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疯狂迪拜 6 日游

D1
郑州——香港 KA745 16:20—19:00 飞机餐 飞机上

航班号：KA745[北京时间] 16:20 郑州搭乘班机飞往香港，[北京时间] 19:00 抵达。排队办理转机手续。

D2

香港—迪拜—阿布扎比 CX745 [北京时间] 01:30— 07:00[迪拜时间] X 中 X 四星酒店

航班号：CX745 [北京时间] 01:30 搭乘班机飞往迪拜，[迪拜时间] 07:00 抵达。排队办理入关手续,专

车接机。导游为您介绍当地风俗习惯及注意事项。

上午：乘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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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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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完美地结合设计理念犹如皇宫一般更显〝皇者

气派〞。

下午：午餐后参观阿联酋最大的【谢赫扎伊德大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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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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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谢

赫扎伊德清真寺入内参观时男士需穿着有领衬衫及长裤，女士不能穿露肩的上衣及短裙，因此，（请客

人提前准备合格服装，以免到时不能入内参观 ，此景点为免费开放；如遇朝拜或休息日只可外观，不可

入内参观，不退费用或行程先后顺序调整），但因礼拜日或其他公众原因将不允许对外参观】

D3

阿布扎比 - 迪拜 早中 X 四星酒店

上午：前往迪拜地标建筑之一【七星级帆船酒店开放沙滩】，完美的拍摄角度呈现出七星级酒店独特的

魅力。又称“阿拉伯塔”酒店，其凭借独特的外观造型及金碧辉煌、全智能化的管家式服务，享誉全世

界。酒店规定，需持有酒店所提供的服务预定号方能入内参观。前往【珠宝店或者奥特莱斯店】（90 分

钟），主营国际品牌珠宝、名表等,客人可在该店自由选购超级优惠活动的所有精品，感受的购物乐趣！

下午：乘车进入号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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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乳胶博览中心】（90 分钟）参观。赠送【豪

车游】：来到土豪的国度，体验一把土豪的感觉！专程为您安排加长林肯或悍马豪车游迪拜！给您不一

样的体验.享受尊贵之旅.赠送观赏迪拜巨资打造的【迪拜水幕秀】（一个小时），继迪拜音乐喷泉又一大

震惊之作，利用光，电，水，火，巨大的水幕组成一个投影墙，30个喷泉和立体环绕声融合在一起共同

为你讲诉一个关于童年关于梦想的故事。每次灯光秀花费近 10W人民币，震撼绝伦。（20：00-23：00
每个整点准时开始，每场 5-7分钟，开始为准）

D4

迪拜 -【全天自由活动】 早 X X 四星酒店

（注：白天不安排用车导餐，以便客人灵活掌握购物及活动时间）

上午：友情建议购物地点：①Dubai Mall 【迪拜商城 ②The Mall of Emirates 【阿联酋商城】

D5

迪拜–沙迦–阿基曼-迪拜 早中 X 飞机上

参考航班时间：CX738 23:40-11:10+1 或者 CX746 1755 0510+1

上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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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火车头黄金市场】。参观【伊斯兰文明博物馆】

（30分钟）这是阿联酋第一家伊斯兰文化博物馆。对面是大海和沙迦港口。长拱穹顶，细高的廊柱，圆

塔的尖顶，博物馆三楼天花板还有一处用马赛克瓷砖手工打造星座图，洋溢着浓浓的伊斯兰风情。车游



海滨大道直通【阿基曼】-阿联酋中最小的酋长国，其海岸线全景游览。游览【伊朗小镇】巴斯塔基亚老

城是迪拜最古老的遗址之一，是海湾阿拉伯沿岸仅存的风塔建筑群.

下午：午餐后前往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它高达 828 米是香港 IFC 的两倍，斥资 30 亿美元造价。

您也可选择自费登上塔内第 124 层全球最高的观景台【At The Top】鸟瞰 80 公里全景，现代都市规划布

局及奇异独特摩天大楼，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前往世界最大购物中心【迪拜商城】DUBAI MALL，

拥有 1200 家世界名牌店，当然法国【老佛爺百货 Galleries Lafayette】也在其中，您可尽情享受这购

物天堂的乐趣。自行欣赏世界最大的喷泉-【迪拜音乐喷泉】Dubai Fountain 音乐喷泉是迪拜乃至中东地

区最绚丽的焦点，美妙绝伦、气势壮观！（音乐喷泉中午 13:00 和 13:30 各有一场，18:00 后开始每 30

分钟一场。后前去【阿拉伯文化艺术中心】（90分钟）参观。前去【阿拉伯皮草特产中心】（90分钟）

参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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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香港—郑州 KA740 [北京时间] 12:40—15:05[北京时间] 飞机餐 温暖的家

> 航班号：KA740，[北京时间]15:05 平安抵达，结束愉快难忘的迪拜超值嘉年华之行！

【注：以上行程仅供旅客参考，最终确认航班行程信息以出团前通知资料为准.我社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基础上调整游览顺

序】

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全程机票为团队票，任意一段放弃，后续段将自动取消。不退还任何费用。

全程任意一段机票均不可退、改、签。

全程任意一段机票都无法提前确认座位.

特别说明：

2017 年 12 月 19 日起阿联酋对中国大陆护照全面实行免签政策。您在出行之前无需申请签证，但是请注意以下

几点：以确保您可以顺利的出境、入境。

1、 护照首页扫描件，以便让旅行社了解您的护照准确信息，用于旅行社出票及酒店名单提交使用；

2、 请确保护照有效日期距离出发日有 6 个月以上；

3、 请确保护照 VISA 页有 2 页以上空白；

4、 保证护照无损、清洁；

5、 若客人年龄小于 18 周岁，请在报名前告知旅行社。

6、 如客人持目前现有护照前往过以色列，可能会影响阿联酋入境，请报名前检查。

7、 请注意非大陆护照的客人是否需要做签证。

如有 18 岁以下儿童：

1.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与儿童一起旅行，必须携带：完整的出生证明原件；

2.如果与孩子随行的并非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而是其他成年人，那么就必须携带并出示：（1）孩

子的父母双方出具的、授权此人带领孩子外出的委托书及完整的出生证明原件及公证书原件；

能否入境的最终决定权归当地口岸的边检官员，如果不能入境，则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 报价包含：

1.全程机票

住宿

全程国际段加国内段机票，全程住宿 3晚四星级酒店双标/大床。（当地酒店会由于节假日或举行会展而

有所变动，故最终酒店价格以预交酒店定金的时间为准，我社保留因时间变化而导致酒店价格变更的权

利。）（安排酒店住宿时，如产生单男单女时，领队有权利拆夫妻;如不能拼住请补单房差）

2.膳食饮品 3餐早餐，3餐正餐为中式团餐（10人一桌 10菜一汤），每人每天 1瓶纯水（自由活动除外）。

3.交通车辆 30座（15+1，19+1）空调旅游巴士配专职司机负责旅游项目用车及机场接送机。（全部正座）

4.专职导游 具有丰富当地导游经验及英语语言知识的专职中文导游。

5.旅游保险 旅行社责任险。

6.景点门票 行程所含博物馆等景点门票，赠送景点不去不退

*报价不含 :

1. 单房差 1200元

2. 1：11岁以下不占床同成人，占床+400元；

2：12-20岁以上必须占床+400元；

3：70岁以上+400元。

3. 行李物品保管费用及托运行李超重费、个人消费及行程以外的自选项目

4. 因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5. 如行李或物品丢失、被盗等意外损失费用酒店内免费服务外的私人消费；机场行李搬运或超重费用；规定行程外宴

请及景点等一切费用。

6. 晚用车，给司机和导游加班费用

7. 因团员本身疏忽违章、滞留或违法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法律责任及当地赔偿费用。

8. 如有脱团情况，经我社同意后加收离团费半天 50美金/人；全天 100美金/人

9. 不含杂费 600，请随团费支付！

10 以上报价未包含内容



迪拜特色项目介绍
团号： 导游领队：

注：请客人报名时随线路一起选择，我们可以为游客提前安排，每一位游客都是在“自愿”的前提下选择参加以下

自选项目的，旅行社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态度，请游客在有意参加的自选项目后 “签名”

项 目 所 含 服 务 内 容 收 费 客人签字

沙漠冲沙

费用包含：预订费+门票+车费+司机---不限制人数

出发进入金色的沙漠，进行冒险家游戏—冲沙 。这里有阿拉伯风情的骆驼农场，在沙丘顶峰停留片刻，

欣赏沙漠日落；然后进入沙漠营帐，骑骆驼，享用丰富阿拉伯晚宴：各种各式烧烤，各种饮料（不含

带酒精饮品）等。可以穿着阿拉伯民族服饰拍照，品尝阿拉伯特色的水烟，绘制阿拉伯民族手绘

80

USD

登迪拜塔

费用包含：预订费+门票+其他服务费用—不限制人数

前往最新诞生的世界第一高楼，斥资 15 亿美元打造的【世界第一高塔-Burj Dubai 哈里发塔】登上

位于第 124 层楼高的景观台 At the Top，举目所见尽是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在天气好的時候，更

可以远眺 80 公里远的美景。

90

USD

110

USD

豪华

游艇

费用包含：预订费 + 游艇票 + 交通费 –6 人成行

活动参考时间：全天

地 址：海滨新城-游艇码头

成行人数：6 人即可成行

登上豪华游艇，随着游艇穿梭高楼林立的 Dubai Marina 海滨新城，近距离、变角度观赏直接知名的

建筑楼宇

100

USD

夜海游船

费用包含：预订费+门票+其他服务费用—6人成行

晚餐乘阿拉伯海湾风格的木质游船沿着迪拜的内海湾航行约两个小时，船上享用自助晚餐，一览迪拜

两岸灯火通明、五光十色的夜景，欣赏动听迷人的阿拉伯民族乐曲

 包含水、饮料;己减去当天晚上的原本用餐的费用

75

USD

直升飞机

观光

费用包含：预订费 + 机票 + 车费 ---2 人成行

成行人数：2 人即可成行

乘坐直升机飞上蓝天，在空中鸟瞰迪拜全景。您可以在蔚蓝的天空中，看到迪拜所有著名的景点，包

括世界上最高最豪华的酒店帆船酒店，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以及世界第八大奇迹——著名的迪拜

“棕榈岛”和“世界地球群岛”。飞上蓝天，尽情感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的阿拉伯明珠迪拜的全

景。注：如因天气状况不可抗力因素通知被取消的，将如数退还费用

200

USD

水上飞机

观光

费用包含：预订费 +门票费+ 车费 + 其他服务费用—2 人成行

（像富豪名流一样，乘坐水上飞机在天上环游一番，探索迪拜市区和它所有迷人的景点，飞越明星汇

聚的棕榈岛见证整个世界岛的发展，而且您还可以看到迪拜所有的标志性建筑物以及迪拜举世闻名的

天际线。

180

USD

水舞间

费用包含：预订费 +门票费+ 车费 + 其他服务费用+送团餐—7人成行

筹划 5 年、总投资超过 2 亿美金，La Perle 是一场包含了跳水、高空杂技、舞蹈、场景剧等的综合

表演，由拉斯维加斯《新的一天》、澳门”水舞间“的比利时籍意大利导演 Franco Dragone 总指导

和设计，在迪拜再次刷新他的艺术记录，一部恢弘的水与杂技综合巨幕表演。这是继拉斯维加斯和澳

门之后第三个剧院。

100

USD

法拉利
主题乐园

费用包含：预订费+门票+车费—2人成行

全球首个法拉利主题公园、全球最大的室内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占地 20 万平方米，整个屋顶是红色

的法拉利标志，建有 20 多个游乐设施和精彩项目。游客还可以乘坐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罗莎方程

式赛车，在五秒内加速到 240 公里/小时。而乘坐马拉内罗号游览车，可以虚拟游历著名的马拉内罗

工厂，探索之前只有法拉利跑车车主才能体会的奥秘，一窥法拉利跑车的制造过程，让您充分体验法

拉利公园里的各项活动

110

USD



迪拜特色项目介绍
团号： 导游领队：

注：请客人报名时随线路一起选择，我们可以为游客提前安排，每一位游客都是在“自愿”的前提下选择参加以下

自选项目的，旅行社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态度，请游客在有意参加的自选项目后打“签名”

项 目 所 含 服 务 内 容 收 费 客人签字

七星帆船
酒店自助餐

费用包含：预订费+餐费+其他服务费用—视情况而定

【均水亚洲自助餐】 Junsui 在日文中意为“纯净”。亚洲自助餐厅是一间全新的东亚风味餐厅，

餐厅坐拥阿拉伯湾的壮丽景观，超级时尚雅致的鸡尾酒廊供应餐前和餐后饮品；烹饪团队由亚

洲厨师组成，开放式厨房设有十二个案台，为客人现场烹制各种美味。倾情奉上日式、中式、

泰式、印尼式和韩式美食。

 己减去当天中午的原本用餐的费用，此预订不包含酒、水、饮料等（客人自理）

【Al Iwan 皇家自助餐厅】供应顶级阿拉伯美食，位于世界最高中庭的中心，两侧是耸立的金柱，

旁边是大堂喷泉；享用阿拉伯美食的同时，还可欣赏世界最高的中庭和迷人的喷泉，两者交相

辉映，令人叹为观止

早餐
150USD

午餐
185USD

晚餐
195USD

7 星
帆船酒店
海底餐厅
午晚餐
[迪拜]

费用包含：预订费 + 餐费 + 车费 –视情况而定

Al Mahara 海鲜餐厅的美食不仅逗弄您的味觉，用餐体验更能调动您的所有感官。餐厅内设有

迷人的全景落地水族馆。当屡获殊荣的主厨团队为您准备特别餐点时，您可以慵懒地坐在柔软

的座椅上，感受餐桌旁缤纷多彩的海洋生命。

--注意:晚餐 12 岁以下儿童不能入内（此预定不包含酒、水、饮料等，由客人现付）

255
USD

阿玛尼酒店
自助餐

费用包含：预订费+餐费+及其他服务费用—视情况而定

Armani Hotel Dubai 位于哈利法塔广场楼层至 8楼和 38 至 39 楼，坐拥迪拜市环回美景，室内

环境和谐悦目，弥漫时尚生活的雅意。酒店每项设计和服务皆由 Giorgio Armani 亲自构思策划，

由度身订造的装潢以至餐厅菜牌和客房设施，事事也尽显考究匠心。在此，您将品尝到具有地

中海风味的，让您垂涎欲滴的自助大餐，并可以心上世界最高最大的音乐喷泉。

午餐
USD105
晚餐
USD130

亚特兰蒂斯
酒店晚餐

费用包含：预订费+餐费+及其他服务费用—视情况而定

前往世界上最豪华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午餐，亚特兰蒂斯(Atlantis)，耗资 15 亿美元兴建，坐

落沙特迪拜的棕榈人工岛 Palm Jumeirah 上。

 己减去当天晚上的原本用餐的费用，此预订不包含酒、水、饮料等（客人自理）

午餐
USD100
晚餐
USD110

八星皇宫
自助餐

预订费+餐费+及其他服务费用—视情况而定

【特别安排在被誉为世界最豪华之-八星皇宫酒店享用自助餐，一睹其奢华】融合传统阿拉伯式

与国际性的特色风味料理，景致丰盛的自助餐、浪漫幽雅的用餐环境，搭配玻璃窗外的景色，

将成为您永生难忘的回忆；

 己减去当天的原本用餐的费用，此预订不包含酒、水、饮料等（客人自理）

午餐
USD135

晚餐
USD145

八星皇宫
酒店参观

费用包含：预订费 + 门票费 + 车费 –视情况而定

【特别安排入内参观被誉为世界最豪华之-八星皇宫酒店享,一睹其奢华】,另外免费赠送茶餐厅

下午茶,包含一杯茶或者一杯咖啡+一块甜点。

USD80

水世界主
题公园
[YAS 亚斯
岛]

费用包含：预订费 + 门票 + 车费 –2 人成行

阿联酋首家大型水上乐园，拥有 43 处游乐设施，滑道和娱乐和娱乐设施，其中包括 5处【全球

唯一】的设施，打造极致兴奋的体验，为客人带来无穷乐趣。在这里体验【世界最大的龙卷风

式水道】感受心跳的加速；探索世界最长的提供激光效果的环滑水道，以及【世界首条响尾蛇

滑水道】，享受震撼感官的极致体验，除了紧张刺激的俯冲、悠闲的漂流河和独特的阿联酋传

统探索之旅，还有不可思议的水上巅峰体验，处处充满刺激与惊喜

110

USD

备注：1. 请客人参加前慎重考虑，一旦付费后取消概不退还（依自费人数而定）

2. 在国外服务有偿，享受服务应付小费的观念已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游客在国外旅行需了解其服务业的

传统习惯,请您尊重导游、地陪和司机的服务，支付小费.

3. 自费项目确认后，请将费用和团款一起于出团前支付给我社，若所选项目不够成团人数，或由于特殊情

况没有时间安排，即按交付的费用（没成行的项目）如数退还，成团项目照常进行。

http://baike.so.com/doc/6692768.html
http://baike.so.com/doc/6692768.html


境外购物介绍：

城市 商店名称 主要商品 时间 备注

迪拜 阿拉伯文化艺术品中心 工艺品、波斯地毯 约 90分钟

请理性消费
迪拜 阿拉伯皮草特产中心 皮衣、椰枣、藏红花、香精油、纪念品 约 90分钟

迪拜 乳胶博览中心 乳胶床垫、枕头 约 90分钟

迪拜 珠宝店或奥特莱斯 珠宝，手表等 约 90分钟

附件一：购物补充确认

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充分协商，就本次旅游的购物场所达成一致，旅游者自愿签署本补充协

议。

阿联酋对商品定价有严格管理，同一国家内同样商品不会有较大价差，请您仔细做好攻略后谨

慎购买。以下推荐商店也是当地人购物场所，不排除某些商品出现略小价差现象，请您自行甄选，

我们无法承担退换差价的责任；

购物行为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购物。除

本补充确认中的购物场所外，无其他购物店；

游客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

游客在团队行程安排以外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

责任；

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到合理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共

交通延误或取消、交通堵塞、重大礼宾等不可抗力事件），为保证游客前往的景点正常游览，旅行

社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本补充说明约定的购物场所或缩短购物时间，敬请游客谅解。

游客在境外旅游期间请务必谨慎看护好个人财产，请随团一起活动，随时留心身边的状况。一

旦发生个人财产遗失或被盗，旅行社无法为您做出经济补偿。但是旅行社领队及导游会积极协助您

办理报案等相关事宜。（所以：请您不要将贵重物品单独遗留在以下地方：酒店前台，托运的行李

中，随团大巴车座位或者车上放放置物品处，酒店房间等地方。）

百货公司，免税店，超市，名品专卖店不属于针对旅游团队的购物场所，所以并不在《旅游法》

法规限制的购物场所。如行程中涉及到以上地点，请您放心购物。

购物属于您个人行为，您在购买商品时请仔细检查商品质量。权衡产品价值切勿跟风购物导致

后悔退货。若您在购买后发现质量问题，或品质或跟您期望的不一样等相关问题，无论退货或退款，

手续非常繁琐。旅行社会尽力协调，但不保证达到您所期待的结果（比如退货，退款或者赔偿等）

购物刷卡手续费已有银行收取不能退还，如退货时发生任何相关额外手续费全部由旅游者承担。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旅游者自愿购物、购物退税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

提醒。我经慎重考虑后，自愿前往上述购物场所购买商品，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领队和

导游提醒办理退税事宜，并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保留购物单据、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

全。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我将自愿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



我同意《购物补充确认》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游者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迪拜旅

游须知

一、出境须知：

1、航班信息： 所乘的航班号 xxx：中国时间 xx：xx 起飞，阿联酋时间 xx：xx 抵达，中国比阿联酋早四个

小时。

2、出境证件：请注意集合时间地点，不可迟到避免误机；必备出境国际机票、护照正本、及旅游须知。

3、行李托运： 行李托运前需特别注意贵重物品勿托运，以及保管好行李票。

（A）国际航班一般可免费托运行李（重量不超过 30 公斤），可随身携带行李一件（重量 7 公斤，长宽高

合计不得超过 115 公分）；

（B）托运行李切勿放现金、照相机、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保留好行李票；

（C）液体膏状物品、胶状物品等尽量托运，若不托运则请放置于容量不超过 100 毫升的容器里，用透明

可视密封胶袋装好以备机场安检；

4、出境申报：如果携带专业相机、摄像器材和笔记本电脑建议做出关报关，避免不必要的出关的麻烦；

二、入境须知：

1、入境程序： 持护照抵达迪拜机场后，入境前需要前往机场边检做眼膜扫描（在 VISA COLLECTION 旁），

经扫描系统确认无任何阿联酋不良纪录史，边检工作员在入境签证纸上盖章安检通行章，再前往入境大厅

移民局排队护照盖章入境。

三、旅游须知

时差： 阿联酋比中国时间晚 4个小时。阿联酋早晨 8点，中国是中午 12 点。

语言： 阿拉伯语是阿联酋的官方语言，英语也可以通行无阻

货币： 目前人民币在阿联酋不能流通，美元为通用货币，可在酒店前台或银行及货币兑换中心换成当地货

币（迪拉姆）；阿联酋机场银行及市区内大部分商业银行有外币兑换业务；阿联酋的当地银行可以

受理所有国际业务。

目前 美金 USD 兑换 迪拉姆 UAE DIRHAM / 1:3.50

目前 迪拉姆 UAE DIRHAM 兑换人民币 RMB / 1:1.80

目前美金 USD 兑换人民币 RMB / 1:6.10

消费： 我国海关规定每人可携带 5000 元美金和等值于 5000 美金的人民币出境。建议不要带老版或破旧的

美金消费将会带来障碍。由于迪拜是一个有着丰富小费文化的国家，所以建议游客携带部分的美金零钱。

建议游客携带建议游客需要携带大量外币出境时申请 VISA 或 MASTER 国际卡或只带有银联标志的借记卡（目

前有些营业场所允许刷只带银联标志的借记卡切银行是不收手续费的，而 VISA 或 MASTER 国际卡银行是要

收取 2% - 2.5%的手续费）。银联卡可在当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北京、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详细咨询此业务的办理方法。阿联酋生活

方便，饮食： 日常用品丰富，多为进口，蔬菜水果较国内昂贵，总体物价约为国内的 2-3 倍；常用物品均

可在超市买到，购物可选择阿布扎比合作社连锁超市，家乐福超市、海港、市内鱼市和菜市批发市场等，

物价较实惠；建议携带常用消炎、感冒药以及晕车药（阿药品零售价格较昂贵）。

衣着：阿联酋是穆斯林国家游客着装相对不要太暴露即可。

参观或入住帆船酒店客人着装明确规定：

客人进入大厅、餐厅等公共活动场所，男士需穿着带领的衬衣，西裤或商务休闲牛仔裤、皮鞋以及阿拉伯

服饰。须避免短装（短袖/短裤）、T 恤，拖鞋、运动鞋和运动装，以防止酒店工作人员要求您更换着装再

进入公共场所。

参观阿布扎比扎耶德清真寺-当地政府规定着装：



1、扎耶德清真寺新规，必须网上预约进入，视当地预定情况而安排是否入内参观。

2、逢周五清真寺不接受游客参

观，入内游览将改为外观。

3、规定着装图解如下：

气候：阿联酋是热带沙漠气候雨水少，

全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全年

降水量约 100 毫米，多集中在冬季。

1、 夏季：每年 6-9 月，温度在摄氏

25-35 度；其中 7-8 月份最热，温

度持续在摄氏 30-40 度。（夏季

购物节也正值此季）；

2、冬季：每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在

这几个月份中，夜里比较凉爽，尤其 12 月、1月和 2月非常凉爽，平均温度在摄氏 20 度左右，并伴有降

雨；夜里的温度低于 13 摄氏度（此季为冬季世界购物节）。

电压：阿联酋城市交流电压为 220 伏。电压：220 , 50HZ ；插头为二孔圆脚式，亦有三孔扁平式，因建筑

而异。

通讯：酒店房间内长途电话费较昂贵，建议自行购买公用电话亭使用电话磁卡或当地手机卡；中国手机若

已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则可在阿联酋使用；往中国打电话则先拨：0086（中国的国家代码），再拨各国城市

区号 10（北京）及电话号码例 88888888。中国漫游手机在阿联酋境内拨打阿联酋当地手机方式：00971（阿

联酋国家代码）50（手机代码）及手机号例 9999999。

购物：白金黄金首饰同价；有软黄金之称的高档名贵波斯毯；各国名牌商品免税；手工纯银纯铜纪念挂盘、

风景画、手工皮革制品、纯天然不含酒精香水及传统手工香水瓶等…

小费：阿联酋服务行业的小费并无统一标准；宾馆、高档餐馆一般均收取 10-20%的服务费；但根据当地习

惯，顾客还要付给旅馆打扫房间的工人每天 2-3 美金小费；付给餐馆服务员 2-5 美金的服务费对帮助提行

李的服务员一般给 2 美金小费。

酒店：迪拜国际四星、五星级酒店基本提供拖鞋、电热水壶及转换插头；可免费自己烧热水泡茶咖啡;

四、风俗习惯与禁忌

阿联酋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国家实行对外全方位开放明智政策，对外国人在衣、

食、住、行等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大型超级市场可买到非穆斯林（猪肉类）及其制品，基本可满足在阿

联酋居住的各国人士的需求，值得注意的问题是：1.阿拉伯国家斋月期间，从日出后到日落前不许在公共

场所喝水、吸烟、吃东西，餐厅和饮品店均在此时间关门停业；

2.斋月期间，女士们要尽量注意穿长袖衣服和长裤，不要太暴露；男士不准在公共场合穿短裤或赤裸上身；

3.全年除在寓所和星级酒店内可以饮酒外，其他的场所或大街上当地法令不许喝酒；

4.在与阿拉伯人交往中，与其先生谈话时不能主动问及其夫人的情况；与妇女交往只能简单问候几句，不

能单独或长时间与她们谈话，更不能因好奇盯住看她们的服饰，也不许给她们拍照或未经允许合影；若以

咖啡待客时，通常是由精致的茶瓶中倒出滚烫的半小杯，喝完后，侍者会继续添加，除非以拇指及中指左

右摇晃手中的小杯，表示已足够了不用再添加；

5.阿联酋国内节假日较多，还有长达 1个月的斋月，虽然斋月期间上午半天工作，但实际上办不了什麽事。

因此，国内来阿联酋访问或做生意，办展览要注意尽量避开当地的斋月；

五、紧急情况的处理

1.护照丢失：若护照丢失第一时间和导游联系，及时向当地警察局报案并办理相关手续由中国驻迪拜总领

事馆申请补发。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

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

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

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2. 遗失行李：外出游览流动性很大，因此现金、相机、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离开游览车、

酒店、餐厅时，最好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如在车站、机场或宾馆丢失了行李，应及时报告有关服务机构。

在机场办妥行李托运后，个人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标签，以便在到站但行李未到时向机场行李挂失处

凭单登记，如遗失托运标签产生的损失只能自负，另请不要在托运行李中夹带违禁物品和贵重物品如相机、

现金、字画等。航空公司赔偿丢失行李的款额有上限规定。

备注：境外旅游期间、游客不可参加任何《非本旅行社安排的活动项目》，如执意参加《非本旅行社安排的活动项目》，

旅行社则无法提供安全保障，游客需要考虑自身能力，自己应承担一切风险及后果！

60 岁以上游客及 18岁以下未成年人出行应有不满 60 岁的成年家人陪伴，70 岁以上游客请确认已购买足额境外救援险，

游客不可隐瞒病史，备齐常用药品，身体不适应及时通知导游，导游有权视情况强制客人停团休息或在当地就医，希望

您能理解与配合！

阿联酋警察局报警或紧急求救电话： 999 医务急救电话：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