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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1.本合同由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境社”）与中国大陆户籍的出境旅游者（以下简称“旅游者”）之间通过中青旅遨游网订立出境包价旅游（不含赴台
湾地区旅游）合同时使用。

2.本合同系电子合同，由旅游者在产品预订过程中通过预订系统填写、勾选的内容与其他经双方达成合意的常规条款整合生成。本合同由合同正文（包括《使用
说明》、《通用条款》、《协议条款》）以及附件（包括《旅游行程》以及合同双方共同确认的其他文件）组成。

3.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文本内容进行变更或者补充，经过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本合同主要条款参考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发布的《GF-2014-2402<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出境社和旅游者自愿订立，并遵照执行。
5.旅游者在订立本合同前应仔细阅读本合同各项条款，出境社特别提示旅游者重点关注以加粗字体显示的条款，确保全面、完整了解相应条款的内容以旅游者在订立本合同前应仔细阅读本合同各项条款，出境社特别提示旅游者重点关注以加粗字体显示的条款，确保全面、完整了解相应条款的内容以

及相应的合同、法律责任。及相应的合同、法律责任。

6.旅游者在中青旅遨游网完成旅游产品预订、填写相关信息后，生成订单的同时本合同自动生成。旅游者可在中青旅遨游网会员中心自行下载经双方确旅游者在中青旅遨游网完成旅游产品预订、填写相关信息后，生成订单的同时本合同自动生成。旅游者可在中青旅遨游网会员中心自行下载经双方确

认的合同文本。旅游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旅游费用后，合同生效，双方以此作为执行依据。认的合同文本。旅游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旅游费用后，合同生效，双方以此作为执行依据。

7.出境社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电话：4006006666 客户意见电子邮箱：yjx@aoyou.com。
8.北京市旅游服务热线电话：12301。北京市旅行社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8号,邮编：100022。

通用条款通用条款

第一章第一章  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

第一条第一条  本合同术语和定义本合同术语和定义

1.出境旅游服务，指出境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和《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法规，组织旅游者出国旅游及赴中外双方
政府商定的国外边境区域和港、澳地区等旅游目的地旅游，代办旅游签证／签注，代订公共交通客票，提供餐饮、住宿、游览等两项以上的服务活动。

2.旅游费用，指旅游者支付给出境社，用于购买本合同约定的旅游服务的费用，即团款。
旅游费用包括出境社统一安排的以下项目的费用（本合同及相关合同附件另行约定的除外）：

（1）必要的签证/签注费用（旅游者自办的除外）；
（2）交通费（含境外机场税）；
（3）住宿费；
（4）餐费（不含酒水费）；
（5）景区景点的首道门票费；
（6）导游、领队等服务人员费用；
（7）边境旅游中办理旅游证件的费用；
（8）出境社、境外地接社等其他服务费用;
（9）行程中安排的其他项目费用。
旅游费用不包括（本合同及相关合同附件另行约定的除外）：

（1）办理护照或港、澳通行证的费用；
（2）办理离团的费用；
（3）旅游者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
（4）合同未约定由出境社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行程以外非合同约定项目所需的费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发生的费用;
（5）旅游者自愿支付给导游、领队、司机、酒店服务生等服务人员的小费;
（6）行程中发生的旅游者个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工具上的非免费餐饮费、行李超重费，住宿期间的洗衣、通讯 、饮料及酒类费用，个人娱乐费用，个人伤

病医疗费以及因此导致的其他扩大费用，寻找个人遗失物品的费用及报酬，个人原因造成的赔偿费用。

3.履行辅助人，指与出境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本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
4.自由活动，特指《旅游行程》中安排的自由活动。
5.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指《旅游行程》中安排的自由活动期间、旅游者不参加旅游行程活动期间、每日行程开始前、结束后旅游者个人活动期间、旅游者经领队或

者导游同意暂时离团的个人活动期间。

6.不合理的低价，指出境社提供服务的价格低于接待和服务费用或者低于行业公认的合理价格，且无正当理由和充分证据证明该价格的合理性。其中，接待和服务
费用主要包括出境社提供或者采购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服务所支出的费用。

7.具体购物场所，指购物场所有独立的商号以及相对清晰、封闭、独立的经营边界和明确的经营主体，包括免税店，大型购物商场，前店后厂的购物场所，景区内
购物场所，景区周边或者通往景区途中的购物场所，服务旅游者的专门商店，商品批发市场和与餐饮、娱乐、停车休息等相关联的购物场所等。

8.旅游者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指旅游者自己购买或者通过出境社、航空机票代理点、景区等保险代理机构购买的以旅行期间自身的生命、身体或者有关利益
为保险标的的短期保险，包括但不限于航空意外险、旅游意外险、紧急救援保险、特殊项目意外险。

9.离团，指旅游者经领队或者导游同意不随团完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10.脱团，指旅游者未经领队或者导游同意脱离旅游团队，不随团队完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11.转团，指由于未达到约定成团人数不能成行，出境社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在行程开始前将旅游者转至其他出境社所组的出境旅游团队履行合同的行为。
12.拼团，指出境社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在订立合同时经旅游者同意，与其他旅行社招徕的旅游者拼成一个团，统一安排旅游服务的行为

。

13.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引起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动乱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引起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动乱

、骚乱、罢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行为。、骚乱、罢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行为。

14.意外事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客观因素引发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礼宾活动导致的交通意外事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客观因素引发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礼宾活动导致的交通

堵塞，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或者取消，景点临时不开放。堵塞，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或者取消，景点临时不开放。

15.必要的费用，指出境社为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必要的费用，指出境社为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乘坐飞机（车、船）等交通工包括但不限于乘坐飞机（车、船）等交通工

具的费用（含预订金）、旅游签证具的费用（含预订金）、旅游签证 /签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含预订金）、旅游观光汽车的人均车租费用。签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含预订金）、旅游观光汽车的人均车租费用。



16.出境社损失，指出境社为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必要的费用，以及出境社为开展该项业务而实际发生的人工成本、办公成本、管理费用等必要耗费。出境社损失，指出境社为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必要的费用，以及出境社为开展该项业务而实际发生的人工成本、办公成本、管理费用等必要耗费。

17.公共交通经营者，指航空、铁路、航运客轮、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经营者。公共交通经营者，指航空、铁路、航运客轮、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经营者。

第二章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合同的订立

第二条第二条  旅游行程旅游行程

出境社应当提供《旅游行程》，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旅游行程》应当对如下内容做出明确的说明：

1.旅游行程的出发地、途经地、目的地、结束地，线路行程时间（按自然日计算，含乘飞机、车、船等在途时间，不足24小时以一日计）。
2.旅游目的地地接社的基本信息。
3.交通、住宿、用餐等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4.出境社统一安排的游览项目的具体内容及时间。
5.自由活动的时间。
6.行程安排的娱乐活动。

第三条第三条  订立合同订立合同

旅游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合同条款和《旅游行程》等合同附件，在旅游者理解本合同条款及有关附件后，点击生成电子合同文本。旅游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合同条款和《旅游行程》等合同附件，在旅游者理解本合同条款及有关附件后，点击生成电子合同文本。

由旅游者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或代表人须确保获得相应代理和代表权限，并须要将本合同以及相关附件的内容如实完整告知被代理人由旅游者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或代表人须确保获得相应代理和代表权限，并须要将本合同以及相关附件的内容如实完整告知被代理人

或被代表人。或被代表人。

由于旅游团队或通过出境社申请的优惠机、车、船票一般都附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出票后或占位后不可变更姓名、日期、班次，不可退换票或者退由于旅游团队或通过出境社申请的优惠机、车、船票一般都附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出票后或占位后不可变更姓名、日期、班次，不可退换票或者退

换票需要支付一定手续费用。旅游者应在合同生效前确保可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出行，避免因变更而造成损失。换票需要支付一定手续费用。旅游者应在合同生效前确保可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出行，避免因变更而造成损失。

第四条第四条  旅游广告及宣传品旅游广告及宣传品

出境社的旅游广告及宣传品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其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约规定的，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出境社和旅游者双方具有约

束力。

第三章第三章  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五条第五条  出境社的权利出境社的权利

1.根据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件决定是否与旅游者订立合同。根据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件决定是否与旅游者订立合同。

2.核实旅游者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
3.按照合同约定向旅游者收取全额旅游费用。
4.遇紧急情况时，可以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和紧急避险措施并要求旅游者配合。遇紧急情况时，可以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和紧急避险措施并要求旅游者配合。

5.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不合理要求。
6.要求旅游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求旅游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要求旅游者对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损害出境社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赔要求旅游者对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损害出境社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赔

偿责任。偿责任。

7.有权根据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实际情况向旅游者收取一定金额的出境保证金。有权根据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实际情况向旅游者收取一定金额的出境保证金。

8.如取得签证或签注后，因旅游者的原因导致合同在行前解除或旅游者放弃出行的，出境社有权注销旅游者的相应签证或签注（因签证或签注中含有出如取得签证或签注后，因旅游者的原因导致合同在行前解除或旅游者放弃出行的，出境社有权注销旅游者的相应签证或签注（因签证或签注中含有出

境社的信誉担保）。境社的信誉担保）。

第六条第六条  出境社的义务出境社的义务

1.按照合同和《旅游行程》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不降低服务标准。
2.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3.不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组织、接待旅游者，不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安

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4.在出行前采取说明会、发放《旅游行程》、《出团通知》等方式，如实告知具体行程安排和有关事项。
5.为旅游团队安排领队的,应安排合格持证领队人员。
6.妥善保管旅游者交其代管的证件、行李等物品。
7.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应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8.积极协调处理旅游行程中的纠纷，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9.提示旅游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0.向旅游者提供其向出境社已交付的旅游费用（团款）发票。
11.依法对旅游者个人信息保密。

第七条第七条  旅游者的权利旅游者的权利

1.要求出境社按照合同及《旅游行程》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拒绝出境社未经事先协商一致的转团、拼团行为。
3.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出境社未与旅游者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游者要求而指定购物场所、安排旅游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有权拒绝

出境社的导游、领队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

4.在支付旅游费用（团款）时要求出境社出具发票。
5.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尊重。
6.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救助和保护；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的，有权依法获得赔偿。
7.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要求出境社协助索赔。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旅游者的其他各项权利。

第八条第八条  旅游者的义务旅游者的义务

1.如实填写出行人信息、提交签证如实填写出行人信息、提交签证 /签注资料，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无误且能及时联系签注资料，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无误且能及时联系

。。

2.旅游者订立合同时在旅游者订立合同时在70周岁以上、或周岁以上、或18周岁以下、或怀有身孕、或有身体残障等情况，以及非中国国籍或为港澳台人士的，应在订立本合同时告知出周岁以下、或怀有身孕、或有身体残障等情况，以及非中国国籍或为港澳台人士的，应在订立本合同时告知出



境社，并按照出境社的要求签署有关文件。境社，并按照出境社的要求签署有关文件。

旅游者为育龄女性的，在订立本合同前须确认本人出行期间不处于妊娠期，如因处于妊娠期要求解除或变更合同的，应按照本合同中旅游者解除或变更旅游者为育龄女性的，在订立本合同前须确认本人出行期间不处于妊娠期，如因处于妊娠期要求解除或变更合同的，应按照本合同中旅游者解除或变更

合同的约定承担有关责任。合同的约定承担有关责任。

3.需要出境社办理签证或签注等出入境手续的，应向出境社提交能有效使用的个人证件（旅游者应保证旅行结束时个人证件仍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需要出境社办理签证或签注等出入境手续的，应向出境社提交能有效使用的个人证件（旅游者应保证旅行结束时个人证件仍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包括但不限于因私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以及出境社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因私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以及出境社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自办签证自办签证 /签注者应当确保所持签证签注者应当确保所持签证 /签注在出游期间有效；持中国因私护照以外旅行证件的旅游者，应自查出入境手续是否完备签注在出游期间有效；持中国因私护照以外旅行证件的旅游者，应自查出入境手续是否完备 ;如旅游者因工作性质或如旅游者因工作性质或

所在单位要求，需要办理有关出入境备案或报批手续的，旅游者应确保已办理完毕相应手续，如因此影响旅游的，由旅游者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所在单位要求，需要办理有关出入境备案或报批手续的，旅游者应确保已办理完毕相应手续，如因此影响旅游的，由旅游者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

4.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旅游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旅游费用。

5.按照合同约定随团完成旅游行程，配合领队或导游人员的统一管理。按照合同约定随团完成旅游行程，配合领队或导游人员的统一管理。

6.遵守我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携带违禁物品出、入境；不参与色情、赌博和涉毒活动；不擅自脱团；不在境外滞遵守我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携带违禁物品出、入境；不参与色情、赌博和涉毒活动；不擅自脱团；不在境外滞

留不归。留不归。

7.遵守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中国公民遵守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中国公民

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等文明行为规范。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等文明行为规范。

8.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予以配合。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予以配合。

9.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随身携带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不在行李中夹带。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随身携带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不在行李中夹带。

10.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不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干扰他人的旅游活动；不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不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干扰他人的旅游活动；不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

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采取拒绝上、下机（车、船）、拖延行程或者脱团等不当行为。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采取拒绝上、下机（车、船）、拖延行程或者脱团等不当行为。

11.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应当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选择活动项目，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应当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选择活动项目，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第四章第四章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第九条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合同的变更

1.出境社与旅游者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出境社应当
退还旅游者。

2.行程开始前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的，双方经协商可以取消行程或者延期出行。取消行程的，按照通用条款第十四条处理；延期出行的，增加的行程开始前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的，双方经协商可以取消行程或者延期出行。取消行程的，按照通用条款第十四条处理；延期出行的，增加的

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3.行程中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以下方式处理：行程中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以下方式处理：

（（1）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出境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旅游者同意变更的，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出境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旅游者同意变更的，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

用退还旅游者；用退还旅游者；

（（2）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出境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出境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

（（3）造成旅游者滞留的，出境社应采取相应的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增加的返程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造成旅游者滞留的，出境社应采取相应的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增加的返程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

第十条第十条  合同的转让合同的转让

旅游行程开始前，旅游者可以将本合同中自身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出境社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并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

人承担。

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对应原报名者办理的相关服务不可转让给第三人的；无法为第三人办妥签证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对应原报名者办理的相关服务不可转让给第三人的；无法为第三人办妥签证 /签注、安排交通等情形的；旅游活动对于旅游者签注、安排交通等情形的；旅游活动对于旅游者

的身份、资格等有特殊要求的。的身份、资格等有特殊要求的。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不能达到成团人数时的安排不能达到成团人数时的安排

当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时，旅游者可以与出境社就如下安排在本合同协议条款第四条中做出约定：

1.转团：出境社可以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经事先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出境社履行合同，并就受委托履行合同的出境社违反
本合同约定的行为先行承担责任，再行追偿。旅游者和受委托履行合同的出境社另行订立合同的，本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2.延期出行或者改签线路出行：出境社经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可以延期出行或者改签其他线路出行，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需
要时可以重新订立旅游合同。

3.由出境社和旅游者协商变更旅游合同，对旅游费用等内容进行调整后如期出行；如协商不成的，可解除合同，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七条第1款处理。

第五章第五章  合同的解除合同的解除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出境社解除合同出境社解除合同

1.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出境社解除合同的，应当采取有效形式。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30日（按照出发日减去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日的自然日之日（按照出发日减去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日的自然日之

差计算，下同）以上（含第差计算，下同）以上（含第30日，下同）提出解除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出境社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不得扣除签证日，下同）提出解除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出境社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不得扣除签证 /签注费用）；签注费用）；出

境社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不含第30日，下同）提出解除合同的，除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外，还应当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七条第1款的约定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2.旅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境社可以解除合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旅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境社可以解除合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

（（2）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

（（3）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

（（4）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且不听劝阻、不能被制止的；）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且不听劝阻、不能被制止的；

（（5）法律规定的影响合同履行的其他情形。）法律规定的影响合同履行的其他情形。

出境社因上述情形解除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旅游者，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的相关约定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出境社因上述情形解除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旅游者，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的相关约定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旅游者解除合同旅游者解除合同

1.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出境社应及时发出不能成团的通知，旅游者既不同意转团，也不同意延期出行或者改签其他线路出行的，旅游者可以解除
合同。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上收到出境社不能成团通知的，出境社不承担违约责任，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收到出
境社不能成团通知的，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七条第1款相关约定处理。

2.除本条第1款约定外，在行程结束前，旅游者亦可以书面等形式解除合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上提出解除合同的
，未办理签证/签注的，出境社应当向旅游者退还全部旅游费用；已办理签证/签注的，应当扣除签证/签注费用（旅游者自办的除外）；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或
行程中提出解除合同的，出境社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相关约定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3.旅游者未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集合出发地点，也未能中途加入旅游团队的，或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缴纳旅游费用、出境保证金、或未提交相关旅行旅游者未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集合出发地点，也未能中途加入旅游团队的，或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缴纳旅游费用、出境保证金、或未提交相关旅行

证件和资料的，视为旅游者解除合同，出境社有权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相关约定扣除出境社损失。证件和资料的，视为旅游者解除合同，出境社有权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相关约定扣除出境社损失。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影响旅游行程，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出境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合同不能完全履行，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的，出境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等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合同解除的，出境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等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扣除

1.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提出解除合同或者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由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解除合同的，按下列标准扣除出境社损失：
行程开始前29日至15日，按旅游费用总额的5%；
行程开始前14日至7日，按旅游费用总额的20%；
行程开始前6日至4日，按旅游费用总额的50%；
行程开始前3日至行程开始当日，按旅游费用总额的70%。
2.在行程中解除合同的，出境社损失的扣除标准为：
旅游费用×行程开始当日扣除比例(70%)+（旅游费用-旅游费用×行程开始当日扣除比例(70%))÷旅游天数×已经出游的天数。
按上述第按上述第1款或者第款或者第2款约定比例扣除的出境社损失低于实际损失的，出境社可按照实际损失扣除，但最高额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款约定比例扣除的出境社损失低于实际损失的，出境社可按照实际损失扣除，但最高额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

旅游者和出境社协商确认，同意按照上述比例和方式扣除出境社损失。旅游者和出境社协商确认，同意按照上述比例和方式扣除出境社损失。

3.合同解除后费用的返还：合同解除后费用的返还：

本合同所有解除合同事项涉及费用返还的，出境社按照旅游者实际的支付方式予以退还。出境社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后，在旅游者将已收到的本合同所有解除合同事项涉及费用返还的，出境社按照旅游者实际的支付方式予以退还。出境社扣除必要的费用或出境社损失后，在旅游者将已收到的

旅游费用发票返还给出境社后十个工作日内，由出境社为旅游者办结退款手续。旅游费用发票返还给出境社后十个工作日内，由出境社为旅游者办结退款手续。

如旅游者以银行卡、预付费卡等形式支付的，在出境社办理完毕退款手续后，实际退款到账日期需根据发卡机构的相关退款规则确定。如旅游者以银行卡、预付费卡等形式支付的，在出境社办理完毕退款手续后，实际退款到账日期需根据发卡机构的相关退款规则确定。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出境社协助旅游者返程及费用承担出境社协助旅游者返程及费用承担

旅游行程中解除合同的，出境社应协助旅游者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者指定的合理地点。因出境社或者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返程费用由出境社承担

；行程中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二条第行程中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二条第2款，第十三条第款，第十三条第2款、第款、第3款情形解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旅游者承担；按照通用条款第九条第款情形解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旅游者承担；按照通用条款第九条第3款（款（2）、（）、（3）情形解）情形解

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出境社与旅游者分担。

第条六章第条六章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出境社的违约责任出境社的违约责任

1.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提出解除合同的，或者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收到出境社不能成团通知，不同意转团、延期出行和改签线路、变更合同而解
除合同的，出境社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不得扣除签证／签注等费用），并按下列标准向旅游者支付违约金：

行程开始前29日至15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的违约金；
行程开始前14日至7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5%的违约金；
行程开始前6日至4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
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15%的违约金；
行程开始当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
按上述比例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旅游者的实际损失的，出境社应当按照实际损失对旅游者予以赔偿。

出境社应当在解除合同通知或者旅游者不同意不成团安排的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旅游者支付上述违约金。出境社向旅游者退还旅游费用的，出境社向旅游者退还旅游费用的，

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第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第3款的约定办理。款的约定办理。

2.出境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调整旅游行程（因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导致违约除外），造成项目减少、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应
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未经旅游者同意，出境社转团、拼团的，出境社应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5%的违约金；旅游者解除合同的，出境社还应向未随团出行的旅游者退还全部旅
游费用，向已随团出行的旅游者退还尚未发生的旅游费用。如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旅游者的实际损失，出境社应当按实际损失对旅游者予以赔偿。

4.出境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出境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1）出境社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
（2）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游者要求，出境社指定具体购物场所或者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
5.与旅游者出现纠纷时，出境社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旅游者的违约责任旅游者的违约责任

1.因不听从出境社及其领队或导游的劝告、提示而影响团队行程，给出境社造成损失的，由旅游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不听从出境社及其领队或导游的劝告、提示而影响团队行程，给出境社造成损失的，由旅游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旅游者超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个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由旅游者自行承担。旅游者超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个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由旅游者自行承担。

3.由于旅游者的过错，使出境社、履行辅助人、旅游从业人员或者其他旅游者遭受损害的，由旅游者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旅游者的过错，使出境社、履行辅助人、旅游从业人员或者其他旅游者遭受损害的，由旅游者承担赔偿责任。

4.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5.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造成出境社损失的，应当依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造成出境社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其他责任其他责任

1.是否发放签证或签注，是否准予出入境，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主权或行政权；因旅游者提供材料存在问题或其他非出境社原因被拒签、缓签、拒绝入是否发放签证或签注，是否准予出入境，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主权或行政权；因旅游者提供材料存在问题或其他非出境社原因被拒签、缓签、拒绝入

境和出境的，出境社不承担责任；旅游者因此无法出行的，按照旅游者解除合同处理；如给出境社造成损失的，旅游者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出境社原境和出境的，出境社不承担责任；旅游者因此无法出行的，按照旅游者解除合同处理；如给出境社造成损失的，旅游者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出境社原

因导致旅游者被拒签、缓签、拒绝入境和出境而解除合同的，依据通用条款第十七条第因导致旅游者被拒签、缓签、拒绝入境和出境而解除合同的，依据通用条款第十七条第1款处理。款处理。

2.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出境社不承担责任。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出境社不承担责任。

3.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在事前已尽到必要警示说明义务且事后已尽到必要救助义务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在事前已尽到必要警示说明义务且事后已尽到必要救助义务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

责任。责任。

4.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出境社不履行必要协助义务致使旅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出境社不履行必要协助义务致使旅

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出境社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出境社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出境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出境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



（下接协议条款）（下接协议条款）

。。

6.因一方违约产生损失的，另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或故意扩大损失的，就扩大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因一方违约产生损失的，另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或故意扩大损失的，就扩大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但为防止损失扩大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但为防止损失扩大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协议条款协议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旅行社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旅游者和出境社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出

境旅游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第一条  旅游者情况旅游者情况

联系人信息联系人信息

姓名：测试 邮箱：610244343@qq.com 电话：13800138000

出行人信息出行人信息

姓名 拼音 性别 生日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测试 Ce Shi 女 1991-01-11 身份证 341203199101110621

下单人应当保证下单人应当保证 ,其在对本合同以及《旅游行程》等合同附件中的确认其在对本合同以及《旅游行程》等合同附件中的确认 ,能够代表所有旅游者对合同约定的认可。所有旅游者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维护权能够代表所有旅游者对合同约定的认可。所有旅游者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维护权

益并履行义务。益并履行义务。

第二条第二条  行程时间行程时间

出发时间：2016年5月18日，结束时间：2016年5月21日；共4天

第三条第三条  旅游费用（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单位元）旅游费用（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单位元）

类别 实付价格 人数 费用小计 备注

标准(成人)价格 2999 1 2999

其它费用 0

其他说明 未填写

总计

小写：2999元

大写：贰仟玖佰玖拾玖圆

一、单男单女出行，将可能导致单间差出现，遇此情况，旅游者可选择下述中的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单独住宿，不与他人拼住，自愿补交单间差:1200元，在合同生效时向出境社支付；如未按时支付，视为旅游者选择第2种解决方式，由出境社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与他人拼住。

2.旅游者接受出境社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与他人拼住。如实际无法安排拼住，自然出现单间的，出境社不收取单间差费用。

二、如三人（含）以上单数旅游者出行，其中一人出现单间差的，旅游者接受出境社如下安排：

1.由出境社安排三人间或加床解决，出境社不再额外收取费用；

2.如实际情况无法安排三人间或加床的，旅游者同意接受出境社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其中一名旅游者与他人拼住；

3.如也无法安排拼住，自然出现单间的，出境社不收取单间差费用。

第四条第四条  成团人数与不成团的约定成团人数与不成团的约定

成团的最低人数：10人。
如不能达到成团人数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五条第五条  自愿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约定自愿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约定

1.按照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旅游者和出境社可在《旅游行程》中约定购物和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
活动。由出境社和旅游者共同确认，在旅游行程中予以安排。

2.地接社及其从业人员在行程中安排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责任由订立本合同的出境社承担。

第六条第六条  出境保证金出境保证金

为保证旅游者按期回程、不在境外非法滞留或擅自脱团，旅游者应向出境社交付出境保证金。出境社可根据具体情况向旅游者减收或免收保证金。

出发三个工作日前(本合同生效时已在出发前三日内的，应在合同生效时)，将该保证金（如以非现金方式交付的，以支票、汇款等实际到账日为准）交付出境社，如
未按期交付的，出境社有权视同旅游者解除合同，按照通用条款第十五条执行。

如旅游者在境外非法滞留或擅自脱团的，出境社有权扣除该保证金，不予退还。

如旅游者未在境外滞留或擅自脱团的，出境社应在旅游者按期回程后五个工作日内为旅游者办理退还出境保证金的退款手续。

第七条第七条  通知通知
1.双方约定以电子邮件作为通知方式：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旅游者：旅游者：610244343@qq.com   出境社电子邮件：旅游者订单提交后，由出境社指定并告知旅游者。出境社电子邮件：旅游者订单提交后，由出境社指定并告知旅游者。

2.双方指定的对接联系人为：
旅游者代表姓名：测试     出境社联系人姓名：旅游者订单提交后，由出境社指定并告知旅游者。
3.通知视为实际送达的日期确定如下：
电子邮件方式的通知，该通知于发送之时视为已送达收件人；



出境社：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生成日期：2016年5月7日

4.在无法通过上述的方式进行联系，或紧急情况下，双方可通过电话或短信息方式进行沟通联系，双方联系电话为：
旅游者电话：13800138000    出境社电话：4006006666。
双方应保证以上通讯方式畅通、有效。

任何一方依据本合同约定需要发出的通知或其他告知事宜，如以双方约定的上述联系方式告知本合同双方约定的联系人，即视为该方已履行告知义务；如一方变更

本合同指定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的，应提前三日通知对方，否则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

第八条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亦可向出境社所在地的旅游质监执法机构、消费者协会、有关的调解组织等部门或者机构申请调解；协商或者调解协商或者调解

不成的，可依法向出境社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不成的，可依法向出境社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其他约定事项

未尽事宜，经旅游者和出境社双方协商一致，以邮件确认并作为本合同补充条款。

第十条第十条  合同效力合同效力

本合同为电子文本，双方各自留存，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旅游者交付全部旅游费用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自动取代双方就同一订单在此前已订立的合同文本（

如有）。

附件：《旅游行程》附件：《旅游行程》

旅游行程旅游行程
行程概况行程概况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韩国首尔超值半自助4日游【大韩/首尔华美达/免费接送机】
出发日期出发日期 2016年5月18日
说明说明

本文件作为旅行社和旅游者签署的旅游合同附件，由双方自愿签署，双方对该文件中所列信息有充分认知和理解，如本旅游行程和主合同
冲突的，以本“旅游行程”为准 。

产品特色产品特色
【品质航空】大韩航空，品质航空，往返直飞，早去晚回，享受悠闲时光。
【优品酒店】【首尔华美达】酒店位于江南地区，靠近COEX会展中心，宣靖陵（Seonjeongneung）站3号出口步行可至酒店，酒店服务优质设施齐全；【4.20,6.15,6.22入
住urban place江南酒店】酒店位于高大上江南区，交通方便，尽情江南style。
【接送无忧】韩国当地免费接送机，省去机场往返酒店的交通烦恼。
【免费韩屋古宫一日游】【青瓦台】+【景福宫】看韩国过去和现在的王室古宫建筑；【北村韩屋村】首尔600多年的传统居住区，穿梭在村落之间，欣赏独特的韩屋风情，在美
丽别致的青瓦屋檐下，留下你的剪影吧；【仁寺洞】洋溢着韩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街巷，精致典雅的艺术画廊，传统民俗的手工饰品，经典美味的特色小吃，在这里尽情感受韩风
民俗吧；【乱打秀】精彩韩国最初无言表演剧，人气爆棚，普通的锅碗瓢盆却可演奏出奇妙炫动的音乐呢。（如不选择此行程，可自由安排行程）
【DIY一日自由行】在首尔给你留出一天的独享时光，这一天交给你全程支配，尽情遇见你心中最美的首尔。

行程表行程表
天数天数 /日期日期 行程安排行程安排

第第1天天 /2016年年5月月18日日

北京-首尔    飞机：2.0
北京—首尔（金浦机场） KE2852 1150 1505 飞行时间约2小时、时差1小时 当天于首都机场集合，乘坐国际航班飞往韩国首都首尔，开启
炫动时尚的观光之旅。 【新罗免税店】请理性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小时) 【新罗I'PARK爱宝客免税店】请理性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
小时) 日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交通：飞机    住宿：首尔华美达或urban place酒店    

第第2天天 /2016年年5月月19日日

首尔-首尔    汽车：0.0
全天自由活动。不含车、餐、导游及领队服务。 或者您可选择参加推荐的一日游行程 酒店外早餐后，开始今天特色的韩屋古宫之旅。 【青
瓦台（外观）】韩国政治中心青瓦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青瓦，它是大韩民国的总统官邸及政治中心。一到青瓦台首先看到的是主楼的
青瓦。青瓦台主楼背靠北岳山，青瓦与曲线型的房顶相映成趣，非常漂亮。(游览时间不少于30分钟)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1392
年~1910年）时期韩国首尔的五大宫之一，也是朝鲜王朝的正宫，占地12.6万坪（57.75公顷），由330栋建筑组成，共计5792个间（古代
以4个柱子形成的空间做为一间）。它是朝鲜王朝的始祖——太祖李成桂（1392年~1398年在位）在朝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将原来
高丽的首都迁移时建造的新王朝的宫殿，具有500年历史。景福宫得名于中国古代《诗经》中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诗句，因位于首尔
北部，也叫“北阙”。 (游览时间不少于50分钟) 【北村韩屋村】 整个社区充满浓浓的历史气息,传统韩式房屋和四通八达小路呈现旧时面貌,游
客置身于此,可以亲身体验地道的韩屋生活和传统文化. 【韩国化妆品店】请理性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小时) 【韩国护肝宝店】请理性
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小时) 【仁寺洞】以中央大街为中心,四周分布着许多小巷.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巷深处隐藏着许多著名的店铺,
您可以买到古代美术品,现代美术品,韩服,陶瓷器,工艺品和与韩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旅游纪念品. 【乱打秀NANTA】是将韩国的传统打击乐与西
洋表演剧相結合，开创了韩国Non-Verbal Performance（哑剧）的先打。 【明洞乐天免税店】请理性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小时) 行程结
束后，客人在此解散自行游览晚餐自理。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交通：汽车    住宿：首尔华美达或urban place酒店     

第第3天天 /2016年年5月月20日日

首尔-首尔    汽车：0.0
首尔 首尔全天自由活动。不含车、餐、导游及领队服务。 推荐行程：【林荫街和小巷长街】韩国第一大富人区江南-掌握一手时尚趋势，体
验江南STYLE！ ★【林荫街和小巷长街】 首尔市中心有好几条林荫路，但最受人们喜爱和关注的是地铁3号线新沙站附近的那条。它原是
新沙站和狎鸥亭洞之间的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小路，现在的人气已经丝毫不逊于明洞了。不管周末还是平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早在三年四年前这里还只有一些小型工作室、美术馆，而现在，随着许多新式西餐厅、品牌时装店的入驻，这里已经成为江南最热闹的区
域之一了。钟爱的小店突然失去了踪影，难免两人有些惋惜，但也不能说这就是件坏事。如今林荫路依然散发着独特魅力，吸引着众人的
目光。随着众多知名大牌的入住，这里经常会举办一些特色品牌的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时尚潮流人士的前来。自认而然的，变成了一个能
够深切感受到韩国最新流行趋势的地方，林荫路再往前一个街区有一条小巷，名叫“小巷长街”，这条街则是另一番风情，走进小巷长街，而
如果你想逛逛韩国本土设计师们自己经营的时尚小店，那就到小巷长街吧。据说，小巷长街比林荫路的销售量要高2倍，这里不仅有许多服
装店，还有一些风格独特的西餐厅。在林荫路尽情的购物之后，到小巷长街吃一顿晚餐，也是一个不错的计划。总之，来到这里，你并不需
要把林荫路主道上那些商店一家不漏的都逛遍，睁大眼睛，仔细走一走那些小巷的角角落落，你会发现林荫路的另一种魅力。与明洞一样，
这里也有许多化妆品小店哦。好了，现在就和我一起去逛逛洋溢着韩国最新潮流气息的时尚林荫路吧。 交通:地铁3号线新沙站：前往林荫路
最便捷的方式是乘坐3号线，到新沙站下车。从8号出口出来，往前走5分钟左右就能看到林荫路入口的J塔大厦。走上这条路，路边和小巷
里各种咖啡馆、西餐厅鳞次栉比，很容易变能找到。 咖啡推荐：【line friends 新沙旗舰店】 以line通讯软件的卡通主角 “小熊布朗”和“兔子
尤尼”为原型打造的卡通玩偶、文具商品、还有各类的时尚卡通服饰、背包等，全部都在新沙洞的这家店里。这家店一共有3层，分为地下1
层和地上2层。地下一层是line的主题咖啡厅，萌cute的“布朗&尤尼马卡龙”就是出自这里哟，看着这么可爱的马卡龙，还真是有些忍不住下
口呢。咖啡厅的另一边是家居和餐具用品，印着两只呆萌卡通图案的杯子、盘子等让人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天真浪漫；旗舰店的一层全部都
是布朗和尤尼变身的卡通玩偶，整个卖场充满了童趣，感觉重温了童年时光，另外这家旗舰店一层还有高3.2米的大型布朗和尤尼玩偶，来
这里光顾的很多客人都会排着队跟他们照相，最萌身高差拍出来也是美美的呢；步入二层，便是各类的时尚卫衣，T恤、背包等，如果你希
望摆脱高冷成熟的形象，走一次可爱卡通范儿，那就一定要在这里淘一淘啦~ 美食推荐：【新沙洞酱蟹胡同】 交通：地铁3号线新沙站4号
出口 直走后右转 80米左右 地址：首尔瑞草区蚕院洞27-1 新沙洞除了有个性时尚的潮流服饰店，充满异国风情的咖啡厅之外，在这条街上
还隐藏着一条许多韩国人都不知道的酱蟹胡同，从新沙站的4号出口出来步行30米左拐便可进入新沙路的酱蟹胡同。酱蟹是韩国的传统美食
之一，还记得《来自星星的你》里边千女神通过电视购物里买来的酱蟹吗？那就是韩国特色的酱油生蟹。通常韩国人所说的酱蟹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食用的酱油腌制而成的，还有一种便是韩国的辣椒酱腌制的酱料螃蟹。两种口味都非常好吃，酱油花蟹将蟹肉的鲜美与酱油汁的
咸香完美的结合起来，而酱料螃蟹则透着一股鲜辣的味道。怀揣着对酱蟹美味的期待，我们来到了新沙酱蟹胡同里最有名的一家店—普乐
酱蟹，普乐酱蟹不仅味道传统鲜美，而且装饰也高级华丽，是艺人们最钟爱的酱蟹餐厅，普乐酱蟹餐厅的玄关设计的十分精致，玄关的墙壁
摆满了明星的签名照片。餐厅一共分为两层，优雅的环境，明亮的灯光，让人感觉原来酱蟹也可以吃的这么有格调。菜单中除了酱蟹还有辣
炖安康鱼等海鲜料理，不流口水都不行呢。除了普乐餐厅，酱蟹胡同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店，不同于普乐的高大上优雅style，其他店内都偏
向于传统的韩式风格，如果你喜欢轻松的环境，胡同里的其他小店也是不错的选择哦～春秋之季，在新沙的酱蟹胡同来一次“米饭小偷”之
旅吧，感受肉质肥美的酱蟹带来的舌尖刺激。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交通：汽车    住宿：首尔华美达或urban place酒店    

第第4天天 /2016年年5月月21日日
首尔-北京    飞机：2.0
首尔（仁川机场）—北京 KE853 1900 2005 飞行时间约2小时、时差1小时 酒店外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今天主要的游览景



第第4天天 /2016年年5月月21日日
点为： 【百货超市】请理性消费。(购物时间不多于1小时) 后前往机场，乘坐国际班机返回北京，结束愉快行程！
早餐：包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交通：飞机    住宿：无    

旅游费用标准旅游费用标准

标准(成人)价格 人民币2999元/人

出境产品小童不占床 人民币2599元/人

单间差收费标准 人民币1200元

旅游费用包含旅游费用包含

1.行程中所列航班经济舱团体机票及相关税费；

2.行程中所列境外地面交通服务费用；

3.行程中所列包含的餐食费用。

4.行程中所列包含的住宿费用（双人标准间）；

5.旅行社服务费用；

6.韩国团体签证费；

7.免费一日游（当地10人报名发团，不够人数则客人自行安排行程）

旅游费用不包含旅游费用不包含

1.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费用（建议购买）；

2.办理护照等证件的费用；

3.自费项目等另行付费费用；

4.境内机场接送机等地面服务费用；

5.单间差及加床费用；

6.行程中发生的旅游者个人费用；

7.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8.准备签证资料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9.旅游者自愿支付给导游、领队、司机、酒店服务生等服务人员的小费

购物场所介绍购物场所介绍

景点名称景点名称 购物店特色及特色商品介购物店特色及特色商品介
绍绍 购物时间购物时间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备注备注

新罗免税店

该店主营香水、化妆品、服饰、

皮包、鞋子、手表等世界知名品

牌及韩国特产品。

不多于1小时
旅行社不强制消费，请自由选择

购物，理性消费，如有需要，请

索要发票。

乐天免税店

该店主营香水、化妆品、服饰、

皮包、鞋子、手表等世界知名品

牌及韩国特产品。

不多于1小时
旅行社不强制消费，请自由选择

购物，理性消费，如有需要，请

索要发票。

新罗I'PARK爱宝客免税店
该店主营香水、化妆品、服饰、

皮包、鞋子、手表等世界知名品

牌及韩国特产品。

不多于1小时
该店主营香水、化妆品、服饰、

皮包、鞋子、手表等世界知名品

牌及韩国特产品。

百货超市
该店主营韩国特色食品，生活

用品。
不多于1小时

旅行社不强制消费，请自由选择

购物，理性消费，如有需要，请

索要发票。

化妆品店 该店主营化妆品 不多于1小时
旅行社不强制消费，请自由选择

购物，理性消费，如有需要，请

索要发票。

护肝宝专卖店 该店主营韩国的护肝保健品 不多于1小时
旅行社不强制消费，请自由选择

购物，理性消费，如有需要，请

索要发票。

住宿场所介绍住宿场所介绍

景点名称景点名称 酒店情况简介酒店情况简介 入住时间入住时间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备注备注

首尔华美达酒店

酒店位于江南地区，靠近COEX
会展中心，宣靖

陵（Seonjeongneung）站3号出
口步行可至酒店，酒店服务优质

设施齐全

3
地址：首尔江南区三星洞112-5
电话：2-622-2

urban place江南店

215年开业，位于首尔的闹市繁
华区江南地区，离市区江南站俱

乐部, 江南地铁站街等景点仅数步
之遥。

3
地址:首尔市 瑞草洞 1337-3 电话
：2-3474-3399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成本变化】此旅游费用基于参团人数超过10人以上，低于此人数标准，成本将发生变化，旅游费用则需重新计算；



【航班】行程中所列航班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住宿】行程中所列酒店标准为韩国酒店评定标准；

【餐饮】行程中所列包含的餐食费用。

【护照】如客人系港澳台人士，或持外籍护照，请于出发前确认是否有再次进入中国的有效证件；

【工作时间】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包括休息时间）；

【费用变化】如遇不可预见之航空公司、天气及地接等政策调整所致的费用增加，我公司有权收取实际多发生的费用。请客人予以理解；

【不能脱团】根据目的国使馆要求，客人在参团期间，不得离团；

【行程说明】此行程为参考行程，我司将根据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国的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所标示的停留时间及游览顺序，仅供参考。视

当地交通状况做出适当调整，但不会减少行程内容。

风险须知及安全提示书风险须知及安全提示书
行前解行前解

约风险约风险

提醒：提醒：

确认出行安排：确认出行安排：签约后，旅游者解约的，将给旅行社造成损失（该损失可能会涵盖旅游费用的大部分），该损失需由旅游者承担。按照合同约定，旅游者还需要向
旅行社支付违约金。请旅游者详细阅读合同相关内容，充分考虑自身出行可行性。
特殊情况解约：特殊情况解约：因旅游行程涉及的国家地区发生社会动荡、恐怖活动、重大污染性疫情、自然灾害等可能严重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且双方未能协商变更合
同的，均可在行前通知对方解约，旅游费用在扣除实际发生的费用后返还旅行者。

人身财人身财

产安全产安全

警示：警示：

确保身体健康：确保身体健康：确认自身身体条件能够适应和完成旅游活动；如需随时服用药物的，请随身携带并带足用量。

注意饮食卫生注意饮食卫生：提高防护传染病、流行病的意识。注意用餐卫生，不食用不卫生、不合格的食品和饮料。

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个人防护：如旅途涉及热带、高原、海滨、草原等特殊气候、地理条件，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充分了解目的地情况，备好相应服装鞋帽，做好防晒、防蚊虫
、防高原反应等工作。晕车的旅游者，备好有效药物。旅途中有不良反应，及时说明。
注意人身安全：注意人身安全：请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切忌单独行动，注意人身安全。旅游途中因特殊情况无法进行联系或遇紧急情况的，应立即报警并寻求当地
警察机关或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帮助。
慎选自选活动：慎选自选活动：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能够控制风险的自选项目，慎重选择如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活动。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骑马/热气球/快艇/四轮
摩托/漂流/与动物接触等活动，更具危险性，请充分了解活动知识，服从指挥。建议另购特定保险。
防范水上风险：防范水上风险：水上游览或活动，应加倍注意安全，不可擅自下水或单独前往深水区或危险水域，应听从指挥和合理劝阻。
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通过马路时走人行横道或地下通道。行车途中不要在车内走动，老人和儿童要有成年人陪护，以防不确定危险。车辆在颠簸路段行驶过程中不要离
开座位和饮食（主要是坚果类），以免发生呛水或卡咽危险。
保管贵重物品：保管贵重物品：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申请酒店的保险柜服务，勿放入交运行李、酒店房间里或旅游巴士上。随身携带财物稳妥安置，不要离开自己视线范围。游览
、拍照、散步、购物时，随时注意和检查，谨防被盗遗失。
携带旅行票证携带旅行票证：旅行证件、交通票证请随身妥善保管或由领队、导游保管，以避免遗忘、丢失。

保持通讯畅通：保持通讯畅通：请保持手机号码与预留在旅行社的一致，保持畅通有效；并注意将手机随身携带以备紧急联系。
理性购物消费理性购物消费：购物时注意商品质量及价格，并向商家索取正式发票。购买后，商品无质量问题，旅行社不负责退换。

第三方第三方

责任告责任告

知知：

航班问题提醒：航班问题提醒：旅行社对航班因运力、天气等因素延误、变更、取消等无法掌控，如遇此种情况，旅行社将尽力避免损失扩大，并与航空公司协调。旅行社可能因
此将对行程做出相应调整，届时敬请旅游者配合谅解。
个人消费说明：个人消费说明：非旅行社行程中的安排的购物、娱乐等项目，属旅游者个人消费行为，如产生纠纷或损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旅游者充分阅读和理解本文件所有内容；旅游行程中的购物活动与另行付费项目为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认可的旅游安排；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旅游者充分阅读和理解本文件所有内容；旅游行程中的购物活动与另行付费项目为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认可的旅游安排；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对本文件内容签署确认。上对本文件内容签署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