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大阪奈良东京半自助迪斯尼双飞七日游
（阪进东出）

精选航班: 两点进出，不走回头路，行程更轻松；

特别安排：一晚日本温泉酒店，放松身心，享受汤泡乐趣

地震体验馆：身临其境般亲身体验 8 级地震

特色景点：芦之湖：三千多年前，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山湖，经湖水冲刷成的河谷

大涌谷：诉说着大约 3000 年前的火山活动，可眺望富士山壮丽绝景

自由活动：多种攻略方案选择，随心、随性；

南昌西统一集合出发，赴武汉火车站，抵达武汉火车站，入住酒店.（如遇旺季我社有权利更改赴武汉

往返大交通，请谅解）

酒店乘车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集合，专人负责办理托运行李服务，搭乘飞机前往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

抵达后导游接机，乘车前往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早餐后，可前往以下景点参观：

【大阪城公园-不登天守阁】（不登城，停留约 40 分钟）此为日本著名武将丰臣秀吉所建造而成；大阪城公园

内城中央耸立着大阪城的主体建筑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镀金，十分壮观。

【心斋桥、道顿崛】(停留约 120 分钟）心斋桥是以带有拱廊设施的心斋桥筋商店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里大型百货店、百年老铺、面向平民的各种小店铺鳞次栉比。石板铺就的人行道、英国风格的路灯和

成排砖造建筑物的周防町筋，格调高雅，这一带被人称为欧洲村。

第一天 住宿: 武汉经济型标间

南昌-武汉
参考车次：D3264 19:18--21:41

餐食：晚餐|自理

第二天 住宿: 大阪附近酒店或同级
武汉- 大阪

9C8787 12:10-16:15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第三天 住宿: 爱知县周边

大阪-京都 餐食：早餐|酒店内 午餐|鳗鱼饭 晚餐|自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5%B1%B1%E6%B4%BB%E5%8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5%B1%B1%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B0%B7


【神鹿公园】(停留约 30 分钟）神鹿公园在占地 660 公顷的辽阔区域内，囊括了由天平时代（710-784 年）

延续下来的东大寺、兴福寺以及正仓院等名胜古迹，是一座规模雄伟、绿树成荫的历史公园。公园内的鹿群，

三五成群，悠闲自在，它们被看成是神的使者而受到人们的悉心照顾。当你看到这些小鹿时，可以与小鹿们

亲密接触，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那种美好的感觉只有去了才能真正体会到！

【春日大社】(停留约 20 分钟）春日大社是日本全国各处的春日大社的总部， 与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一

起被称为日本的三大神社。

酒店早餐后，可前往以下景点参观：

【大涌谷】（停留时间约 40 分钟）是位于东京近郊的温泉胜地箱根的一个观光景点。仿佛在今天诉说着大约

3000 年前的火山活动。从观景点可眺望富士山壮丽绝景。温泉不断涌出，笼罩着白色喷烟如云雾的壮观奇景，

不管是谁都会为之惊叹称奇。从空中缆车俯瞰大涌谷，相当具有震撼力，而赢得“地狱谷”之称。另外，利

用地热煮的“黑蛋”，是箱根的名产，据说吃 1 颗就能长寿多活 7 年的寿命。在大涌谷可以吃得到道道地地的

黑蛋的滋味。（如遇火山活动景点关闭更换为周边景点）

【芦之湖】（停留时间约 30 分钟）它是在三千多年前，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山湖，经湖水冲刷的河谷，是

箱根最迷人的旅游据点。芦之湖背倚着富士山。湖山相映，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致和情趣。环湖步道遍植

青松翠杉，景致十分怡人，湖中有很多黑鲈鱼和鳟鱼，许多日本人经常在此泛舟垂钓和游泳。

【地震体验馆】（停留约 60 分钟）该体验馆主要包含

地震体验、避难体验及科普角三个板块。除了通过图

片视频模型等形象地向您介绍地震、火山喷发等天灾

发生的原因及避难方法外，还可以让您身临其境般亲

身体验，既有用又好玩，让您留下难忘的回忆。

【御殿场奥特莱斯】（停留约 60分钟）是日本品牌店

最多的 Outlet商场，也是日本最红火的商场之一，共

计 210个直销名品旗舰店。整个商场就像一座山中花

园，不仅东京人爱逛，连国内外的观光客都将这里当

作一个景点，每当周末假日，逛街人潮络绎不绝，算

是东京近郊最好逛的一个名牌畅货商场。在此顾客能

感受到北美城市街道风情，并可尽情地体验购物乐

趣。

游玩后驱车前往温泉酒店休息，晚餐于酒店内，晚餐

后可免费体验正宗的日式温泉。

第四天 住宿: 温泉酒店

箱根 餐食：早餐|酒店内 午餐| 定食寿司餐 晚餐|特色温泉餐

第五天 住宿: 成田周边

東京 餐食：早餐|酒店内 午餐|日式拉面 晚餐|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5%B1%B1%E6%B4%BB%E5%8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5%B1%B1%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B0%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A3%AB%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8%E9%B1%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3%9F%E9%B1%BC/4113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日本首都——东京，可前往以下景点参观：

【A&S 免税店】（60 分钟）日本人气产品免税专门店, 客人可自由选购各种日本国民之健康流行食品及各种日

本手信。（可根据行程调整进店地区）

【珍珠店】（60 分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对于珊瑚、珍珠的开采和加工工艺精良，不妨给自己和

家人选择一款心怡的手办，商品物美价廉，很受当地人和外国游客青睐。

【浅草寺】（停留时间约 30 分钟）浅草寺是东京历史悠久的寺院，供奉的本尊是圣观音。【仲见世商店街】约

300 米的路上，挤满了 100 多家店铺，出售各具特色的纪念品 。寺东北有浅草神社，造型典雅，雕刻优美。

【东京塔】东京塔是东京地标性建筑物，位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高 332.6 米。东京塔除主要用于发送

电视、广播等各种无线电波外、还在大地震发生时发送 JR 列车停止信号，兼有航标、风向风速测量、

温度测量等功能。东京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远观

【秋叶原动漫街】（停留约 60 分钟）这里不仅有各种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等还有面向动漫迷的专门店、游戏

咖啡店等，你还会在这看到女仆装扮的少女穿梭马路。这里同时也是目前日本音乐界第一女子偶像组合 AKB48

的大本营。这里可以说是动漫控们的天堂，因为不仅仅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日本萌妹子化装成各种动漫造型，

你也可以购买动漫人物的各种 Q 版造型，善于发掘市场的日本电子生产商不定期的更新各类最前沿的游戏产

品，让你目不暇接，就算你不打算购买，这里也精心为你设置了客户展区与体验区，这条街上随处可见这种

COS 造型。

早餐后，自由活动无车无导，也可以参加推荐行程，景点如下：(均十人以上成行)

行程攻略一：您可参加东京【迪斯尼】一日游：（停留约 8 个小时）尽情畅游东京迪斯尼乐园，自费游览（收

费 12000 日元，含往返接送车费+门票+导游服务+司机费用+高速费用，满 10 人发团）；

东京迪士尼由于经过不断建设，它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美国迪斯尼乐园，东京迪斯尼乐园共拥有七个主题乐

园，游客们可以到仿造美国 20 世纪初街道的世界市集感受往日情怀；可以到充满科学和幻想的明日乐园里进

行星际旅行和太空山做一次亲密接触；可以到卡通城里拜访一下经典卡通人物居住的小屋；可以到以灰姑娘

城堡为中心的梦幻乐园经历一下童话世界的生活和故事；那里还有小动物们自由生活的动物天地、富有美国

西部风情的西部乐园以及惊险刺激的探险乐园。东京迪斯尼乐园在全盘接纳美国迪斯尼文化的同时，把自己

研发的电子音响动作装置也加入到其中，园内童话世界的人物动物们在音响和光电的双层效果下活灵活现，

童话故事里各种各样美丽、新奇、刺激、怪异、惊悚的情景和事物在这种效果下也得到了逼真的再现。

行程攻略二：您可参加【银座】+【台场】+【东京湾船游】，自费游览(收费 6000 日元，,停留约 5 个小时左

右，含往返接送车费+门票+导游服务+司机费用+高速费用，满 10 人发团)

【银座】是日本东京中央区的一个主要商业区，其是东京的一个代表性地区，是日本现代景点的代表，也是

世界三大名街之一。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

【台场海滨公园】这里是一处可供游人饱享东京海岸线景致的人工海滨公园。但是可供游人在海岸、礁石上

戏水游玩，还可以享受帆板之乐、眺望彩虹桥彼岸街道等美丽景色，漫步公园之中，亦能令人心旷神怡。沿

着沙滩信步而行，还可以观赏到“台场公园”中的江户时代的遗迹以及“潮风公园”美丽的喷泉。

【东京湾游船】东京湾游船，是日本本州岛南部海湾。为房总、三浦两半岛所环抱，以浦贺水道连太平洋。

房总的洲崎、三浦的剑崎连线以北的水域。南北长 80 公里，东西宽 20-30 公里，湾口仅 8 公里，里阔外狭，

为陷落海湾。大部分深 30 米左右，久里滨深 100 米左右。多摩、隅田、江户等河注入，河口形成三角洲。沿

岸深 10-20 米左右，填海造陆面积达 1.3 万公顷。乘坐东京湾游船风情游，可以在船上远眺东京塔、彩虹大

桥、东京湾全景；

行程攻略三：完全自由活动（不含车导游司机）；

如果以上的二个方案都不合您的口味，那么您还可以自行安排您的时间，可以漫无目的去闲逛，也可以提前

做好计划，去您想去的地方；

第六天 住宿: 成田周边

東京 餐食：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http://baike.so.com/doc/6666494.html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520874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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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5551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51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779256


游玩后驱车前往东京或周边地区酒店入住休息。

酒店内早餐后，乘车前往东京成田机场，搭乘国际航班客机返回武汉，后乘动车返回南昌，抵达南昌，结束

愉快的日本之旅！

**如遇旅游旺季,当地红日子、大活动等引起堵车造成景点不能正常游览,则取消该景点,请客人谅解!**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注：此产品实行多仓位销售，早买多优惠，同一个团会出现多种价位，请贵宾们理解。

如遇旅游旺季,当地红日子、大活动旺季：

1、资源紧缺，有可能住得比较偏远，温泉可能安排和式 4 人 1 室；

2、引起堵车造成景点不能正常游览,则取消该景点。请贵宾们谅解!

费用包含

1、机票：武汉往返日本团队机票、燃油附加费及机票税金；团队机票一经开出，不得签转、更改及退票（赠送南

昌到武汉往返动车，不坐不退，如遇节假日无法购买动车票更改为汽车）

2、含日本离境税 1000 日元

3、住宿：行程中所列标准酒店住宿（其中 1 晚为温泉酒店，武汉住宿为赠送不住不退）

A、全程不提供自然单间；

B、散客拼团、凡单人或单数（如三人）报名，导致团队出现单间，我社有权利提前说明情况并调整夫妻及亲

属住宿安排（夫妻同行，原则上安排一间房，团队如出现单男单女，导游有权拆夫妻，对团队房间安排进行

适当调整），若无法与领队拼住而产生单房差，则需缴纳单房差！请给予谅解

4、餐食：行程所列 5 早 5 正（含温泉酒店一晚餐），按照国际惯例飞机中转以及机场候机用餐自理，所有餐食如

自动放弃，餐费恕不退还；

5、门票：行程所列景点游览第一大门票<如逢政府活动、传统节日、领导人病逝或大型比赛时可能会暂停参观或

游玩>

6、交通：全程旅游观光大巴（根据具体人数而定座位数）

7、保险：旅行社责任险

8、签证费：日本团队签证费

第七天 住宿: 温馨的家

成田-武汉 IJ301 09:40-12:55

武汉-南昌

参考车次 D3227 17:30-20:16

餐食：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9、境外导游司机服务费

费用不含

1、航空意外保险、航空公司临时加收燃油附加费，旅游意外险

2、如行李或物品丢失、被盗等意外损失费用以及个人消费及行程以外的自选项目

3、团员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参加任何团体活动（如：餐/观光景点及住宿），均当做自动放弃，所缴费用概不

退换；在境外所有游客都不能离团，否则将收取每人 2500 元/天的违约金

4、特别要求全程住单人房需缴纳单房差 600 元/人/晚和附加费（日本特殊日子及旅游旺季价格另询）

5、因政治、罢工、恶劣天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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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按照国际惯例，如果觉得服务优良，客人可以付小费以表示感谢。日本是个习惯付小费的国家之一，而付小费

是一种礼仪。

7、出发地点到旅游集合地点等非行程内安排的交通

8、以上“费用包含”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小童定义

★不占床儿童定义：出发之日时不满 6 周岁的小童，超过 6 周岁必须占床!

★若你选择 1 名成人携带 1 名 6 周岁以下儿童，且儿童为不占床，房间内会有另外一名成人或相同情况（1 名成人

+1 名不占床儿童）的客人入住，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日本国情的关系，日本酒店的床相对都较小，带儿童睡一张床可能会带来不便，请酌情考虑！

★6 岁以上小童必须占床，6岁以下小童不占床安排减 300 元（特价另询）。

报名须知

离团说明：原则上团队活动不允许离团独自活动，如因个人原因一定要离开团队自由活动，需与领队导游协商并签

好书面声明书，行程和用餐视为放弃！不再另外额外退费, 且离团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违反当地法律以及危及人身和财

产安全等问题，由客人自行承担，我司不担任何责任，旅游意外保险也无法承保离团时个人受到的人身或财产伤害与

损失,并需缴纳离团费 RMB 2500 元/人*天；

请务必保证客人护照原件有效期距离回程日期半年以上，空白页至少 2-3 页，包含但不限于（护照失效、涂改、

损坏、折页、因护照泡水导致内置芯片失效等原因）导致在前往国或者地区入境时，被当地移民局或者海关拒绝

入境或者遣送回国，因此产生的损失包含但不限于（因遣返需出行人自行购买的回程机票、团费、罚款等费用），

所有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我司仅负责协助客人办理后续相关手续，但不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

自由活动期间：您可以参加领队或导游向您推荐的自费旅游项目；或您可在酒店休息；如您自行有外出活动安

排，须提前告知领队或导游，并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游客自行参加第三方组织的旅游活动（包括第三方提供的

租车等服务），均视为游客已完全知晓由此可能带来的权益损害及人身安全风险，并承诺一旦与第三方有纠纷及权

益损害情形发生，将完全自行承担，不属于我方旅行社承担的责任范围内。

1. 此行程非独立成团，为全国大散拼，且与其他旅行社联合发团，如存在价格差异属区域不同，敬请谅解

2. 本行程有涉及购物，非纯玩团，不强迫自愿，具体内容见行程

3. 本行程需做日本旅游签证，签证所需材料请看下页签证须知或咨询客服人员

4. 出发时客人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回国后需把护照交给领队销签

5. 如遇夫妻、母子、父子、同行亲属或朋友等我社有权调整分房

6. 出团前航班时间、酒店安排可能会更改，具体行程一出发当天出团通知为准，我社保留因签证、航空公司、当



地交通、汇率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而调整行程及价格的权利

7. 散拼原则上人数满 20 人以上出团。如团队人数不满，我社有权与其他社拼团，或征求延至下团

8. 若航空公司临时调整燃油税，本社有权按实际情况补收税金差价，敬请配合

9. 所有机位以定金为准：平季 2000 元/人，旺季 3000 元人下定金后不能撤销，请慎重下定金

10. 送签截止日前 15 个工作日提供客人名单！此产品为旅行社提前出资买断机位之形式，合同一经签订，游客不

得随意取消或改期。如游客取消或改期，在出发前 15 个工作日及之外游客需承担 2000 元/人损失；旺季 3000 元/

人损失，若因客人材料问题拒签，则团款全额损失！在出发前 15 个工作日之内游客取消需承担全额团费损失。完

整送签材料请务必于截止日期前快递至我司。

11. 客人所提供材料是否准确、充足将直接影响其是否能办出日本旅游签证及客人所支付的保证金的金额数量（保

证金金额 5-20 万/人由日本驻华大使馆签证处、日方接待旅行社及我社三方共同根据客人的材料研究决定），发放

签证是国家主权行为，是否签发由日本领事馆视情况而定，我方无权干涉，我公司会及时通知参团者签证的情况，

如遭到拒签，请结清相应的损失费用，谢谢配合

12. 特殊行业游客（如教师，旅游同业者（包括家属），媒体业，律师，医生或从事医药行业等）价格另议！并请

在报名提前告知，地接费用另计，如有故意隐瞒客人身份的，我社有权停止操作，所付机位定金不予退还，如造

成地接人数减少，我社将追加地接费用。如在境外被发现有故意隐瞒特殊行业身份者，我社将在境外追加 5000 元

/人的费用作为补偿.

13. 整团或特殊（会议、考察等）团队价格一团一议

报名交费时请认真阅读并签署《出境旅游合同》，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协议或契结书

健康安全说明

1. 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在充分了解旅途的辛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的身体健

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方可报名参团。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参加本次旅游活动，

根据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后果，游客自行承担责任

2. 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行程中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现有的保险

公司责任险和意外险条款中，此种情况也列入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

3. 旅行社为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无法判定游客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游客在旅行社

签订旅游合同，即视为游客已经了解本次旅行的辛苦程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并已征得专业医生的同

意

4. 有听力、视力障碍的游客须有健康旅伴陪同方可参团；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行为控制能力的不能报名参团

5. 60 岁以上的老人需签署《健康声明》并须有直系亲属陪同方可参团，患病旅行者和孕妇不得参团，如隐瞒病情

或怀孕事实，造成不能正常出团或境外发生意外，产生一切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6. 我社不接受未满十八周岁、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单独参团。未成年人必须有成年人陪伴方可参

团，一起报名参团的成人即为其参团过程中的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工作

7、游客出现急症请主动通知工作人员，旅行社将协助游客送往就近当地医疗机构检查治疗，费用自理

计划变更说明

1. 报名后不可改变、取消计划，因所安排之机票/船票/车票/酒店观光项目，均属团体订位，不论任何情况下而

未能使用者，概不退回任何款项，由此产生的损失客人自行承担

2. 以上行程、航班及酒店安排以出团通知书为准，当地接待社在景点不变的情况下，有权对行程先后次序作出相

应调整。团友如有异议，请在报名时向销售人员做出说明

3.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政治动荡、天灾、恶劣天气、交通工具发生技术问题、罢工及工业

行动等，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权缩短或延长旅程。而所引发之额外

支出或损失，概与本公司无涉，团员不得借故反对或退出.



4. 由于航空公司原因导致航班更改、延误以及取消所造成的损失我社不予承担和赔付。如飞机起降的实际时间有

所变动，行程会相应有所变动，若前一站的景点观光时间有拖延或途中遇到塞车等原因，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个景

点游玩时间的缩短.

5. 行程中已列景点,如遇事故、休息、关闭维修等导致未能入内参观，则退回门票费用，客人不得在团归后争议

投诉追讨

6. 旅游旺季游客众多景点和特色餐内容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保证品质不降低的前提下稍作调整，请团友予以理解配

合

7. 如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游览或需提前回国者，费用自理，后面未完成行程作自动放弃处理，费用不退，如另给

我社造成其他损失应由游客方承担.

8、客人须随团行动，如需境外中途离团，按当地接待社规定，将向客人收取离团费（2500 元/人天），且其它费用

不予退还。旅行社亦不承担游客离团时发生意外的责任.

签证需知

受理范围：

常住地和工作地是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且护照签发地为以上五地的中国公民。如护照是上海、

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以外签发的，需在以上五地工作、生活或学习并提供已有三个月记录的有效暂住证

或居住证复印件或以上五地户口簿复印件。

●若与外籍或自备签客人同去，除以下材料外，另补充外籍或自备签客人的护照首页及签证页的复印件。

所需材料：

1、6 个月以上有效期的因私护照（★自归国日起计算） 护照末页需有本人中文签名

2、护照留有 2 页以上的空白签证页。请客人自行确定护照是否有效.

注意事项：A、护照遗失有在出入境管理厅办理过挂失，请一定告知，挂失的护照视为无效护照。

B、不接受有日本拒签章（含日本商务 探亲拒签）。的护照

C、不接受在日本有非法滞留的护照。（如有隐瞒 后果自负）

D、日本法律规定在任何国家曾被判处一年或者一年以上徒刑的客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日本国境

3、照片：近三个月内拍摄的 2寸(4.5cmx4.5cm)或(3.5cm*4.5cm)白底彩照 2张(照片背面请不要写名字 以免

污损正面）如提供的是护照照片 请注意护照的签发期是否在 3 个月内

4、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必须是在同一张纸上）

5、户口本：整本复印件（从首页到末页，中间不能少） 如同行人在同一本户口本上 只需提供一套复印件即

可如果是集体户口 可以提供集体户口复印件或户籍证明原件。

6、结婚证：如是已婚或离婚人员 请提供结婚或离婚证复印件。

7、在职证明：请体现在职人员年收入，需同时盖有公司公章和财务章，有领导签字，如申请人本人是法人代

表，请企业人事负责人签名，不可以自己签名，且同行人不可以相互签名。除领导亲笔签名外，其他信

息请打印（在职证明格式）以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8、在读人员：请提供学生证复印件。

9、退休人员：请提供退休证复印件。

10、无业人员：请尽可能多提供资产证明。

11、资产证明：银行近半年流水账（需有大于 10000 元的余款），房产证复印件，存款五万元起或车辆行驶

证复印件（也可直系亲属名资产，须有亲属关系证明）

12、表格：请填写完整《日本国签证申请表》【必须正反面打印】、《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和《日本参团须知》。

可参照《日本国签证申请表样本（正面）（反面）及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样本》填写。务必让客人本人填

写，客人之间也勿代写！！

13、押金★ 在游客交齐所有材料后 由我社政审部负责和游客联系并告知押金数额一般为 5 万元-20 万元

人民币/人，待证顺利签出后 游客需在出发前缴纳全部押金并保管好收据 以便回国退款。

关于春秋航空有限公司(高性价比)差异化服务的规定：



A.餐饮服务须知

春秋航空的票价不含餐、饮费用。客舱内设有售品部，旅客可以根据需要选购饮料、餐食及其他商品，

我们的客舱乘务员将竭诚服务。我们诚挚地敬奉各位旅客：为保持客舱清洁，请勿在客舱内食用自带食

品，尤其带有果皮、瓜壳等的食物。

B.如遇航班取消或延误，相关处理办法如下：

① 由于航空公司原因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时，费用承担按如下规定处理：

a.办理团体旅游签证的游客，必须随旅行社的安排的随团队出入境，不得随意离团，旅行社对航

班延误或取消后的行程做合理调整。

b.自备签证或外籍游客在航班延误 5 小时以上，如游客经航空公司同意退票（退票须经航班延误地，关

西机场办事处或地面服务代理人签字盖章确认），游客可向航空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航空公司依程序确

认后，退回当次航班机票费（如果已用单程，按往返票价的一半计算），由游客自行负责购买其他航空公

司的机票。

② 航空公司由于不可控制或无法预料的原因（如天气不适合飞行、适航条件、机械故障、政府禁令、

军事行动、战争或自然灾害等）而未能按规定时间飞行或未能履行合同时，航空公司不承担责任，由此

引起的航班取消、延误、变更或加降点产生的费用由游客自理。

C.行李运输特别规定

① 请注意旅客的免费行李额，去程：7公斤手提+10 公斤托运，一共 17 公斤。返程：15公斤（包括托运行

李、自理行李及随身携带物品）（婴儿无免费行李额）。超重部分需支付逾重行李费。 返程成人赠送 10公斤

逾重行李（共 25 公斤）

② 每位旅客带入客舱的行李物品（包括自理行李及随身携带物品）仅限一件，去程：体积不超过 20厘米×

40厘米×55 厘米，重量不超 7公斤，返程：体积不超过 20厘米×30 厘米×40厘米，重量不超过 5公斤。需

要提醒旅客注意的是，自理行李及随身携带物品的重量合并计入免费行李额中，行李逾重收费标准同规定 C-

① 。

补充协议
旅行社： 团名（号）：

旅游者（客户）经与旅行社协商一致，就参加购物项目做出以下安排：

购物场所项目说明：

国家/地区 购物项目内容

（购物点名称、经营范围）

时长 是否协商一致√

日本 /大阪/东京 电器免税店（日本电器及各类小商品） 约 60 分钟 同意 □不同意

日本综合免税店（日本自有商品） 约 60 分钟 同意 □不同意

珍珠珊瑚馆或化妆品店（日本珠宝或化妆品） 约 60 分钟 同意 □不同意

1) 购物时间有限，注意时间，以免影响整团行程进程★★

2) 购物时请理性合法消费，日本资源有限请勿浪费、爆买；勿还价、破坏、盗窃，造成不良影响

3) 购物时请积极乐观消费，同中国市场，请理解部分商品可能因各渠道备货情况不同产生高低价格

4) 购买物品后，请务必索取并保存购物票据★★（此为必要保修条件）

1.购物活动参加与否，由参团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愿决定，我社全程不强制购物。除本协议条款中确认

的购物场所外，无其他购物店。旅游者在协议中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质量问题，我社不协助退换。（名



贵消费品购买时务必请领队协助当场验货）

2．协议中约定的购物场所，在目的地国家都有严格管理，同一国家内同样产品不会有较大的价格差异。以下购物

场所亦是当地人的购物场所，不排除产品在所在国家有价差现象，请您自行甄选后予以选择，我社不承担退换差

价的责任。

3.游客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为保证行程所列景点正常

游览，旅行社可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本补充说明约定的购物场所，敬请参团旅游者谅解。

自费项目说明：

1、上述安排是为了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游客自愿选择；

2、上述项目参加人数若未达到约定最低参加人数的，双方同意以上项目协商条款不生效，且对双方均无约束力；

3、上述项目履行中遇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双方均有权解除，

旅行社在扣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4、签署本协议前，旅行社已将自费项目的安全风险注意事项告知旅游者，旅游者应根据身体条件谨慎选择，旅游

者在本协议上签字确认视为其已明确知悉相应安全风险注意事项，并自愿承受相应后果；

5、旅游者参加本协议以外的自费项目导致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共同协商，在旅游者赴日旅游期间，在保证原有行程不变的前提下，旅游者与旅行社

对本次旅游行程中的相关购物场所达成一致，旅游者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此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与合同

具同等法律效力。

旅行社已就上述购物场所的特色、旅游者资自愿购物、购物退税事宜以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和

提醒义务。我同意此补充协议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

我已经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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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或者不同意，划勾无效）以上所有安排。

游者（盖章或者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旅行社（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