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迪拜4天3晚经典行程（当地四星级）

游览国家：阿联酋

上下车地点：Dubai 迪拜，接机时间：5:00-22:00 接机地点：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住宿：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全程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迪拜-阿布扎比-迪拜-沙迦-迪拜

 第1天迪拜  

    
 行程概述  

  乘坐乘坐飞机前往迪拜。抵达后办理入关手续,专车接机。导游为您介绍当地风俗习惯及
注意事项，随后送至星级酒店休息。

 

 上团地点  

  Dubai 迪拜，接机时间：5:00-22:00 接机地点：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全天  

请注意：此线路两人起订，预订需二次确
认！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2天迪拜 阿布扎比 迪拜  



    
 行程概述  

  

早餐后途经迪拜自由贸易区和【世界第一大人造海港】Jebel Ali
海港跨越著名铁链桥前往首都【阿布扎比】，它可谓是座沙漠上的花园城市。后前往【F
1 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外观游览，拍照留念。沿途外观庄严【中国驻阿大使馆】及【国
会大厦】【文化广场】【七杯壶】【玉炮】。外观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它是采纳
传统阿拉伯皇家典范与西方贵族奢华风格完美地结合设计理念犹如皇宫一般更显〝皇者
气派〞。午餐后前往阿布扎比最新落成的 【朱美拉阿联酋联合大廈 - Jumeirah at
Etihad Towers
】世界奢华品牌名表时装、皮包香水、一应俱全。因阿联酋免税制度，您定会"喜出望外、
大获丰收"。后参观阿联酋最大的【扎伊德大清真寺】是为已故老国王扎伊德所建。寺内
有以数以万计的宝石镶嵌，水晶珠宝吊灯，全世界最大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使用希腊
的玉石包裹着，白色典雅格外庄严肃穆。

 

    
    

全天  

      

法拉利主题公园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

  

  

[法拉利主题公园] 
座落在首都阿布达比雅斯岛上的“法拉利世界”（Ferrari World
）是独特多感官的主题公园，也是全球唯一的法拉利主题公园，斥资400亿美元打造。
Fiorano GT Challenge一个高速的云霄飞车，去尝试跟随法拉利F430Spider
体验在数个急转弯时上下左右的翻转以及冲向终点的感官刺激。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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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 
誉为全世界造价最贵的-酋长皇宫酒店，车子缓驶进媲美欧洲皇室的御花园，穿过如巴黎
凯旋门般的大门，如梦一般，落入眼帘，举目所及皆是金碧辉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
颜色大理石，施瓦洛世奇水晶吊灯及全世界最大纯金打造圆顶...，奢华设计当中又具科
技感，此酒店是为国王所设计的，当然是如国王般的待遇与享受。

 

    
    

 餐饮：早餐：包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3天迪拜【全天自由活动】  

    
 行程概述  



  （注：全天不安排用车导餐，以便客人灵活掌握购物及活动时间） 友情建议购物地点：
① Dubai Mall 【迪拜商城】 ② The Mall of Emirates 【阿联酋商城】

 

    
    

全天  

      

购物中心Dubai Mall

  

  

[购物中心Dubai Mall] 
这里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免税购物天堂，一个荟萃全球各大顶级品牌的中心，在这里可以
外观巨大的水族馆，观赏千姿百态的水中生物及鱼类；可以自费乘坐世界最快的电梯登
上世界最高塔Burj Khalifa；还可以观赏到全世界最大最高的音乐喷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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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出的水柱比50层楼还高，瞬间可变
出1000多种造型，使人大开眼界。

 

    
    

 餐饮：早餐：包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当地四星酒店标双  
    
    

 第4天迪拜 沙迦 迪拜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中东最大的【黄金市场】金银珠宝应有尽有。途径【香料市场】浏览。乘坐
传统【水上的士】“Abras”跨过Creek
海湾欣赏两岸【古代商人大屋】及现代建筑呈现原始迪拜沙漠中的人民生活状况及因石
油财富而快速发展历史。参观【伊斯兰艺术文化中心】汇集了整个中东地区最珍贵的手
工艺品，很多名贵展品为中东各国元首所赠，绝对是收藏家的天堂！外观迪拜【酋长皇
宫】、外观【茱美拉清真寺】、外观世界最奢华七星级【帆船酒店】、外观【Emirates
Hills】高级绿茵住�区、外观【Dubai Marina
】耗资100亿美元建造的迪拜海滨城，是可容纳12万人口新城市。乘坐【高空观光轻轨】
进入号称「世界第八大奇景」-【棕榈岛】它是以棕榈树为外型由50间豪华酒店、250间沙
滩别墅、2400栋海景大厦、购物中心、水上乐园、游艇会、购物中心、运动水疗设施组
成与【The World世界岛】形成“姐妹岛”
。外观著名的【亚特兰蒂斯酒店】。午餐后前往阿联酋第三大城市【沙迦】- “
穆斯林宗教文化中心”
。外观【文化广场】、外观【古兰经纪念碑】、外观【法萨尔王清真寺】、参观【火车
头黄金市场】它以独特火车头外形，系阿拉伯纯正传统的黄金手工艺品市场，相信您也
可挑选到具有当地特色和升值空间的手工艺品。专车送往迪拜机场办理登机，您仍可在
迪拜机场内【世界最大机场免税店】Duty Free来弥补您意犹未尽的购物兴致。

 

    
    



全天  

      

世界岛

 

帆船酒店

 

棕榈岛

 

      

火车头市场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黄金市场和香料市场

 

 

  

[世界岛] 
世界岛（The World Islands
）位于阿联酋迪拜沿岸，每个岛屿的面积从23000平方米到83600平方米不等，相邻岛屿之
间至少要隔着50米宽的海域。建造这一地理奇观的初衷是用300个形状模仿世界各大洲的
人工岛屿组成一个微缩版的地球。
“世界岛”
是世界最大人造海岛。这些岛上将设有酒店以及各种休闲旅游设施，整个工程项目的规
模堪称现代“世界第八大奇迹”。
[帆船酒店] 
阿拉伯塔酒店因外形酷似船帆，又称迪拜帆船酒店，酒店建在离沙滩岸边280米远的波斯
湾内的人工岛上，仅由一条弯曲的道路连结陆地，共有56层，321米高，酒店的顶部设有
一个由建筑的边缘伸出的悬臂梁结构的停机坪。
[棕榈岛] 
世界第八大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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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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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头市场] 
火车头市场如其名，外形酷似一个火车头，其寓意是通过这个“火车头”
能将沙迦人带向一条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从外观上，这个建筑还是非常漂亮的，蓝白
相间，随处可见美丽的花纹，极具阿拉伯特色。走进内部，其实就是一个市场，上下两
层，分为左右两个建筑，由中间一段长廊衔接，一边卖金银珠宝，一边卖手工艺品和其
他杂物。店铺的数量还是很多的，细逛的话也能逛上很久。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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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市场和香料市场] 
这里有上千家店铺均出售黄金首饰及各种香料，如迷宫般让您仿佛置身旧时的集市给您
在此驻足的一个最好理由，让您看尽迪拜多样特色手工艺品。这里陇列着阿拉伯香料、
香水等物品。附近的黄金市场，可以看到目眩的黄金及不同风格的项链、金耳环、金手
镯等。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闲逛到附近的古董市场，在那里挑上钟意的咖啡壶、阿拉
伯箱子或手工艺品。不要太过失望，要知道正是此地的金融种子，造就了迪拜的辉煌。  

 

    
    



 餐饮：早餐：包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行程中所列星级酒店的双人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如您的参团人数为单数，请与我们联系1.
确认是否可以安排拼房或安排三人间，也可选择补差价安排单人间）。

全程每日酒店提供早餐。2.
全程中文导游（导游不进入景点内部讲解）。3.
包含迪拜博物馆门票、水上的士船票、轻轨门票，阿布扎比清真寺门票。4.
餐早餐为酒店国际自助，3餐中式团餐，每人每天 2 瓶矿泉水。5.
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带一位10岁以下小孩同住双人间，小孩不占床可享受65折优惠价。6.
小孩占床则与成人同价。一位成人带一位小孩，小孩与成人同价。

费用不含

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1.
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酒水饮料、餐厅白开水等）。2.
客人的个人境外旅游保险。3.
中餐晚餐：行程中导游会向客人推荐当地美食或者中餐，客人可以自行选择用餐4.
酒店单房差。5.
自费项目（详见下表）及客人的私人开销。6.
超时费用：全天车导司机服务时间为10小时，如超时按每人每小时5美金收取加时服务费。7.

*以上行程顺序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会因出发日期，天气，交通等因素有所调整。

以下为自费项目参考

旅游项目 每人收费（美金）
沙漠冲沙 - 陆地巡洋舰 （含沙漠营地篝火烧烤晚餐
）

80
沙漠冲沙 - 美国悍马 （含沙漠营地篝火烧烤晚餐） 140
迪拜皇室御用游船 （含阿拉伯特色龙虾烧烤晚宴） 105
夜海游船 （含阿拉伯特色自助晚餐） 70
豪华大型游艇畅游新迪拜（不含餐）全程2小时畅游 80
深海钓鱼 （含鱼竿、冷饮） 150
阿玛尼酒店 Armani Hotel 国际自助早餐 100



阿玛尼酒店 Armani Hotel 国际自助午餐 120
阿玛尼酒店 Armani Hotel 国际自助晚餐 140
古堡皇宫酒店 Old Town Palace Hotel
国际自助午餐

100
古堡皇宫酒店 Old Town Palace Hotel
海鲜烧烤自助晚餐

140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国际式印度午餐

100
六星级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亚洲海鲜晚餐

130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国际自助早餐 170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亚洲海鲜午餐 200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亚洲海鲜晚餐 220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海底餐厅晚餐 （3菜套菜）

260
七星级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海底餐厅晚餐 （4菜套菜）

370
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国际自助午餐

140
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国际自助晚餐

160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At The Top 登塔门票 80
阿曼穆萨丹姆全生态游 （含阿拉伯渔船农家特色午
餐）

150
直升机迪拜全景鸟瞰 （15分钟 / 30分钟） 300/500
热气球迪拜深度探险 （飞行1小时）（全程5小时含
早餐饮料）

300
失落海底世界水族馆门票（外观 / 内观） 25/60
高空轻轨浏览棕榈岛车票 20
首都法拉利主题公园门票（含19项娱乐活动） 120
疯狂河道Wild Wadi迪拜水上乐园（6小时） 100
国际高尔夫休闲俱乐部（18标准洞-含球杆、球车） 400
六星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冒险乐园（6小时） 125
水上飞机（提供 40 分钟飞行的高空观光游览） 150
注：门票价格和景点开放时间会因季节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