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CBDF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系列活动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 

第 1 天 

1.19 

 

国内（北京或上海或香港)-维也纳 

乘坐航班前往维也纳，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膳食： 晚餐                     交通：飞机+巴士                酒店：酒店 

第 2 天 

1.20 

维也纳  全日采风（含半日采风）： 

 

14:00-18:00  CBDF 维也纳国际论坛 CBDF INTERNATIONAL CONGRESS-VIENNA 

 

这座城市环境优美，景致诱人，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昔日辉煌的历史和君王统治时期留存的遗韵，也被誉为“多

瑙河的女神”。 

外观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约 20 分钟）； 

古老的议会大厦（约 20 分钟）； 

参观玛丽亚·特雷西娅广场，外观霍夫堡皇宫、斯特劳斯公园（约 30 分钟）； 

外观美轮美奂的美泉宫（后花园 约 60 分钟）； 

【注】参加“CBDF 维也纳国际论坛”嘉宾半日采风。 



 

 

膳食：早(参加全日采风含中晚餐、参加半日采风含中餐)交通：巴士酒店：酒店 

第 3 天 

1.21 

维也纳 

14:30-01:00  CBDF 维也纳国际舞蹈节 CBDF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VIENNA 

 

19:30-02:00  CBDF 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 CHINESE BALL-VIENNA 

膳食：早                      交通：巴士                     酒店：酒店 

第 4 天 

1.22 

参加五日行程的团员乘机返回国内,结束愉快的行程! 

 

维也纳-萨尔茨堡 

早餐后前往萨尔茨堡。观萨尔茨堡，它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

拍摄地。这座古城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参观因电影《音乐之声》而扬名于世的米拉贝尔花园（约 20 分钟）； 

中古世纪保存至今的商业街（约 30 分钟）； 

外观大教堂及西边的主教宫，莫扎特故居（外观），萨尔茨堡古城和莫扎特广场（约 40 分钟）。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酒店 

第 5 天 

1.23 

萨尔茨堡-布拉格 

    早餐后前往布拉格，市区参观，布拉格素有“千塔之都”，“建筑艺术之都”的美称，游客可以在这里悠然地散步，

细细感受城市之美，首先在布拉格城堡区*（约 90 分钟）参观捷克国王加冕的场所“圣维塔大教堂”，旧皇宫，再行至

黄金巷，黄金巷 22 号是世界著名文学家卡夫卡曾居住的地方。然后步行至旧城区，旧城区被联合国评为人类珍贵古迹

之一，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在这里参观旧城广场，市政厅，天文钟。然后从老城广场步行，沿着伏尔塔瓦河下行的第一



 

座桥即到达中欧最古老的查理大桥，桥上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很具观赏价值。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酒店  

第 6 天 

1.24 

布拉格 

布拉格皇宫参观，旧皇宫是一座三层的建筑，曾是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建于 12 世纪，经过几次修建，增加了哥

特、文艺复兴样式。入口进入后是维拉迪斯拉夫大厅，也是整个皇宫的重心，下层有哥德式的查理四世宫殿，和仿罗马

式宫殿大厅，大多数的房间在西元 1541 年的大火中受到毁坏，因此部份是后来重建的遗迹。 

随后布拉格市区自由活动。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酒店  

第 7 天 

1.25 

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 

    早餐后前往布拉迪斯拉发，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的历史犹如翻滚过山车般动荡不安，它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仍

然受此影响。市内的建筑庄严辉煌，而大部分边远地区的建筑却像墓碑一样。布拉迪斯拉发由新、老两个城区组成。旧

城区名胜古迹众多，其中最古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当属布拉迪斯拉发城堡，亦称杰云城堡。这里原是古罗马人建造

的一座简易要塞，现存的城堡是在 1287 年改建的。城堡形如一张倒置的八仙桌，远远望去，城堡四角高耸的塔楼犹如

桌子的四条腿，别具一格。 坐落在山顶俯瞰着老城，四四方方的布拉迪斯拉发城堡显得简朴。从城墙望去，可以看到广

阔的风景，令人心情舒畅。 历史博物馆内有重要的冰球名人纪念馆、珍贵艺术品和历史展品。奇特的民间音乐馆位于城

堡的北部。德温城堡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西 9 公里处。曾是 9 世纪军阀拉蒂斯拉夫亲王的堡垒。在城里的河边有斯洛伐

克国家美术馆，兼容并蓄地收藏了斯洛伐克大量艺术作品，既有 18 世纪的作品，也有斯大林时代的产物。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酒店  

第 8 天 

1.26 

布拉迪斯拉发-潘多夫奥特莱斯-维也纳-国内 

    早餐后潘多夫自由活动，结束后前往维也纳乘坐航班返回国内。 

膳食：早                     交通：巴士+飞机                酒店： 

第 9 天 

1.27 

抵达北京(或上海或香港)结束愉快的行程 

膳食：                   交通：                酒店： 

报价信息 

价格（人民币）: 五天行程  12800 元 外币换算以今日汇率为准，实际价格以结算当时汇率为准。 

地接报价包含项目： 

机票 北京(或上海或香港)至维也纳往返经济舱机票一张    (如需公务舱机票费用另计) 

境外地面交通 境外地面交通用车 45—55  座旅游车； 

导游 全程中文导游服务； 

住宿 欧洲当地（市区）标准   4 星   级酒店双人间（含早餐）三晚；含税含早 

膳食 
午晚餐三顿，七菜一汤标准。（备注：其中参加“CBDF 维也纳国际论坛”嘉宾三顿中有一顿会议用

餐） 

景点 参会嘉宾包含酒店会场费用   维也纳全日采风嘉宾包含美泉宫（后花园）门票 

其他 

CBDF 举办的相关活动费用 

小费已含 

旅行社责任险以及境外人身救援险已含 

注：我司仅对以下所包含项目的服务内容负责，报价中未包含项目的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的问题均不由我司负责！ 

价格（人民币）: 九天行程  17800 元 外币换算以今日汇率为准，实际价格以结算当时汇率为准。 



 

 

地接报价包含项目： 

机票 北京(或上海或香港)至维也纳往返经济舱机票一张(如需公务舱机票费用另计) 

境外地面交通 境外地面交通用车 45—55  座旅游车； 

导游 全程中文导游服务； 

住宿 欧洲当地（市区）标准   4 星   级酒店双人间（含早餐）  七  晚；含税含早 

膳食 午晚餐十一顿，  七  菜一汤标准。（备注：其中参加“CBDF 维也纳国际论坛”嘉宾有一顿会议用餐） 

景点 参会嘉宾包含酒店会场费用   维也纳全日采风嘉宾包含美泉宫（后花园）门票  布拉格城堡（旧宫） 

其他 

CBDF 举办的相关的活动费用 

小费已含 

旅行社责任险以及境外人身救援险已含 

注：我司仅对以下所包含项目的服务内容负责，报价中未包含项目的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的问题均不由我司负责！ 

 

地接报价未包含项目 

 司机/导游超时工作费用为 100 欧元/小时（司机/导游每天工作不超过 10 小时）； 

 四天行程单房差：单房差 240 欧元/人，八天行程单房差 458 欧元/人  

 计划之外，客人境外临时更改行程或更改接待标准产生的费用 

 行程不含的项目费用 

 行程以外的特殊景点门票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客人境外的任何私人费用； 

 护照及签证的办理费用  (签证费 1100 元含保险)； 

 如有公务活动，不含公务邀请费用及快递费用、公务活动相关的费用（包括场地费、翻译费等）； 

 欧洲境内或飞机上非免费餐饮费、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费用； 

 转机/火车时用餐； 

报价说明 

 此报价以《团队基本信息》--报价人数为基准，如发生团组人数变化、拒签或者签出不走等情况，团队报价须重新计

算； 

 在 11 月 17 日之前交齐签证材料的，地接部分无损失。11 月 17 日之后交资料报名的，损失部分以实际发生为准。 

 维也纳酒店和国际论坛场地由奥中友协安排 

 维也纳舞会和国际舞蹈节由 CBDF 安排 
 



 

 

 

东欧访问须知 

一、   出入境 

1.       带本人护照、机票，通过绿色通道出港。如携带摄像机、笔记本电脑、镜头可

拆卸的相机等贵重物品，请走红色通道，向海关申报； 

2.       请持有新换发护照的客人，将新旧护照一起带好，以便顺利出关； 

3.       国家规定个人携带货币出境限额为美金 6000 元； 

4.       国家规定个人可免税携入 500 支香烟或 50 支雪茄或 50 克烟草；2 公升葡萄酒，

1 公升烈酒；250 克香水。 

5.       因出境手续繁杂，请团队提前 3 个小时，散客提前 2 个小时，先后办理登机牌、

边防检查和安全检查手续。 

6.       入境填写申报单时，请如数填写所带美元现金数额，如隐瞒，一旦查出，将被

没收。 

二、   行李 

1.       您可以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重量不超过 23 公斤，长，宽，高合计不超过 269

公分）。可将日常用品、换洗衣服等放于行李箱内（剪刀、水果刀及所有金属物品均

应托送）。公务舱可以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2.       行李如需打包，请提前到打包柜台打包（10 元/个），请注意一定不要将证件及

贵重物品打包托运； 

3.       可随身携带行李一件（长，宽，高总和不得超过 115 公分），请将贵重物品，

易碎物品或随时取用物品放在随身行李箱内,例如自备药品、摄像机、照相机、电池等。

但护照, 机票, 现金等请务必随身携带。 

三、   气温和服装 

1. 东欧 的气温较之北京略低。 

2. 团组出行期间温差比较大，并且随时有可能下雨或下雪，因此要准备雨伞和羽绒服。 



 

四、 关于护照，钱币 

欧元在大城市通用。 

请切记：您的护照，机票，现金等，务必随身携带，将护照和现金分开存放。 

在东欧，信用卡的使用比较普遍。机场，酒店，购物场所都有兑换场所。兑换时需要

付手续费，各场所需手续费不同，因此在对换前需问清。 

五、 餐饮 

1、早餐以酒店西式自助餐（主要是冷早餐）为主，正餐以中式为主, 以符合大家的饮

食习惯,但为了使旅途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会给您安排品尝当地西餐,相信会给您留下深

刻的印象。 

2、酒店里用自助早餐时,请适量选取，切勿在餐盘内剩余过多的食物或打包带走，这

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3、自备一些饼干等食品, 因为在旅途中,有时难免由于交通堵塞等特殊原因延误您的用

餐时间。 

4、客人如对某一种饮食禁忌，请务必于团队出发前通知本旅行社，以便事先安排。 

六、关于酒店 

1、东欧酒店内通常不备牙刷，牙膏，拖鞋等物品，请自备洗淑用品。 

2、酒店有收费电视服务，在您入住酒店前请向导游查询，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3、您如果要离开酒店外出，请向酒店前台服务生索要酒店名片，以备迷路时使用。  

4、如果您入住房间里的设备，如：电话机，洗手间，空调等有故障，请及时找领队协

助解决。 

七、关于乘坐飞机，巴士 

1、航空公司规定，在飞机上禁止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游戏机等。根据欧洲法律有

关规定，在飞机上使用移动电话将被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2、  在机舱内，巴士车厢内，部分餐厅内有禁止吸烟的告示牌，请遵守有关规定。 

3、  在飞机上请对号入座，如需要调整座位，请向航空公司空服人员寻求帮助。 

八、时差 



 

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时 

九、语言 

英语在的大中型城市里都可以通行。 

十、供电 

在东欧，使用 220 伏 50 赫兹交流电，欧洲式的两插孔插头。 

十一、通讯 

每座城市都能通过电报或邮局的方式保障国际联络。许多地方设有磁卡电话，所有的

大城市都设有移动电话网。 

因特网使用较为普及：在网吧和商务中心可上网。 

十二、健康与药物 

出外旅游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气候变化而令身体感到不适，故应准备常用药物，以备

不时之需。若需长期服用某类药品，如血压高、心脏病、胃病或糖尿病等，必须带足

够药物及医生的处方，以防万一。 

十三、境外特别备注 

1、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在市中心的很多旅游景点不能停车或停车不方便，前往游览的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2、在火车站、商店或参观游览的地方，您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陌生人、街上做小生意人、

换外汇的人、乞丐等（其中也可能有华人），向您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最好不要和

他们讲话，以确保自身安全。 

3、街上的公共厕所很少（需要付费），很多旅游景点（如教堂）里面没有洗手间，请

您在旅馆、餐厅、纪念品商店等有机会时充分利用，以免给您造成不便。 

4、在很多旅游景点里对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有限制。参观的地方如果有绘画或者壁

毯，一般不许用闪光灯。 

5、不要把您的东西遗忘在公共场所，现金、贵重物品以及护照等最好随身携带。 

6、按照本地交通等具体情况，有可能为了行程进展的顺利而改变参观顺序，用餐等时

间，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减少参观旅游项目。 



 

7、一般而言小费是必要的开支，搬运工的小费，在餐厅及搭乘出租车，小费约占给付

费用的 5－10%。 

8、东欧的法律、文化、宗教信仰在公用处和私人处生活习惯等社会实践与中国不大相

同，有时候能碰到您意想不到的差别。导游会向您解释说明，但由于旅游行程的时间

有限，只能向您介绍一些主要的方面。也请您自己注意，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先咨询

导游。不经意的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或者给自然人、法人带来了物质损失或者精神

伤害的，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十四、转机及入境 

1、通过机场通道进入机场大厅，寻找指示牌进入入境处大厅。 

2、边防检查：依次排队出示机票、护照、出入境卡（带相片的卡片）。团队需提交由

旅行社签发的人员名单，酒店定单，旅游计划书。 

3、拿取行李：在显示航班号的指示牌下的传送带前，等候自己的托运行李。（注意机

票上的行李条上的号码与行李的号码要相符）在此厅内找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用

大型行李车将全团行李推出。（需交费，应在出境后，由旅行社工作人员协助结算，

以防受骗） 

4、海关：穿着白衬衣或绿外套黑肩章服装的，是海关工作人员。他们有权力对行李及

随身物品的检查。若无申报物品，（参见入关个人携带许可）可从出口直接出关。如

有申报物品，需填写有关表格进行申报。 

5、转机：进入大厅后在航空公司服务处办理转机手续。在取得转机登机牌后，查看日

期、时间、航班号、目的地、登机口、座位号。 

十五、退税 

1. 您在购物时，请找：对旅游者免税，（TAX—FREE SHOPPING）标记的商店。 

2. 发票总款额（含 AFA）需要达到约合 200 欧元。 

3. 请向售货员索取详尽填写的含流通税（AFA）的发票、退税单和免税（TAX—

FREE）。 

4. 在离开欧盟的最后一个国家时，务必请海关退税机构在所有单据文件上盖章。 

5. 退还的税款： 

备注：退税得到的现金可在边境向付款单位伊布斯（IBUSZ）办公室申请（设在出关

之后大厅的右侧） 



 

请其转汇到您的银行或信用卡帐户。 

请其寄送银行支票到您的住址。  

乘飞机旅行者： 

       在取到登机卡后（在登机前）请找海关盖章 

       无海关印章，不能收回流通税（AFA） 

祝您访问愉快！ 

 对公账户及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瀚祥拓睿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 18号丰联广场 A座 716室 

电话：010-53396618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5562128241U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 

账号：0200003109200216257 

 

Bank Name: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 

Account No.:02 0000 3109 2002 1625 7 

Sort Code:ICBK CNBJ BJM （字母大写） 

Account Name:北京瀚祥拓睿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Industri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beijingZhushikoubranch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 

 

备注：汇款时请备注“2018年维也纳舞会活动费+汇款人及出团人名字”， 

如 2018年维也纳舞会活动费+张默/张子涵”。 

 

 

http://www.baidu.com/link?url=iZue-iSWCbFHpzu9cPL-5SNcmEOAOc_qFi90QPUKZOvzAz1OAHa6nA3h5CexHm2QOkT6-JMYIntmHxxEN-LMY_c7IkZfGKbBlidxu6FJ8o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