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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纳华托
Guanajuato

圣米格尔
San Miguel

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
Basilica of Our Lady of Guadalupe & 
Plaza de la Constitucion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大学城&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Mexico) &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
Floating Gardens of Xochimilco
 
 

日月金字塔
Pyramid of the Sun Moon’s Pyramid

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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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瓜达卢佩圣母圣殿

Pyramid of the Sun Moon’s Pyramid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大学城&索奇米尔科生态园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大学城&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Mexico) &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Mexico) &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
Floating Gardens of XochimilcoFloating Gardens of Xochimilco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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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奇米尔柯生态园+大学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一日游

$148/人; $88/儿童(3-11)
出发日期：周二，周六

☆ 泛舟在有拉美威尼斯之称的索契米尔科，感受独特的水上

    生活。

☆ 探索热情洋溢，活力十足，且沉淀千年文明的古城 

    - 墨西哥城。

团号：MM1C

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墨西哥城大学城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墨西哥城大学城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墨西哥城大学城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墨西哥城+瓜纳华托+圣米格尔二日游
出发日期：周四，周日 团号：MM2G

墨西哥城     圣米格尔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圣米格尔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圣米格尔     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     墨西哥城瓜纳华托     墨西哥城

☆ 走进寻梦环游记中色彩斑斓的瓜纳华托。
☆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城 - 圣米格尔。

第一，二人同房 第3人同房 单人房 儿童（3-11）

$398/人 $230 $598 $198
+$60/人 +$30 +$120 如作为第二人入住，

按成人计价

★ 在2019 年12 月21日- 
2020年1月10日旺季期间
入住，额外加收$/晚

日月金字塔+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宪法广场一日游

$148/人; $88/儿童(3-11)
出发日期：周二，周三，周五，周日

☆ 探索众神之城特奥蒂瓦坎日月金字塔，登顶太阳金字塔

    俯瞰古城。

☆ 探索热情洋溢，活力十足，且沉淀千年文明的古城 - 

    墨西哥城。

团号：MM1S

改革大道     日月金字塔     宪法广场改革大道     日月金字塔     宪法广场改革大道     日月金字塔     宪法广场

费用包含：
1. 专业旅游用车。

2. 对应星级酒店住宿 (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中文导游服务 

4. 行程中酒店早餐与午餐(一日游不含早餐)

费用不含：
1. 您往返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机票或相关交通费用

2. 服务费 (行程: USD$10/人/天, 儿童/占座婴

儿按成人标准支付)

3. 晚餐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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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 mm

红树林浮潜+卡门市区中文一日游

$159/人; $119/儿童(3-11)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 专业中文导游带您造访风景秀丽的红树林海湾。
☆ 独家加勒比海红树林浮潜。
☆ 漫步世界上最美的海滩－卡门海滩，地标拍照打卡。
☆ 悠闲第五大道购物，卡门圣母教堂。

团号：MC1S

红树林海湾浮潜     卡门海滩     第五大道     卡门圣母教堂红树林海湾浮潜     卡门海滩     第五大道     卡门圣母教堂红树林海湾浮潜     卡门海滩     第五大道     卡门圣母教堂红树林海湾浮潜     卡门海滩     第五大道     卡门圣母教堂

奇琴伊察+玛雅天井中文一日游

$95/人; $65/儿童(3-11)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 资深中文导游讲解，全方位了解玛雅文化。
☆ 导游均具备摄影技能，辅助完成完美影像。
☆ 品尝当地特色玛雅风味美食。
☆ 全新豪华舒适用车。
☆ 玛雅天井浮潜指导。

团号：MC1C

奇琴伊察遗址群     玛雅天井     龙舌兰酒庄奇琴伊察遗址群     玛雅天井     龙舌兰酒庄奇琴伊察遗址群     玛雅天井     龙舌兰酒庄

图卢姆遗址+玛雅村中文一日游

$95/人; $65/儿童(3-11)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团号：MC1T

☆ 专业中文导游带您欣赏图卢姆遗址和最美
    玛雅海岸。
☆ 独家访问玛雅村，品尝仅存的玛雅人亲手
    烹饪美食。
☆ 品尝当地特色玛雅风味美食。
☆ 刺激高空滑索，美景尽收眼底。
☆ 最纯净蓝水晶天井浮潜。

图卢姆遗址     玛雅村滑索/泛舟     蓝水晶天井图卢姆遗址     玛雅村滑索/泛舟     蓝水晶天井图卢姆遗址     玛雅村滑索/泛舟     蓝水晶天井

$95/人; $65/儿童(3-11)

游粉红湖+观赏火烈鸟中文一日游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团号：MC1P

☆ 资深中文导游带团，辅助拍摄凹造型。
☆ 领略世界奇景，拍照必去的天然粉红湖。
☆ 观赏大群火烈鸟及多种珍稀鸟类。
☆ 生态红树林游船，享天然泥浴SPA。

粉红湖     红树林游船粉红湖     红树林游船

女人岛电动观光车环岛+北沙滩+女神庙中文一日游

$95/人; $65/儿童(3-11)
出发日期：天天出发

☆ 资深中文导游带您自驾游览色彩斑斓的女人岛。
☆ 踏上墨西哥最美沙滩，拥抱加勒比海。
☆ 领略女神庙悬崖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色。

团号：MC1M

乘船前往女人岛     租车自驾前往南岸     女神庙     自由活动乘船前往女人岛     租车自驾前往南岸     女神庙     自由活动乘船前往女人岛     租车自驾前往南岸     女神庙     自由活动乘船前往女人岛     租车自驾前往南岸     女神庙     自由活动

费用包含：

1. 专业旅游用车。

2. 中文导游服务

费用不含：
1. 您往返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机票或相关交通费用

2. 服务费 (行程: USD$10/人/天, 儿童/占座婴儿按成人标准支付)

3. 晚餐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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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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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老人（65岁+） 儿童（3-11）

$35.00 $35.00 $25.00

$15.00 $15.00 $1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50.00 $50.00 $40.00

$35.00 $35.00 $35.00

$15.00 $15.00 $15.00

$19.00 $19.00 $19.00

MC1T

MC1P

MC1M
$50/车 （每车最多4人）

墨西哥特色午餐

坎昆往返女人岛船票及码头税

女人岛电动观光车

龙舌兰酒庄门票

图卢姆遗址门票

玛雅村

红树林游船

奇琴伊察遗址门票

墨西哥特色午餐

天井门票

团号 景点
价格

MC1C

自费项目一览表

墨西哥团后加订酒店 + 送机服务
结束了墨西哥团（墨西哥城 / 坎昆）行程的客人，可以选择再加订一晚酒店，并在第二天享受 24 小时英文送机服务。

★ 每房限住 1~3 人。
★ 墨西哥团行程结束后，中文导游或司机将客人送到加订的酒店并协助拿好房卡。
★ 您可以选择 24 小时任何时间的航班，请注意酒店的退房时间为最后一天上午 11 点。
★ 送机：墨西哥城贝尼托·胡亚雷斯国际机场（MEX）/ 坎昆国际机场（CUN）。一房仅限一次送机服务。

墨西哥城酒店区出发时间示意图

Zona Polanco 区域酒店： Zona Rosa 区域酒店：
A. 8:00 AM 
Hyatt Regency Mexico City

B.  8:05 AM 
Hotel 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

C.  8:10 AM 
JW Marriott Hotel Mexico City

D. 8:30 AM 

Hotel Galeria Plaza Reforma

E.  8:35 AM 

Hotel Geneve Mexico City

F.  8:40 AM 

Mexico City Marriot Reforma

G.  8:45 AM 

Sheraton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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