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豪华自选四日游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价格：
团号

酒店

两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单人房

儿童价(3-11)

APMC4A

四星市区酒店（含早）

$279/人

$150

$460

$75

APMC4B

四星沙滩全包酒店

$579/人

$300

$900

$150

APMC4C

五星沙滩全包酒店

$739/人

$450

$1170

$225

APMC4D

豪华五星沙滩全包酒店

$939/人

$600

$1520

$300

+$80

+$50

+$110

除四星市区酒店外，在 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旺季期间入住，额外加收$/晚/人

如作为第二人入
住，按成人计价

参考酒店：
APMC4A 四星市区酒店（含早）：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ncun Centro 或同级
APMC4B 四星沙滩全包式酒店：Krystal Cancun All Inclusive/GR Solaris Cancun/GR Caribe by Solaris Deluxe/Royal
Solaris Cancun 或同级
APMC4C 五星沙滩全包式酒店：Krystal Gran Punta/Gran Park Royal/ /Fiesta Americana Condesa 或同级
APMC4D 豪华五星沙滩全包式酒店：Panama Jack Resorts/Sun Palace/Beach Palace/Hyatt Ziva/Iberostar Maya/Live
Aqua 或同级

*价格均为美金。
坎昆接送机信息(CUN 机场代码)：
全天 24 小时免费中文接机服务。
全天 24 小时免费英文送机，如需中文导游送机服务，每次加收$60 美金（头两位，每多加一位加收$10,服务费
$10 每位）

行程特色
1. 【吃】轻松游，每天在酒店内享用自助式热早餐后再出发，精选墨西哥特色餐+优质中餐；
2. 【住】四种酒店套餐可选：
•

全新喜来登 Four Points 市区酒店，尊享免费 wifi、健身房、泳池、蒸汽浴等豪华设施（*仅限于
APMC4A 的客人）

•

全包式沙滩酒店任享所有酒店餐厅美食（*仅限于 APMC4B/APMC4C/APMC4D 的客人），五星酒店
尊享私人沙滩（*仅限于 APMC4C/APMC4D 的客人）

3. 【行】坎昆机场 24 小时中文接送机服务，让您出行无忧；
4. 【游】精选坎昆周边一日游，经验丰富的中文导游带队，服务贴心，探秘玛雅文明和自然奇景；
5. 【娱】5 大一日游+三大 X 乐园，八项自选行程，自由组合，专业玩转坎昆。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园 – 坎昆
参考酒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ncun Centro 或同级

全天 24 小时免费中文接机（未含接机服务费）。

第二天

自选行程
参考酒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ncun Centro 或同级

早餐后，您可以选择留在酒店自由享受坎昆度假的静怡时光，或选择参加精彩的自费游。
1.

奇琴伊察 & 玛雅天井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C）

造访尤卡坦最重要的考古区——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迹，同时也被称为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这个在公元
514 年发掘的玛雅帝国古首有着非凡壮丽的建筑之美。庄严的天文台、静谧的祭坛与奇型的球场，都展示
着灿烂的文化，诉说着神秘的历史。
午餐后，我们的导游将带领大家参观尤卡坦半岛大大小小上百个天坑中最迷人的一处，您将了解到天井的
起源和它们对玛雅文明的重要作用。您还可以进入清澈的井水中浮潜，体验井中独特的生态系统。
之后我们会来到当地最大的龙舌兰酒庄，在大片的龙舌兰种植园中漫步，参观传承 400 年的分馏生产线，
并品尝不同年份的纯正龙舌兰酒
资深中文导游全程讲解，让您与 2500 年前的玛雅文明产生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有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毛巾、防晒用品及适合装备。
2) 为保护生态，进入景点前请提前使用防晒物品。
3) 龙舌兰酒庄饮酒需年满 18 周岁，请携带 ID 以便饮酒时出示给工作人员。

2.

游粉红湖 & 观赏火烈鸟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P）

上午我们抵达世界极少见的天然粉红湖，一眼望去如同连着天际的一幅水彩画，惊叹之余，拍照留念是必
不可少的项目。之后搭乘红树林游船，红树林是受国家保护的生态园区，每年会有两万多只粉红色的火烈
鸟来到这里。同时还有超过 250 种鸟类到访此地，使这里成为最好观鸟景点的。船只还会前往天然盐泥滩
涂，泥中含多种盐类结晶混合而成的泥土，具有护肤功效。

资深中文导游带团，辅助粉红湖拍摄，并带您深入红树林水路寻觅多种水鸟。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有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毛巾、防晒用品、晕船药物及适合装备。
2) 天气较为炎热，请做好防晒措施。为保护生态，进入景点前请提前使用防晒物品。
3.

图卢姆 & 玛雅村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T）

上午我们将来到玛雅文明最后建造的城市—图卢姆遗址，这里曾是科巴的一个主要港口。遗址位于 12 米高
的海岸悬崖上，在西班牙人占据墨西哥后还存在了 70 年，所以它也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沿海玛雅遗址。图
卢姆两侧绵延着墨西哥最美的玛雅海岸。
离开海岸，我们将前往今天仅存的玛雅神秘村落进行参观，品尝玛雅人现场烹制的午餐，通过原始绳索穿
越在湛蓝的湖面上，3 次飞飞跃到达对岸，再悠闲的划着小船返回。玛雅村受当地政府保护，每天最多接
待 50 位游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玛雅人生活方式和纯净的环境。
资深中文导游全程讲解，让您与 2500 年前的玛雅文明产生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
温馨提示：
1) 图卢姆为露天遗址，天气比较炎热，且阳光非常强，所以建议短装出行，并做好防晒措施，预防晒
伤或者中暑。最好穿运动鞋，因为遗址内的道路都是未经铺设的石子路，穿凉鞋或拖鞋会不方便行
走；
2) 该行程有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毛巾、防晒用品、晕船药物及适合装备；为保护生
态，进入景点前请提前使用防晒物品。
3) 玛雅村自然环境原始，蚊虫较多，请提前准备防蚊用品。
4.

女人岛环岛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M）

导游将在酒店大堂接您前往码头，一同搭乘游船前往美丽的【女人岛】。抵达后，将组织自驾电动观光车
环岛游览。我们将先一路向南，纵览全岛风光，直至建立在南岸悬崖的女神庙，湛蓝的海水击打在峭壁
上，翻起白色的浪花，壮美非凡，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返回北岸，我们将在海滩俱乐部享用午餐。之后
可以在海滩俱乐部享受静谧的午后时光，或自驾兜风也是不错的选择。傍晚时分乘船返回坎昆。
全程中文导游带您探访女人岛最美的拍摄点，领略南北端截然不同的风景。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有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毛巾、防晒用品、晕船药物及适合装备；
2) 为保护生态，进入景点前请提前使用防晒物品。
3) 自驾及租用电动观光车需携带驾照，每台车最多 4 人。如参加者均不会驾驶请提前说明。
5.

红树林浮潜+卡门市区一日游（成人：$159/人，儿童（3-11）：$119/人 ，预定代码 MC1S）

前往红树林海湾，蔚蓝的海面上点缀着由红树林纠缠一起组成的小岛。惊喜与拍照之后，更换装备进行浮
潜，在五彩缤纷的鱼群中畅游。离开红树林海湾前往图伦古城，中途享用午餐。图伦曾是科巴的一个主要
港口。遗址位于 12 米高的海岸悬崖上，在西班牙人占据墨西哥后还存在了 70 年，图卢姆两侧绵延着墨西
哥最美的玛雅海岸。
温馨提示：
1) 加勒比海地区阳光强烈，请自备防晒用品
2) 出海浮潜请务必紧跟教练，需具备一定游泳技能。
6.

西卡莱特乐园 Xcaret 一日游（成人：$160/人，儿童（5-11 岁）：$80/人，预定代码 MC1XT）

XCaret 主题公园座落在加勒比海岸，原本也是一处玛雅遗址，后来发现这里蕴藏着几支地下河流，水清如
碧玉。于是 1990 年，一个墨西哥本土的建筑集团与墨西哥的人类和历史研究院合作动工，成功打造了今
天的集生态和古文化为一体的主题公园，一炮走红，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公园内拥有 40 多处景
点且老幼皆宜，是家庭旅游的理想去处！
在公园里，您不仅能在地下河游泳，探索神秘的洞穴，漫步于丛林小道，观赏栖息在公园内的动物：鹿、
美洲虎、火烈鸟及其它异国鸟类；还能在蝴蝶馆（Butterfly Pavilion）发现新色彩，以及在珊瑚礁水族馆
（Coral Reef Aquarium）发掘海洋之谜。
在墨西哥西卡莱特，有几处值得游览的景点，如玛雅古迹、墨西哥民俗博物馆（Mexican Folk Art
Museum）、传统的 Hacienda Henequenera 庄园以及瓜达卢佩教堂（Chapel of Guadalupe）。
另外，游客可以观看前西班牙时代舞蹈、马术表演和由 300 位演员华丽演绎的”Xcaret México
Espectacular”墨西哥风情表演，体验墨西哥的文化。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多为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浴巾及适合装备
2) 此行程无中文导游，请务必提前抵达上车地点
7.

西普洛乐园 Xplor 一日游（此行程仅限制周一至周六，预定代码 MC1XR）
平日：成人：$150/人，儿童（5-11 岁）：$75/人
旺季：成人：$170/人，儿童（5-11 岁）：$95/人
2018 年: 7.2-8.20, 12.17-12.31
2019 年: 1.1-1.6; 7.1-8.31, 12.15-12.31
2020 年: 1.1-1.10

XPLOR 乐园是坎昆最刺激的冒险乐园，在现代安全设备的保护下挑战你的心脏。全程 45 分钟的高空滑索
组，贯穿于水、陆、地洞的两栖车自驾，通过游泳和木筏穿梭在布满钟乳石和石笋的古地层溶洞。XPLOR
就是你要找的冒险！
此外 XPLOR 提供不限次的精致自助餐，包含美国及墨西哥风味的上百种美食。
乐园分日常和夜场，晚上整个公园靠一排排的火把照明，又是另一种探险体验。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多为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浴巾及适合装备
2) 漂流探险项目需要一定体力，请游客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参加
3) 滑索项目不适合患有恐高、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病人或病史者，请游客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
参加。（最低身高：1.1 米，最大体重：136 公斤）
4) 此行程无中文导游，请务必提前抵达上车地点
8.

谢哈乐园 Xel-Ha 一日游（预定代码 MC1XA）
平日：成人：$120/人，儿童（5-11 岁）：$60/人
旺季：成人：$140/人，儿童（5-11 岁）：$80/人
2018 年: 7.2-8.20, 12.17-12.31
2019 年: 1.1-1.6; 7.1-8.31, 12.15-12.31
2020 年: 1.1-1.10

前往 XEL-HA 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海洋生态公园，整个园区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人工投喂使
周围的鱼群聚集于此。这里有美丽的加勒比风光、热带雨林和独有的物种以及完好的自然生态。XEL-HA
包括了不限量自助餐与饮品、浮潜、漂流、空中绳索及高崖跳水等娱乐项目。
温馨提示：
1) 该行程多为水上活动，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浴巾及适合装备
2) 此行程无中文导游，请务必提前抵达上车地点

第三天

自选行程
参考酒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ncun Centro 或同级

早餐后，您可以选择留在酒店自由享受坎昆度假的静怡时光，或选择参加精彩的自费游。
详情请参照第 2 天。
1.

奇琴伊察 & 玛雅天井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C）

2.

游粉红湖 & 观赏火烈鸟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P）

3.

图卢姆 & 玛雅村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T）

4.

女人岛环岛中文一日游（成人：$95/人，儿童（3-11）：$65/人 ，预定代码 MC1M）

5.

红树林浮潜+卡门市区一日游（成人：$159/人，儿童（3-11）：$119/人 ，预定代码 MC1S）

6.

西卡莱特乐园 Xcaret 一日游（成人：$160/人，儿童（5-11 岁）：$80/人，预定代码
MC1XT）

7.

西普洛乐园 Xplor 一日游（此行程仅限制周一至周六，预定代码 MC1XR）
平日：成人：$150/人，儿童（5-11 岁）：$75/人
旺季：成人：$170/人，儿童（5-11 岁）：$95/人
2018 年: 7.2-8.20, 12.17-12.31

2019 年: 1.1-1.6; 7.1-8.31, 12.15-12.31
2020 年: 1.1-1.10

8.

谢哈乐园 Xel-Ha 一日游（预定代码 MC1XA）
平日：成人：$120/人，儿童（5-11 岁）：$60/人
旺季：成人：$140/人，儿童（5-11 岁）：$80/人
2018 年: 7.2-8.20, 12.17-12.31
2019 年: 1.1-1.6; 7.1-8.31, 12.15-12.31
2020 年: 1.1-1.10

第四天

坎昆 – 家园

全天 24 小时免费英文送机（未含送机服务费）。如需中文导游送机服务，每次接送加收$60 美金（含第一人和第
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多加$10, 服务费$10/人）。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一切费用均不退还。
3. 取消条款如下：
a.

出发前 15 日以上免费改期或取消；

b. 出发前 8-14 日，取消收取 50%罚款，改期加收 20%手续费用；
c.

订购之日到出发前 48 小时以上，可免费更改姓名与接送酒店。取消参照上述退改政策；

出发前 7 日内，恕不退改。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3 晚对应星级酒店住宿
2. 专业旅游用车

费用不含：
1. 您往返出发地的机票和相关交通费用；
2. 提供给导游和司机的服务费：接机服务费$10/人/趟。自选行程当日每位客人支付导游+司机每天共计$10
美金服务费，以行程天数计算，如客人选择自由行则无需支付服务费。送机服务费$5/人/趟。
3. 所有个人费用，如餐费、洗衣、酒店电话、购物、保险、客房服务及小费等。
4. 一日游团费及自费项目费用
注意事项：
1. 一日游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会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表
景点

成人

老人

儿童

（65 岁+）

（3-11 岁）

奇琴伊察 & 玛雅天井中文一日游
奇琴伊察遗址门票

$35.00

$35.00

$25.00

墨西哥特色午餐

$15.00

$15.00

$15.00

天井门票

$5.00

$5.00

$5.00

龙舌兰酒庄门票

$5.00

$5.00

$5.00

红森林游船

$35.00

$35.00

$35.00

墨西哥特色午餐

$15.00

$15.00

$15.00

图卢姆遗址门票

$10.00

$10.00

$10.00

玛雅村

$50.00

$50.00

$40.00

$19.00

$19.00

$19.00

游粉红湖 & 观赏火烈鸟中文一日游

图卢姆 & 玛雅村中文一日游

女人岛环岛中文一日游
坎昆往返女人岛船票及码头税
女人岛电动观光车

$50/车 （每车最多 4 人）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并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