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4晚

簡介
海南岛 迷人的海水、雪白
的沙滩、明媚的阳光，旖旎的
海底世界及富有传奇色彩的少
数民族风情定会使您流连忘
返。这里四季如春鲜花盛开、
瓜果飘香，阳光、沙滩、海
水、空气，还有那多情迷人的
黎苗少女，兴隆康乐温泉，无
不散发着这个热带海岛的特殊
魅力。

氣候與溫度 海南岛气候属
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温度在 22℃一 26℃之间，一
月份，大部分地区平均温度仍
在 19℃以上；最热的七月平均
温度在 28℃一 32℃之间。其中
以 8、9 月份降雨量最为充沛，
时见暴雨出现，也常有台风侵
袭。终年常绿；四时花开，一
年四季皆宜旅游。

行程特色

餐餐美食，顿顿不同 ：
鲍鱼海鲜风味晚餐、
海南四大名菜，
海南各式特色风味餐
参观最具代表性的景点：
南山 108 米海上观音

绝美海岸
风情海南岛之旅

第一天
抵达 海南岛
【晚】
 海口骑楼老街, 老街建築基本屬於“巴羅克”的歐洲殖民色彩。
 海口商業街，包括明珠廣場、望海國際廣場、DC 城、樂普生商業大廈等
新老商場為一“圈”,那裏購物應有盡有,讓你購的快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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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海口～琼海～兴隆
【早午晚】
 博鼇亞洲論壇成立會址景區，參觀 4A 級經景區亞洲人對話平臺。
 玉帶灘（含船票），乘船遊覽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分隔河、海最狹長的沙灘半島。
 興隆南藥热带植物園，參觀熱帶、亞熱帶藥用植物的理想基地,還可以見到“見血封喉”
等罕見的一些植物。
 車覽興隆華僑旅遊城，全國最大的華僑農場-聚居東南亞一帶熱帶地區的歸國華僑為主,
彌漫異國風情。
 入住興隆興隆華僑旅遊城區溫泉酒店,享受天然溫泉浴。
第三天
兴隆 -三亚
【早午晚】
 亞龍灣旅遊度假區，國家 4A 級景區，被中外公認國內最頂尖、無愧於“天下第一”盛名的
海灣。
 南山佛教文化苑，著名的 5A 級景區，集中外園林、佛教文化於一體的福澤之地仰瞻雄偉的
大雄寶殿、膜拜世紀之作——海上 108 米的三面觀音聖像。
 鹿回頭山頂公園，4A 級景區，這座山三面臨海,狀似坡鹿,高 275 米,登上鹿回頭山頂,三亞
市全景盡收眼底。三亞市也因此被人們稱為“鹿城”。
 外觀美麗之冠會展中心，世界小姐總決賽會場,其飄逸靈動的設計以及唯美的架構使其成為
文化時尚演出的聚焦中心。
 大東海旅遊區，這裏白沙融融，陽光、碧水、沙灘、綠樹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熱帶風光圖
畫。
第四天
三亚-海口
【早午晚】
 椰田古寨，有古老文化、奇特風情、椰風飄香、神秘儺蠱、小錘叮噹五大遊覽區，以獨特
的角度全方位的展示海南苗家原生態的生活場景，感受千年傳統手工藝。
 遊覽最新景點觀瀾湖--馮小剛電影公社--1942 民國風情街由中國電影票房王馮小剛導演、
華誼兄弟傳媒集團及觀瀾湖聯手打造「海口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呈獻別具
特色的電影主題旅遊體驗。占地約 60 萬平方米的電影公社，將展現馮氏經典電影場景的建
築元素、以及綜合娛樂商業街區。
第五天
启程回国
【早】
告别海南。早餐后，送往机场办离境手续启程回国，结束愉快的假期我们甜蜜的回忆。
{ 推荐自費項目 }
1）“美麗之冠”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表演 =人民幣 300/人
2) “夜游三亚湾“游艇 PARTY”+ 免费啤酒+饮料+卡拉 OK = 人民币 200 元/人
3） 宋城“三亞千古情”= 人民幣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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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AN ISLAND TOUR

備註：
行程含：所列酒店住宿，
车费，4 早 7 正餐，门票，
优秀中文导游服务。
行程不含：机票，签证，
导游小费及旅游保险。
行程順序以當地旅行社安排
為準， 如遇黃金周，
春节，节假日，不定期大型
会议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
所造成的价格浮动。配套價
格另议。
8 人以下安排司机兼导游服务

春节/黃金周：
26 JAN 17 – 05 FEB 17
01 OCT 17 – 08 OCT 17

DAY 01 ARRIVED HAIKOU
(D)
 Haikou Old Town - the building culture which builded on 19 century.
 Commercial Shopping Mall which nearby our hotel, you may walk around the city center and enjoy your
shopping until the assemble time for dinner。
DAY 02 HAIKOU – QIONGHAI – XINGLONG
(B/L/D）
 BoAo conference site, experiencing the atmosphere of the gathering to this pleasure and amazing land for
those who are both of Asian larders and top business leaders annually.
 Cruise trip along Yudaitan (Jade Belt Beach) This is a beach which separates the river and the sea. The
sands have two colors, presenting two kinds of scenery.
 Xinglong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was built in 1957 covering an area of 400,000 sq. meters with 1200
tropical plants.
 Xinglong Hot Springs are located in the Xinglong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on the eastern outskirts of
Wanning City.
 You may enjoy the hot spring in the resort.
DAY 03
XINGLONG - SANYA
(B/L/D）
 Yalong Bay, the scenery is amazing with clear blue sea and silver sand. Enjoy the sea games and activities
at your own expenses.
 Nanshan Buddhism Cultural Park. The highlight is to pay respects to 108-meter tall Statue of Nanhai
Guanyin Buddha on the sea.
 Luhuitou Hill at an altitude of about 918 feet. It's a pleasant place to watch the sunrise ,sunset and the
view of Sanya City.
 Outside view of the “Crown of Beauty’’which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Miss World Contest.
 Dadonghai Beach Scenic Area,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famous beach in Hainan Province. Is ideal
place for diving.

DAY 04 SANYA – HAIKOU
（B/L/D）
 Visit a local Li and Miao Village, where you can find back your childhood memories.
 Visit new spot - Feng Xiao Gang Movie Commune .
DAY 05
HAIKOU DEPART
(B)
After your breakfast, then proceed to Haikou airport, soon it will end your perfect tour of Hainan.

旅游日期

人数
NO OF PAX

2017
春节/黄金周除外

2-7 成人 Pax

4* 市区酒店

配套价格（马币） Package Rate (MYR)
成人 Adult
两/三人
单人
1188

1538

小费

小孩 Child
占床
不占床
1188

-购物站

1038
RM75

8 或以上 and above

4* 市区酒店

888

1238

888

备注

738

{ Recommended Optional Tour }
1） “Beautiful Crown”Las Vegas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 RMB 280/P
2) Sanya Bay Night Cruise Party + Free Beer & Karaok = RMB 200/P
3） SongCheng “Sanya Love Story” = RMB 300/P

：3 站
宝树堂，竹炭,
海味馆
*每人每天提供 1 瓶矿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