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CBDF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行程及须知 

日期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周四 

1 月 17 日 

国内——布达佩斯 

乘坐航班前往布达佩斯，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膳食：自理                      交通：飞机+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2 天 周五 

1 月 18 日 

布达佩斯——维也纳（243 公里） 

早餐后前往“双子之城”布达佩斯，蓝色的多瑙河穿城其间，许多古老的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罗马式风

格的建筑—渔夫堡位于布达佩斯城堡山东面，因建在中世纪渔市场和渔村的遗址上而得其名，塔楼高耸，石阶盘旋，

造型别具一格。英雄广场是匈牙利人的英雄圣地，是一个融合了历史和艺术的胜迹。广场上有很多匈牙利马扎尔族

先王的圣像，据说他们是匈奴人的后裔。前往宏伟壮观的国会大厦。国家美术馆是匈牙利收藏美术作品最多的博物

馆（外观）。前往历代匈牙利国王加冕的教堂马加什教堂（外观），文利连纪念碑等。之后前往维也纳入住酒店休息。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3 天 周六 

1 月 19 日 

维也纳 

早餐后自由活动，下午分别参加： 

13:00-17:30 CBDF 国际青少年公益训练营 

14:30-18:00 CBDF 维也纳国际论坛 

膳食：早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4 天 周日 

1 月 20 日 

维也纳 

上午采风 

行程：这座空气中都弥漫着音符的古老首都，深受玛丽亚女王喜爱的美泉宫是历史浓厚的文化名迹（只含后花

园）。漫步在后花园中，在每一个角落里你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和君王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遗韵。古老

的斯特凡大教堂、国立歌剧院每一个建筑都是经典之作。 

 

13:00-17:30 CBDF 维也纳国际舞蹈节 

19:00-19:45 维也纳文学与艺术勋章颁奖礼 

20:00-02:00 CBDF 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5 天 周一 

1 月 21 日 

 

6 日行程结

束，9 日行程

继续。 

维也纳——国内，参加六日行程的团员，早餐后乘机返回国内，结束愉快的行程。 

膳食：早                          交通：巴士+飞机 

维也纳——萨尔茨堡（296 公里）参加九日行程团员，早餐后继续以下行程。 

乘车前往音乐神童莫扎特出生地，萨尔茨堡，前往因电影《真善美》而扬名于世的米拉贝尔花园，中古世纪保存至

今的商业街、大教堂及西边的主教宫、萨尔茨堡古城和莫扎特广场。这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6 天 周二 

1 月 22 日 

参加六日行程的团员，安抵国内。 

萨尔茨堡——菲森（215公里）——慕尼黑（132公里） 

乘车前往阿尔卑斯山脚下罗曼蒂克大道最南边的一站—菲森。 童话般的城堡新天鹅堡坐落在此，它是巴伐利亚国王

鲁道夫二世，为实现其一生理想表现出中古世纪骑士精神所建的梦幻城堡，城堡的最初草稿为剧院画家与舞台设计

者所创造，故使其保有如梦如幻的梦幻感，迪斯尼乐园即仿此建造。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7 天 周三 

1 月 23 日 

慕尼黑 

早餐后前往慕尼黑中心区。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与前卫且不断重建的柏林形成强烈对比。从市中心的玛丽

恩广场开始慕尼黑之游，装饰富丽堂皇的新市政厅位于玛丽亚广场北侧，19 世纪末建造的巍峨挺拔的棕黑色建筑，

上面像撒了一层白霜。市政厅钟楼上装置有全德国最大的木偶报时钟，城市中，人们聆听那清脆响亮的音乐钟声，

一睹古代人物的丰彩，惊叹德国艺术之高超。新市政厅左侧是有名的啤酒屋，右边是旧市政厅。 

 

膳食：早午晚                      交通：巴士                    酒店：四星级 

第 8 天 周四 

1 月 24 日 

慕尼黑——国内    早餐后乘坐航班返回国内。 

膳食：早                   交通：巴士+飞机  

第 9 天 周五 

1 月 25 日 

安抵国内。 



 

2019 年 1月 17-22日  六日行程报价信息 

价格（人民币） 

CBDF 会员：成人 15200元/人  /  14周岁以下儿童：1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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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CBDF 会员：成人 18200元/人  /  14周岁以下儿童：17500元 

地接报价包含项目：(若所包含的项目和数量与您的需求有差异，请立即联系我司销售更正项目与团队报价！) 

境外地面交通 境外地面交通用车 45—55  座旅游车；  

地接服务 全程中文服务 

住宿 欧洲当地（市区）标准   4星   级酒店双人间（含早餐）  四 晚；含税含早  

膳食 午晚餐  五 顿，  七 菜一汤标准 （其中 19号为论坛自助晚餐，20号为舞会晚餐） 

景点 美泉宫  

其他 

小费已含 

旅行社责任险以及境外人身救援险已含 

参加论坛大人另含论坛费用。 

参加培训儿童另含开论坛当晚的自助费用 

舞会主题用品一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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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服务超时工作费用为   100     欧元/小时（司机导游每天工作不超过 10小时）； 

 单房差 330欧元/人  

 计划之外，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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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境外的任何私人费用； 

 护照办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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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人数数字为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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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月 17-25日  九日行程报价信息 

价格（人民币） 

CBDF 会员：成人 18600元/人  /  14周岁以下儿童：17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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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CBDF 会员：成人 21600元/人  /  14周岁以下儿童：20900元 

地接报价包含项目：(若所包含的项目和数量与您的需求有差异，请立即联系我司销售更正项目与团队报价！) 

境外地面交通 境外地面交通用车 45—55  座旅游车；  

地接服务 全程中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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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19号为论坛自助晚餐，20号为舞会晚餐） 

采风地点 美泉宫，新天鹅堡 

其他 

小费已含 

旅行社责任险以及境外人身救援险已含 

参加论坛大人另含论坛费用。 

参加培训儿童另含开论坛当晚的自助费用。 

舞会主题用品一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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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服务超时工作费用为   100     欧元/小时（司机导游每天工作不超过 10小时）； 

 单房差 570欧元/人  

 计划之外，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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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境外的任何私人费用； 

 护照办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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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人数数字为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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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信息： 

中文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瀚祥拓睿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大厦 23 层 

电话：010-53396618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5562128241U 

户名：北京瀚祥拓睿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账号：1109343638106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 

备注：汇款时请备注“2019舞会+汇款人及出访人姓名”如：2019舞会+王某+李某 

 



 

关于取消行程及退款：  

1.如无故或个人原因取消行程将扣除该人员总费用的 10%作为工作费用，按照实际发生费用退还剩余

相关费用。退款工作将于活动结束后 30天内完成。 

2.如因签证被拒签而无法参加，需以书面形式告知主办方，并提供相应的拒签证明，经主办方核实后，

按照实际发生费用退还剩余相关费用。退款工作将于活动结束后 30天内完成。 

 

 

友情提示： 

     您好！由于全国天气变化无常，恶劣天气可能会导致航班或其它交通工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保证您的顺利出行，现提示如下：  

1.抵达机场时间一般为航班起飞前三个小时，在天气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请您尽量提前出发前往机场，

以免因突发情况（无交通工具、塞车等）而延误。 

2.非北京的团员，请务必提前一天抵达，建议入住机场附近酒店，以保障第二天机场有效集合。 

3.如因天气、机器故障、国际罢工/暴乱等非人为因素而导致国际航班延误/取消、行程变更等是人力

不可抗力事件。一旦发生类似情况，旅行社会积极协助游客与航空公司协调处理，并尽最大努力保

障原计划安排不受大幅影响，与境外沟通争取损失最小化。但最终仍因不可抗力导致行程变更、取

消等情况给游客造成损失，旅行社不存在违约责任和经济赔偿义务（除未实际发生费用退还外），

敬请理解并周知！也恳请您面对不可抗力和突发事件时给予包容和配合，与旅行社协力应对，以求

最佳处理结果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4.如您有特殊餐食需要（清真餐或素食等）请务必在出发前至少 72小时，通知我们，以保证我社有

充足的时间帮助您申请安排！ 

5.行李托运存在损坏、被撬等风险，请勿将任何贵重物品（如相机、笔记本、首饰、现金、手表等）

放在托运行李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6.外籍人士及港澳台同胞出行前，请仔细检查是否具有在中国大陆的有效签证/台胞证/回乡证等，并

出团时随身携带，以保证自身顺利出入境。 

 

 

出行前准备： 

1.出门旅行，衣服和鞋子应该以轻便和多用途为主。准备衣物要根据季节变化而定；建议您出发前收

看或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天气预报参考网站 http://www.worldweather.cn 。 

2.准备牙刷、牙膏、毛巾及拖鞋等个人洗漱用品（欧洲酒店不予提供）。其他必备物品：洗发水、 浴

液、太阳镜、防晒霜、雨伞、相机/摄像机、薄荷膏（蚊虫叮咬）、创口贴等。 



 

3.按照自己的饮食习惯可酌量带一些榨菜、方便面、辣椒酱等小食品；带一个保温杯，爱喝热水的游

客根据自身情况可携带插电式热水壶（便于携带为佳）。 

4.欧洲买药必须凭医生处方，且医疗费昂贵，建议您带常备药品。如：晕车药、速效救心丸、胰岛素、

黄连素等；如因自身疾病必须携带某些药品，应请医生开具处方，并备齐药品外文说明书和购药发

票。 

5.建议使用带轮子的行李箱，以便托运及携带；托运行李前一定要将箱子上的旧托运条撕去，以防托

运时行李运错地方，为防止行李被偷、被撬，建议行李上锁。 

6.如需境外使用手机，请在出发前开通国际漫游，确保手机在境外可以使用。 

7.请选用 220V电压电器，欧洲多数国家使用圆柱状两头插头，请在国内买好万能转换插头。 

8.欧洲是购物的天堂，但国家对从境外带回货物有明确的金额限制，在您准备购物计划的同时，请您

参考国家海关法律法规，酌情购买。 

9.建议换一部分欧元零钱以备使用，购物使用银联，VISA 的双币卡。 

 

 

欧洲访问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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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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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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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李如需打包，请提前到打包柜台打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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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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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匈牙利使用福林。欧元在大城市通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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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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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以酒店西式自主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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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极不礼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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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酒店内通常不备牙刷，牙膏，拖鞋等物品，请自备洗漱用品。 

2.酒店有收费电视服务，在您入住酒店前请向前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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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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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及时找酒店服务员/领队协助

解决。 

七、关于乘坐飞机，巴士 

1.全程机票需要按照顺序使用。不可弃程。当首程不使用时，后程机票全部作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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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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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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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小时（注意飞机票上面的时间都是当地时间）。 

九、语言 

匈牙利使用匈牙利语，英语在大中型城市里都可以通行。 

十、供电 

在欧洲，使用 220 伏 50赫兹交流电，欧洲式的两插孔插头。 

十一、通讯 



请开通国际漫游以便在国外能够顺利联系。租一个 WIFI能够更方便的随时上网。 

十二、健康与药物 

出外旅游可能因水土不服、气候变化而令身体感到不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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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的很多街道不能停车或停车不便，前往采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2.在火车站、商店或采风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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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采风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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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采风地点对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有限制。如有绘画或者壁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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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顺序，用餐等时间，但是绝对不

会因此而减少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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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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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服务人员会向您解释说明，但由于行程的时间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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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咨询地接服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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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FREE SHOPPING）免税标记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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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单可免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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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出行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