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代理商牌照号：352801

团号：MO9 行程B

摩洛哥三大皇城+蓝白小镇+撒哈拉沙漠9日体验游【1晚沙漠帐篷】
1人起报，保证出团

接送城市：马拉喀什

须持有效证件进摩洛哥
* 价格涨幅请以官网为准

丹吉尔

840

舍夫沙万

出团日期
菲斯

马拉喀什

Date
●

价格包含

2019年12月13日/20日，2020年01月03日

Tour Inclusions
●

中文讲解导游

●

●

舒适旅游巴士

●

托德拉峡谷

瓦尔扎扎特

●

梅尔祖卡

可选
增值项目

专职司机
含部分团餐

7晚三-四星级酒店+1晚沙漠五星帐篷体验

Add-ons
1-4排前排座预定：8天*5镑/人
仅限全程预定
可升级单人间: 250镑/人/8晚

●

●

温馨提示

镑
起

Reminder
本团客人自行安排交通到达指定接送站开启
行程体验， 配备随车导游， 无跨境领队
●

行程简介 Overview
D1

Depart from Marrakesh-Djemaa el-Fna-Hotel
马拉喀什—德吉玛广场(游览约4小时）—入住酒店
【德吉玛广场 Djemaa el-Fna】马拉喀什老城必游景点
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榜上有名的世界遗产名录广场
三餐自理，入住3-4星级参考酒店

D2

Hotel-Ouarzazate-Hotel
早餐后-瓦尔扎扎特（游览约5小时）-酒店
【瓦尔扎扎特 Ouarzazate】非洲好莱坞。许多著名电影
拍摄于此：《角斗士》、《埃及艳后》、《情陷撒哈拉》等
【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 Ait Benhaddou Kasbah】
被誉为摩洛哥最美的古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犹太人遗址城堡
酒店早餐，赠送当地特色午餐晚餐，入住3-4星级参考酒店

D3

Hotel-Todra Gorges-Merzouga-Hotel
早餐后- 托德拉峡谷(游览约1小时）—梅尔祖卡-酒店
【托德拉峡谷 Todra Gorges】荒漠中的绿洲，避暑的秘境
酒店早餐，赠送当地特色午餐晚餐，入住沙漠五星帐篷

D4

Hotel- Merzouga -Hotel
早餐后-撒哈拉沙漠之旅（全天游览）-酒店
【梅尔祖卡Merzouga】撒哈拉沙漠的入口，世界各地游客
蜂拥而至，感受穿行撒哈拉，欣赏日出美景的奇妙体验。
酒店早餐，赠送当地特色午餐晚餐，入住 3-4星级参考酒店

D5

Hotel- Tour of Fes-Hotel
早餐后-菲斯自由行（游览约10小时）-酒店
【菲斯 Fes】北非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城市，历史文化名城
酒店早餐，午餐自理，赠送当地特色晚餐，入住3-4星级
参考酒店

�

D6

Hotel-Chefchaouen-Hotel
早餐后-舍夫沙万自由行（游览约5.5小时）-酒店
【舍夫沙万Chefchaouen】全世界上三座“蓝色小镇”之一。
酒店早餐，午餐自理，赠送当地特色晚餐，入住3-4星级参考酒店

D7

Hotel-Tangier-Rabat-Hotel
早餐后-丹吉尔游览（游览约2小时）-拉巴特（游览约5.5小时）-酒店
【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也是摩洛哥拥有第二大经济体的重
要港口城市
【拉巴特Rabat】首都拉巴特是一座白色之城，建筑以白色为主，凸显出她
的纯洁和庄严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团餐，赠送当地特色晚餐，入住3-4星级参考酒店

D8

Hotel - Casablanca - Marrakesh - Hotel
早餐后-卡萨布兰卡（午餐+游览约4小时）-马拉喀什市区(游览约4小时)
- 酒店
【哈桑二世清真寺Hassan II Mosque 】世界第三大清真寺
【马若雷勒花园Jardin Majorelle 】比天空还深邃的那一抹蓝色，著名设计师
YSL曾是它的第二任主人
酒店早餐，赠送中式午餐，晚餐自理，入住3-4星级参考酒店

D9

Hotel - Marrakesh city tour - End
早餐后 — 马拉喀什（游览约3小时）— 送机，结束旅行
【巴伊亚王宫Bahia Palace】建于十九世纪末，当时摩洛哥最大最宏伟
的宫殿建筑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行程结束

若遇天气/交通管制/景点限制等不可抗力因素，我社导游或将变更游览顺序和调整为相似的游览内容，不再另行通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接送站说明 Departure & Return
接站点
马拉喀什 Marrakech：我们会在行程第一天免费安排1趟马拉喀什国际机场接机，机场代码为RAK
接机时间为：【15:00】您需要自行订购当天14:00之前抵达马拉喀什国际机场的航班

送站点
马拉喀什 Marrakech：我们会在行程最后一天免费安排1趟马拉喀什国际机场送机，机场代码为RAK
送机时间为：【13:00】建议您预订16:00之后离开马拉喀什国际机场的航班，以免延误行程

自费项目/景点票价参考 Optional Experiences
*自选项目以自愿原则参与请结合个人健康状况和条件，以安全为准；票价含车司导加班费和停车费，请准备现金交导游组队或自行散买。�

自选项目

每成人

每外国学生

电影城

80迪拉姆

80迪拉姆

阿塔里纳学院Medersa Attarine

20迪拉姆

20迪拉姆

布伊纳尼亚神学院Medersa Bou Inania

20迪拉姆

20迪拉姆

哈桑二世清真寺

130迪拉姆

65迪拉姆

伊夫圣洛朗私人花园首道门票

70迪拉姆

35迪拉姆

巴西亚皇宫

70迪拉姆

70迪拉姆

萨弟安墓

70迪拉姆

70迪拉姆

行程价格不包含 Tour Exclusions
▲旅行团服务费：全程54美金或者按汇540迪拉姆/人

▲景点门票：无变相购物或强制游览

▲个人旅行保险： 建议购买，保障您的权益

▲建议每人每天备40-80镑现金用于小费/自选景点/自购餐食

▲往返机票：您的出发地往返上下团地点机票

▲其他未包含的费用

▲可升级单人间：250镑/人/8晚

订购必读 Terms & Conditions
报名后，我们将默认您已阅读并接受载于本社官网之【报团须知及责任明细】且默认其合法有效性. 请在确认报团前务必了解相关的预定、
付款、取消或更改、行程价格及其他费用调整、旅客及旅行社责任等细则， 您在报团后因任何原因无法参团或者需要修改订单，需发送
相关书面邮件，我社将根据收到您邮件的日期扣除如下管理费用：

参团方需邮件申请

出团前21天及以上

变更订单需支付操作管理费

10%团款

50%团款
出团前8-20天
50%团款

出团前7-0天
100%团款

参团年龄说明 Age Classification
若参团人年龄【不足3岁】请在下单前联系我们。
【3-17岁】和【70岁+】参团本社强烈建议购买保险且需至少1位69岁以下成年人陪同参团。请衡量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出行。

本文档为2019年10月人工阶段性更新，若与本社官网信息不一致，请以官网信息为准
This document is artificially periodically updated in Oct. 2019.
If the information is inconsistent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please refer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入住酒店参考说明 Hotel References
*以下参考表格只供参考使用，实际随团入住酒店请以导游安排为准

行程

参考酒店名称

D1

Hotel Ayoub Marrakech 或同级

D2

Hotel Farah Al Janoub 或同级

D3

沙漠五星帐篷

D4

Ibis Fes 或同级

D5

Ibis Fes 或同级

D6

Prestige Hotel tetouan 或同级

D7

Hotel Diwan Casablanca 或同级

D8

Hotel Ayoub Marrakech 或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