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迷阿联酋 纯玩无购物

阿拉伯异域风情迪拜5日游【团号：TDB】
线路：迪拜入境 - 阿布扎比 - 沙迦 - 迪拜出境

行家行程亮点：
● 看当地最著名博物馆—迪拜文化博物馆，逛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街—伊朗小镇，
      游当地人最集聚之地—Dubai Mall 迪拜国际购物中心。
● 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榈岛”—花费 140 亿美元打造的全球首个棕榈叶形状
      的岛屿。从高空俯瞰迪拜，依稀可见两棵巨大的棕榈树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
      仔细辨认，棕榈树竟是由一些错落有致、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
● 全世界“最”倾斜的人造建筑“首都之门”—这座集酒店和办公场所为一体的
     综合建筑名为“首都之门”，其整体结构从 12 层开始朝西倾斜角度达 18 度，
     几乎是意大利比萨斜塔倾斜度的 5 倍。于 2010 年 6 月 6 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为全球倾斜度最大的人工建筑。
● 室内主题公园“法拉利世界”—一个庞大的三角形红屋顶下，毗邻一级方程
     式阿布扎比站的赛道。是全球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占地达 86000 平方米，拥
     有 Ferrari GT 经典的流线车侧设计、面积达到 20 万平方米的火红屋顶，屋顶上
     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巨型跃马厂徽。
● 世界第一高建筑“Burj Dubai 哈里发塔”—原名迪拜塔，又称迪拜大厦或比斯迪
      拜塔，是世界第一高楼与人工构造物。
●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全程豪华 5 星级酒店。

行家行程亮点：
小尾羊火锅餐  阿拉伯特色自助风味  骆驼奶风味  阿拉伯大饼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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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迪拜 - 沙迦 - 迪拜 1h

迪拜出境 1h

Dubai-Sharjah-Dubai                                                                   B/L/X

Dubai                                                                                             B/X/D

 Dubai                                                                                             B/L/D

 Dubai-Abu Dhabi-Dubai                                                             B/L/D

迪拜 1h

迪拜 - 阿布扎比 - 迪拜 1.5h

贵宾们享受一个没有morning call的早晨，睡到自然醒后，前往餐厅享用早餐。
早餐结束后，前往阿联酋第三大国-沙迦。参观中东文化名城的中心【沙迦文化广场】，【古
兰经纪念碑】是沙迦的标志。以及著名的火车头市场，之后返回迪拜前往伊斯兰文化中心。下午：
自由活动，不含车导。
推荐项目：沙漠冲沙。乘坐陆地巡洋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体验沙漠过山车的快感。让沙子
尽情飞扬！在沙丘顶峰欣赏大漠落日。相信此时的你一定会向往营地的异域风情，休息片刻前
往营地，沙漠最深处。这里有免费的骑骆驼，和烈性鹰隼拍照，品尝阿拉伯风味咖啡、特色椰枣、
甜品及水烟；着阿拉伯民族服饰照相，尝试由阿拉伯独特的植物海娜花纹手绘文化，最最重要
的是有正宗的阿拉伯烤肉以及各种自助晚餐，您可以在用餐的同时欣赏专业阿拉伯舞娘的肚皮
舞表演以及土耳其转圈舞等各色舞蹈。体验异国风情，结束美好的一天，返回酒店休息。 
住宿：5*Ghaya Grand Hotel/similar
Visit: Sharjah culture square, Koranic monument
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早餐后，参观迪拜文化博物馆。之后前往迪拜 Lavita 寝具博览中心（大约浏览体验 60 分
钟）lavita 是一家专门经营乳胶制品的大型高端寝具中心，所有产品属于 100% 纯天然乳
胶制品。也是迪拜皇家御用的寝具品牌，现为迪拜世博会到来之际，面向全世界推广的驿站。
之后跟随导游【Dubai Mall 迪拜国际购物中心】：迪拜购物中心不仅是世界第一大购物中
心，而且销售业绩也将居全球购物中心之首。亲临 DUBAI MAILL, 相当于 50 个最球场，内
拥有超过百余个风味美食店铺，1200多家品牌，内拥有全球最大水族馆，逾万种海洋生物。
午餐自理（为了方便贵宾们在商场游玩）。外观世界第一高楼，斥资 105 亿美元打造的【世
界第一高建筑 -Burj Dubai 哈里发塔】客人可以自费登塔。
傍晚，欣赏到世界最高下的最大音乐喷泉，之后根据航班信息前往机场，结束旅行！
Visit：Lavita bedding center, Dubai Mall Dubai international shopping center, 
Burj Dubai Burj khalifa tower

指定自费：【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榈岛內搭乘轻轨电车】+【黄金与香料市场】+【Dubai 
         Mall 迪拜国际购物中心】+【世界第一高建筑 -Burj Dubai 哈里发塔】=USD280/ 人

推荐自费：沙漠冲沙 =USD80/ 人
          阿玛尼酒店自助晚餐 =USD125/ 人或帆船酒店自助晚餐 =USD220/ 人
Optional items：The desert sand sluicing=USD80P.P
                Armani hotel buffet dinner=USD125P.P or Galleon hotel buffet 
                dinner=USD220P.P

早晨享用酒店国际自助餐。
乘坐【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榈岛內搭乘轻轨电车】抵达位于棕榈岛中央、前往茱美拉
广场　参观茱美拉清真寺（外观）、茱美拉海滨浴场（外观）。前往乘车沿途欣赏【Dubai 
Marina】迪拜海滨城，是一个耗资100亿美元建造的新城市，可以容纳可以容纳120，000人，
朱美拉沙滩和朱美拉广场 ，外观七星级著名的帆船酒店。参观伊朗小镇，迪拜博物馆，前
往迪拜老城区体验特色水上的士——乘坐迪拜的“水上的士”度过迪拜河可以算是一项特
色体验。参观具有中东情的【黄金与香料市场】，香料市场琳琅满目，黄金饰品金光闪烁，
令您目不暇接，在这里你还可以自由选购喜爱的商品。下午前往【运河酒店阿拉伯商业区】
感受中东特色，路途中车览【Emirates Hills】高级绿茵住宅区【酋长皇宫】。
住宿：5*Ghaya Grand Hotel/similar
Visit: Dubai Marina, Gold and spice markets, Canal hotel Arab business district, 
Emirates Hills, Emirates palace
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酒店早餐后，跟随导游驱车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中途车览全世界“最”倾斜的人
造建筑——首都之门 (Hyatt Capital Gate)。
参观位列世界第 3 的阿联酋最大清真寺—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周末及祷告日和特殊仪式除
外 -- 整个建筑及内部装饰用了 55 亿美金，黄金就用去 46 吨，祈祷大厅的地毯是世界上最
大的手工编织地毯，造价580万美金，由1200名伊朗工人采用38吨羊毛历时一年半编织而成，
祈祷大厅的水晶吊灯价值千万美金，是世界上最奢华的清真寺）。游览市容：途经街心公园、
和用 40 吨黄金装饰的八星级级酋长宫殿酒店并拍照留念。国会大厦（外观）。下午车览全
球首家也是全球唯一一家室内主题公园 -法拉利世界 (FERARRI WROLD)：这里几乎是整个法
拉利总部的再现，或者感兴趣的客人自费进园体验。
住宿：5*Ghaya Grand Hotel/similar
Visit: Hyatt Capital Gate, FERARRI WROLD
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特 约 旅 行 社

DAY1
Dubai                                                                                                     X
迪拜入境

抵达迪拜国际机场 DXB，导游接机送回酒店休息。（迪拜酒店 15：00PM 之后可办理入住）
住宿：5*Ghaya Grand Hotel/similar
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团费
日期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 单间差

2019 年 3-11 月 CAD698 USD280 USD50 CAD370

备注：
01. 团费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仅提供中文导游，如需安排英文导游，需补团
    费 USD100/人），所有团费均需于报名时足额支付。12岁以下小孩占床与成人同价，
    不占床按成人团费 80% 收取，2岁以下团费按成人团费 10% 收取。
02. 团费按照至少 6位成人（至少 3间房）的团队计算，如不是则价格另议。
03. 团费不含国际、国内机票及火车票、签证等费用。
04. 价格不适用于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大型节假日期间、大型会议期间，如有需
    要，价格另议。
05. 行程包含免费接送服务一趟，如需多次接送，价格另议。
06. 行程将安排各地优秀地陪，行程大交通（如火车、飞机等）无陪同，如需全陪，价
    格另议。
07. 团费已含 60 岁以上老年票优惠政策，产生老年票将不予退还。
08. 建议至少提前 30 天报名。
09. 报名前如有其他要求，可按照要求更改行程，团费将根据实际费用相应增减。
10. 团费仅含旅行社责任险，不含其他保险 (如：个人意外险等 )，强烈建议组团社出
    团前，在境外为客人自行购买游客旅游意外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