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风树影 ●   海南 5/6 天热带风光度假之旅
线路 2：海口入境 - 兴隆 - 三亚出境（团号：HSS6）

DAY1 海口入境 Haikou X
六天团：

线路 1：海口入境 - 兴隆 - 三亚 - 海口出境（团号：HSH5）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一抵达 月份 周一抵达

2019. 04 1, 8, 15, 22, 29 2019. 10 7, 14, 21, 28

2019. 05 6, 13, 20, 27 2019. 11 4, 11, 18, 25

2019. 06 3, 10, 17, 24 2019. 12 2, 9, 16, 23, 30

2019. 07 1, 8, 15, 22, 29 2020. 01 6

2019. 08 5, 12, 19, 26 2020. 02 7, 24

2019. 09 2, 9, 16, 23, 30 2020. 03 2, 9, 16, 23, 30

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HAK），专人接机后，前往海口市区，
一路上将欣赏到美丽的海岛风情，然后入住酒店，自由活动。免
费接机时段：0730AM-2300PM，2 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
接机。如不在免费接机时间段范围内需要安排单独接机，2 人需
另付：USD80/ 车 / 次，不含导游。。
 
酒店早餐后，游览【五公祠】，然后前往琼海，车览“母亲河”-
【万泉河】，车览名扬天下的【红色娘子军塑像】，参观【博鳌
亚洲论坛成立会址外景】，然后前往兴隆，抵达兴隆并往兴隆【热
带药用植物园】（不含电瓶车人民币 RMB20 元 / 人）游览；些许
累了于 < 宝树堂 > 免费享受足疗按摩，餐后入住酒店。
Visit：Five gongs、Boao Forum for Asia set up site location、
Tropical Medicinal Botanical Garden

早餐后，游览【椰田古寨】。然后前往三亚，车览【香水湾】，
可观海岸守护者“青皮林”自然保护区，途经分割海南岛气候的
分界山脉 - 牛岭，游览“天下第一湾”---【亚龙湾海滩】；午
餐后参观【海螺姑娘活体贝壳馆】。参观 < 竹炭生活馆 >。午餐
后参观【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含电瓶车 )。免费品尝 < 海南生态
茶叶 >，接着前往参观 < 珠宝展览馆 >。
Visit：Coconut Tianzhai、Yalong Bay Beach、Conch Girl Living 
Shell Museum、Yalong Bay International Rose Valley (including 
battery car)

酒店早餐后参观 < 中国丝绸馆 > ！乘车欣赏【椰梦长廊】，接着
参观【南山佛教文苑】( 含电瓶车 )。眺望【109 米海上观音】之神韵。
午餐后驱车前往三亚的地标 -【鹿回头山顶公园】( 含电瓶车 )。
在山顶，可以远眺【三亚全景】和【波浮双玳岛】，及著名的冬
泳胜地 -【大东海】。车览世界小姐的选美之地【美丽之冠外景】。
接着参观 < 美丽汇 >，自由选购自己心仪的商品。是日晚餐自理。
Visit：Nanshan Buddhist Literature Garden、Luhuitou Peak 
Park (including battery car)

早餐后自由活动一天（全程不含正餐、不含用车）。

早餐后，自由活动！送机。免费送机时段：0800AM-2300PM，
2 小时以内离开的航班，一起送机。

指定自费：
【博鳌水城会址】+【南山南海观世音菩萨像】+【椰田古寨】+【鹿
回头山顶公园（含电瓶车）】+【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含电瓶车）】
=USD18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美丽之冠观看大型拉斯维加斯原创歌舞秀（RMB280 元 / 人）
海鲜大风味料理或海边的 BBQ（RMB200 元 / 人）
博鳌玉带滩（RMB70 元 / 人）
三亚千古情大剧院上演的大型歌舞《三亚千古情》，浓缩了三亚
万年历史文化与传奇（RMB320 元 / 人）
Optional items:
Beautiful Crown to watch the big Las Vegas original song and 
dance show=RMB280P.P
Seafood dishes or BBQ on the beach=RMB200P.P
Boao Jade Belt Beach=RMB70P.P
The large-scale song and dance "Sanya Eternal Love" staged in 
the Sanya Ancient Love Theatre, which condenses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legend of Sanya=RMB320P.P

DAY4 三亚 Sanya             B/L/X

DAY5 三亚 Sanya     B/X/X

DAY6 三亚出境 Sanya     B

DAY2 海口 - 兴隆 Haikou-Xinglong           B/L/D

DAY3 兴隆 - 三亚 Xinglong-Sanya            B/L/D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

线路 1：HSH5

CAD99 CAD149  CAD69 CAD210
线路 2：HSS6

CAD99 CAD199  CAD89 CAD240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2 人 / 趟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HSH5 HSS6

180 50 60 80 130
1. 以上是针对华人成人（非学生团）的价格，非华人成人需补

USD1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
接 / 送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
额支付。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

     费含导游、司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00/ 人 / 天脱团

费用，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

据行程更换景点。
●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

提前通知。

行程亮点：
畅游海岛，领略别样热带风情
○ 海口：魅力海口，娱乐之都，品味之城。
○ 三亚：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携手夕阳下。
● 椰田古寨：四季如夏，气候宜人，椰树成林，旖

旎的自然人文景观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为一体，
蔚为壮观

● 大东海：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 中国四十佳景 " 之一，
     获赞“水暖沙白滩平”。
● 亚龙湾海滩：三亚归来不看海，有着“东方夏威
     夷”、“天下第一湾”的美称。
●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玫瑰之约—浪漫三亚，品读
     浪漫休闲、感悟美丽人生。集玫瑰种植、玫瑰文
     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亚洲规模最大的
     玫瑰谷。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 海口：新奥斯罗克大酒店 / 同级
○ 兴隆：兴隆幸福季度假酒店或同级
○ 三亚：忆源轩宇大酒店 / 同级
Haikou:Oscar Hotel/similar
Xinglong:Happy Season Resort/similar
Sanya:Yiyuan Xuanyu Hotel/similar

DAY1 海口入境 Haikou X
五天团：

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HAK），集合地点：汉堡王门口 /Meeting 
Point : front door of Hamburg King，专人接机入住酒店，自由活动。
免费接机时段：0730AM-2300PM，2 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
机。如不在免费接机时间段范围内需要安排单独接机，2 人需另付：
USD80/ 车 / 次，不含导游。

早餐后游览【五公祠】，然后前往【飞禽世界】，母亲河【万泉河】，
观看【红色娘子军】塑像，【博鳌水城】，参观【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会址】，游览兴隆【热带药用植物园】，抵达兴隆并往兴隆【热带药
用植物园】（不含电瓶车人民币 RMB20 元 / 人）游览 , 些许累了于 <
宝树堂 > 免费享受足底按摩，餐后入住酒店。
Visit：Five gongs、Red lady army statue、Boao Water City、Boao 
Forum for Asia Established、Tropical Medicinal Botanical Garden

早餐后车游【青皮林自然保护区】，体验森林部落—【椰田古寨】，
然后参观 < 竹炭生活馆 >，参观【海螺姑娘创意文化景区】（约 60 分钟），
接着免费品尝 < 海南生态茶叶 >；然后车观【椰梦长廊】和【美丽之冠】。
Visit：Coconut Tianzhai、Yalong Bay International Rose Valley 
(including battery car)

早餐后车览【亚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游览南海清山—【鹿回头山
顶公园】（含电瓶车），接着前往参观 < 珠宝展览馆 >。前往【南山
文化旅游区】（游览约 180 分钟），参观【南山南海观世音菩萨】。
参观【丝绸馆】。返回海口，是日晚餐自理。
Visit：Luhuitou Peak Park (including battery car)、Nanshan Cultural 
Tourism Zone、Nanshan Nanhai Guanyin Bodhisattva

早餐后，自由活动！送机。免费送机时段：0730AM-2300PM，2 小
时以内离开的航班，一起送机。

指定自费：【博鳌水城会址】+【南山南海观世音菩萨像】+【椰田古寨】
+【鹿回头山顶公园（含电瓶车）】+【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含电瓶车）】
=USD18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美丽之冠观看大型拉斯维加斯原创歌舞秀（RMB280 元 / 人）
海鲜大风味料理或海边的BBQ（RMB200元/人）博鳌玉带滩（RMB70元/人）
三亚千古情大剧院上演的大型歌舞《三亚千古情》，浓缩了三亚万年历史文
化与传奇（RMB320 元 / 人）
Optional items:
Beautiful Crown to watch the big Las Vegas original song and dance show=RMB280P.P   
Seafood dishes or BBQ on the beach=RMB200P.P
Boao Jade Belt Beach=RMB70P.P
The large-scale song and dance "Sanya Eternal Love" staged in the Sanya Ancient Love 
Theatre, which condenses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legend of Sanya=RMB320P.P

DAY4 三亚 - 海口 Sanya-Haikou            B/L/X

DAY2 海口 - 兴隆 Haikou-Xinglong B/L/D

DAY3 兴隆 - 三亚 Xinglong-Sanya         B/L/D

DAY5 海口 Haikou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