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坎昆 | 奢享拉丁异域墨西哥风情丨五天四晚浪漫之旅

产品信息
出发城市

坎昆 Cancun

团号

APMC5
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迹 Chichén Itz

目的地城市

坎昆 Cancun

途经地点

á、粉红湖 Las Coloradas Pink
Lake、西卡莱特乐园Xcaret、西普洛
乐园Xplor、谢哈乐园 Xel-Ha

行程天数

5天4晚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交通工具

汽车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1500 / 人

两人入住：$1150 / 人

三人入住：$1000 / 人

儿童价格：$680 / 人

出发班期
天天出发
2021年12月23日-2022年1月10日旺季期间，酒店需每人每晚加收$60，单人房每人每晚加收$100。售价已含。

产品特色
【出团保证】全年天天开团、保证出发（最少2人成团）！
【任选航班】24小时免费接送机，航班任意选择，说走就走！
【安心出游】接送机、酒店、早午晚三餐、车费、景点门票（X乐园除外）、小费，一价全含，出门更省心！
【纯甄享受】舒适用车、全程入住五星沙滩全包酒店，一秒get惬意的度假生活！
【舌尖诱惑】早午晚三餐全含，墨西哥餐、西餐、亚洲餐等各种美食满足您的味蕾！

【必游之景】精选坎昆精华景点，探秘文明和自然奇景，度假胜地坎昆必游路线！
【随心自选】三大X乐园自选，自由组合，游玩更随心！
【检测无忧】为每一位参加坎昆团的客人免费提供符合美国入境要求的检测（在客人入住的酒店内完成检测）。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坎昆国际机场CUN；
24小时接机服务
离团地点
坎昆国际机场CUN；
全天24小时免费送机服务。无自由日行程客人，建议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离团航班。

行程介绍

Day 1

家园 - 汽车 - 坎昆

全天
我们将提供全天24小时免费英语或西语接机服务，根据航班到达时间我们将会集中相同时段抵达的客人一同送往酒
店，随后自行办理入住并安排剩余时间。
晚上
酒店：Krystal Grand Cancun 或 同级

Day 2

坎昆 - 汽车 - 奇琴伊察 - 汽车 - 天井 - 汽车 - 坎昆

全天
今天我们将深度探访尤卡坦最重要的考古区—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迹，它被CNN评选为人生必去的50个目的地之
一，是与中国长城、印度泰姬陵、意大利罗马斗兽场等齐名的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随后我们将打卡玛雅丛林庄园天
井，在宁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惬意的旅途时光。
行程安排：
奇琴伊察遗址群（90分钟）→ 墨西哥特色午餐+玛雅丛林庄园天井（90分钟，可自行决定是否游泳）→ 尤卡坦半岛
梦幻小镇Valladolid（15分钟）

08:15 酒店集合出发
11:00 抵达奇琴伊察，游览90分钟
12:45 离开奇琴伊察
13:20 前往玛雅丛林庄园吃午餐+游览天井，90分钟
15:15 前往尤卡坦半岛梦幻小镇Valladolid，游览15分钟
17:15 返回酒店
以上时间仅供参考，根据出团当天的实际情况可能有所调整，敬请谅解~
全天
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迹 Chichén Itzá
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玛雅城邦遗址，这个在公元514年发掘的玛雅帝国古都遗留着许多美丽的古建筑， 如卡斯蒂
略金字塔，蹴球场，武士神庙，椭圆形天文台等，无论是建筑风格、艺术造诣、宗教理念，还是科学成就等都令人叹
为观止，吸引着无数学者和游客前来瞻仰。其中羽蛇神金字塔被列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当地人崇拜一种认为来自
于天堂的神鸟，于是专门设计了这样的台阶，营造出一种类似鸟叫的回声，仿佛在和天神对话。来这儿不妨试着正对
着金字塔拍手，便能听到此回响。
玛雅丛林庄园天井 Hacienda selva Maya
玛雅丛林庄园天井位于尤卡坦地区，通过由木头和石头构成的乡村风格的走道、楼梯和平台，就能到达天坑的水边。
在天井的下方你会发现瀑布从天而降，细长的藤蔓宛如细水瀑布般垂落在天坑之上，绞绞飘舞，蔚为奇景。底部池水
碧绿清澈、水光涟滟、静谧安宁，令人不禁发出思古之幽情，在这个独特的宁静和美丽的环境里，让人倍感放松和神
清气爽。
尤卡坦半岛梦幻小镇 Valladolid
巴亚多利德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东部，是距离奇琴伊察最近的城市，带有鲜明的西班牙殖民风格。小城街道呈棋盘状
交错、色彩艳丽的外墙是一大特色。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更多的是热情洋溢的当地人，如果你不喜欢梅里达的
热闹，那么这里的清静会让你满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小镇的尤卡坦文化保留的较好，街上随处可见的花边白色
连衣裙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异域文化气息。
晚上
酒店：Krystal Grand Cancun 或 同级

Day 3

坎昆 - 汽车 - 粉红湖 - 汽车 - 双天井 - 汽车 - 坎昆

全天
墨西哥坎昆附近尤卡坦州拥有一处超梦幻之地，这里便是各大社交网站最火爆的打卡目的地，美的让人窒息的粉红版
天空之镜 - 天然粉红湖，惊叹之余，拍照留念是必不可少的项目。随后前往双天井，感受大自然的美和神奇。
行程安排：
粉红湖（30分钟）→ 午餐 Perico Marinero（60分钟）→ 霍必窟天井（40分钟） → 苏伊顿天井（20分钟）
08:00 酒店集合出发
11:30 抵达粉红湖，司机帮您购买门票后，由当地工作人员带领进入湖区观赏，游览时间30分钟

12:00 离开粉红湖，前往午餐餐厅，途中司机会咨询午餐情况
12:30 抵达Perico Marinero，午餐时间一小时
13:30 离开餐厅，前往霍必窟天井，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15:00 抵达霍必窟天井，您可以选择在这里游泳，游览时间40分钟
15:40 离开霍必窟天井，前往苏伊顿天井，车程约半小时
16:10 抵达苏伊顿天井，停留参观并拍照留念，该天井不能游泳，游览时间20分钟
16:30 离开苏伊顿天井，开车返回酒店
18:30 抵达酒店。
以上参观游览时间仅供参考，根据参团当天的实际情况时间可能有所调整，敬请谅解~
全天
粉红湖 Las Coloradas Pink Lake
这片湖的粉红色源自于盐水中大量的粉色藻类，肉眼可见的粉色湖水，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之中，一眼望去如同连
着天际的一幅水彩画。在坎昆，“九亿少女的梦”是火遍INS的“粉红湖”，没有一个“粉红控”能抗拒这片梦幻的
湖水。虽然偏居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一隅，但是其独特的纯天然少女感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变好~
霍必窟天井 Cenote Hubiku
“Hubikú”在玛雅语中的意思是“大主”、 “鬣蜥巢”，它位于尤卡坦半岛特莫松附近。Cenote是一个天然石灰岩
洞，洞深约27米，其形状几乎为圆形，直径约为50米。洞中水体清澈，这是一个地下自然形成的天然“游泳池”，通
过石阶往下，便可以在宝蓝色的水中畅游了，这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精彩体验。正午时分，阳光从顶部直射下来，犹如
天使张开双臂，宛如人间仙境。
苏伊顿天井 Cenote Suytun
墨西哥境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天然井，由于地形和地质影响，让清澈又深不见底的水域成为墨西哥人的天然泳池。每
个cenote 都有着独立的特色，也是许多游客浮潜和深潜的热门探险景点。这个在Ins上超火的Suytun Cenote，就是
众多天然井中的一个，洞穴不大，但是它美得让人叹为观止，天然形成的圆形水池泛着蓝色的光。岸边砌有一条通往
中央圆形石台的石阶，洞穴顶上天然形成了一个洞口，中午时分光线从上面洒下来时，显得颇有仪式感，仿佛朝圣一
般的沐浴在阳光下，这一刻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和神奇。这里还是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原型地之一，里米格
和曾祖父掉到一个坑里，并终于相认的那个场景，就是以这个洞穴为原型创作的。
晚上
酒店：Krystal Grand Cancun 或 同级

Day 4

自由行---推荐三大乐园玩法 | 尽情放肆

全天
您可以在我们精选的五星沙滩全包酒店尽情地享受碧海蓝天和美丽的白沙滩，享用各种豪华的酒店设施，美食佳肴畅
饮畅食，或者也可以前往三大主题乐园尽情玩乐（自费）
1. 西卡莱特乐园Xcaret一日游（预定代码MC1XT）
淡季出发班期：周一至周六
旺季出发班期：天天出发

平日价格：成人：$170/人，儿童（5-11）：$85/人
旺季价格：成人：$185/人，儿童（5-11）：$93/人 （2021旺季日期：3/29-4/10，7/5-8/14，12/201/2/2022）
行程安排：酒店→西卡莱特乐园Xcaret→酒店（无中文导游陪同，搭乘乐园提供接驳车往返酒店）
2. 西普洛乐园Xplor一日游（预定代码MC1XR）
淡季出发班期：周一至周六
旺季出发班期：天天出发
平日价格：成人：$160/人，儿童（5-11）：$80/人
旺季价格：成人：$175/人，儿童（5-11）：$88/人 （2021旺季日期：3/29-4/10，7/5-8/14，12/201/2/2022）
行程安排：酒店→XPLOR乐园→酒店（无中文导游陪同，搭乘乐园提供接驳车往返酒店）
3. 谢哈乐园Xel-Ha一日游（预定代码MC1XA）
淡季出发班期：周二至周日
旺季出发班期：天天出发
平日价格：成人：$130/人，儿童（5-11）：$65/人
旺季价格：成人：$145/人，儿童（5-11）：$73/人 （2021旺季日期：3/29-4/10，7/5-8/14，12/201/2/2022）
行程安排：酒店→XPLOR乐园→酒店（无中文导游陪同，搭乘乐园提供接驳车往返酒店）
全天
（MC1XT）西卡莱特乐园 Xcaret Park
XCaret主题公园坐落在加勒比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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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在蝴蝶馆发现新色彩，以及在珊瑚礁水族馆发掘海洋之谜。乐园内有几处值得游览
的景点，如玛雅古迹、墨西哥民俗博物馆、传统的Hacienda Henequenera庄园以及瓜达罗佩教堂。另外，您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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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
（MC1XA）谢哈乐园 Xel-Ha Park
谢哈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海洋生态公园，迷人小海湾、天然井和水池。整个园区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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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谢哈乐园的自然景观中尽情享用美食与饮
品、浮潜、漂流，享受各种水上活动带来的乐趣，或者躺在吊床上休息，欣赏天堂般的迷人景色，快来尽情游玩吧~
全天
（MC1XR）西普洛乐园 Xplor Park

西普洛乐园是坎昆最刺激的冒险乐园，公园位于丛林中心，在这里您可以使用新式、安全的装备，参加各种冒险活
动。沿着高空滑索滑行，驾驶水陆两栖车在地上地下行驶，通过游泳和木筏穿梭在布满钟乳石和石笋的古地层溶洞。
西普洛乐园就是你要找的冒险圣地！
晚上
酒店：Krystal Grand Cancun 或 同级

Day 5

坎昆 - 飞机 - 家园

全天
全天24小时免费英文或西语送机。
温馨提示：每位客人均可享受酒店的免费抗原检测 Antigen Test（符合美国CDC要求的入境检测）；无自由日行程
客人，建议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离团航班。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专业旅游用车；
2. 五星沙滩全包酒店（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英语/西语司兼导；
4. 服务费；
5. 景点门票（X乐园除外）；
6. 早午晚三餐。
费用不含
1. 您往返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机票或相关交通费用；
2. 自选X乐园门票及其他费用；
3. 坎昆酒店加收环境卫生保护税，加收金额为：25-30peso/间/晚（约1－1.5美金/间/晚，每个酒店收的金额不
等）。此费用在客人办理酒店入住手续时当场自行支付，无需提前预交；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行李托运费，洗衣费等)。

出行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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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和便于步行的运动鞋，携带防晒用品及适合装备, 信用卡和少量现金以便于购买纪念品或用于
其他私人消费。
3. 如果准备进入天坑游泳，请游客提前准备好泳衣、毛巾、和可更换的衣服。
4. XPLOR乐园、XCARET乐园、XelHa乐园，行程无工作人员陪同，请务必提前抵达上车地点，搭乘乐园提供接
驳车往返酒店（涉及预预订代码MC1XR、MC1XT、MC1XA）。
5. XPLOR乐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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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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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结束后，务必在16:30之前抵达XPLOR乐园正门停车场，搭乘接驳车返回酒
店（涉及预订代码MC1XR）。
6. XCARET乐园行程结束后，可在16:30-22:00之间任意时间，在乐园正门停车场搭乘接驳车返回酒店（涉及预订
代码MC1XT）。
7. XelHa乐园行程结束后，务必在16:30之前抵达XelHa乐园正门，搭乘接驳车返回酒店（涉及预订代码MC1XA）
8. 本产品仅提供讲英文&西语的司兼导服务，不提供讲解服务，敬请谅解。

预订须知
1.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工作人员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适当调整（如行程先后顺序、景点游
览顺序等），以确保旅途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3.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工作人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他景点代
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工作人员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不再提供
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6.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点游览与集合时
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7.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工作人员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8.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档，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将不提供免费送客
服务。
9. 客人抵达机场后，在指定地点与工作人员碰面。
10. 本产品仅提供讲英文&西语的司兼导服务，不提供讲解服务，敬请谅解。
11. 每位客人均可享受酒店的免费抗原检测 Antigen Test（符合美国CDC要求的入境检测）；无自由日行程客
人，建议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离团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