分），箱

包在托运过程中如有损坏，又航空公司照章赔偿。

特别提醒：托运行李中不可放贵重物品、现金和易碎物品，更不能放违禁物品

(2)每位旅客可随身携带行李一件（长、宽、高合计小于 155 公分），请随时带在身边不要交于别人保管。

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5、海关申报：高档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等，出境时请报关，入境时请出示报关单，如在境外购买，入

境时须依海关规定纳税。从 2010 年 8 月 1 日起，从大陆入境港澳地区限带香烟 19 支，酒一瓶（1.5

升以下）但不适用 16 岁以下游客。请游客注意！

6、 货币兑换：可携带 20000 元人民币或 6000 元美金，可在前往国机场、银行、酒店兑换。兑换汇率参

考：香港、澳门：1 港币=约 0.8 元人民币。

特别提示：不要与不认识的人兑换现金，以免上当受骗。

7、安全：

(1)游客不得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风俗习惯、宗教禁

忌的项目或者活动。

(2)注意当地车行方向规定，遵守交通规则。

(3)晚间休息，注意检查房门、窗是否关好，贵重物品可放在酒店保险柜或贴身保管。

(4)护照证件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请勿交给他人或留在车上、房间内。行走在街上特别注意小偷、抢劫

者，遇紧急情况，尽快报警或通知领队、导游。

(5)下车是请记住车号、车型。如迷路请站在曾经走过的地方等候、切不可到处乱跑，最稳当是随身携带

酒店卡，在迷路是打的回酒店。

(6)出入境时，不要帮他人携带物品，更不要帮陌生人，注意将旅行包看管好，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7)夜晚外出，最好邀约 3 人以上并有男士一道，并告知领队去处，注意 11 点之前回酒店。

(8)飞机起飞、降落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要互换座位，必须待飞机平飞后进行。船上按要求穿好救生

衣。

8、饮食习惯：港、澳地区餐食较重庆口味清淡、且偏甜，不习惯的游客可以自带一些榨菜，辣酱调剂，或

请领队或导游在餐厅要些当地辣酱，强制自己多吃饭，以保证有充沛的精力游览。

9、信用卡：境外购物店铺支持刷银联卡和信用卡，按照当日银行汇率结算。

旅游者确认：（以上资料属实，已阅读并同意本行程内容及记载的服务项目、条款及附加协议）



旅游者认可以上行程安排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旅行社签约代表（联系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