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语 

尊敬的尚赫贵宾： 

 

      热烈欢迎您参加“随尚赫 游世界” 第27站荷兰之旅，让我

们前往阿姆斯特丹，一起体验“低于海平面下的奇迹王国”。 

        

       此次我们将前往童话般的世外桃源【羊角村】，在世界上最

大的郁金香公园【库肯霍夫】内畅游花海，感受荷兰人在几百年

前用独特方式创造生活传奇的【风车村】，让我们尽情领略奇迹

王国独特的风情魅力吧。       

 

      为了使您更好的了解此次出行行程及注意事项，我们为您精

心准备了此份《出行手册》，请您仔细阅读。 

 

      祝您旅途愉快，留下一个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尚赫 

                                                                2018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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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结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 航班起飞前4小时抵达机场集合。 

如航班时间较早及考虑天气因素，建议您提前1天抵达出发口岸。 

 报到地点：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 

本次出行使用多家航空公司，具体航班信息请以旅行社提前通知为

准，请您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并注意查收短信、接听电话。 

 回程国内交通接驳建议：因国际航班出关时间较长，回程车票或

机票，建议您安排在航班降落至少5小时之后。 

 旅行社紧急联络组电话：王世菲  13817307705 

出团前一周左右，旅行社领队会致电进行行程注意事项说明，请留

意接听 。 

二、集结所需证件 

旅行社发放护照 自带身份证 

若取得签证后选择自行携带护照的团员，请务必妥善携带保管。 

集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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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明细 

尚赫世界护照： 
 
如您首次参与“随尚赫 游世界”奖励旅游活动，
我们已准备好崭新的『尚赫世界护照』，在您
出发口岸报到时发放给您。 
 
如您已持有『尚赫世界护照』，请在出发口岸
您报到时出示，我们会为您加盖第27站荷兰旅
游纪念戳章。 

报到当天您会领到以下物料 

胸卡 1套 

行李绑带 1条 

行李吊牌 2个 

出行手册 1本 

转换插头 1个 

一次性雨衣 1件 

飞利浦耳机 1个 

寰宇尊享-飞利浦电动牙刷 1个 

尚赫定制环保袋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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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简表 
日期 行程内容 

Day1-相约荷兰之旅 
搭乘国际航班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 
开启荷兰之行 

Day2-旖旎小镇之旅 

早餐后游览最具荷兰代表性【风车村】和【北海渔
村】 
午餐享用美味海鲜料理 
下午前往世界最美小镇之一【羊角村】 

 Day3-纵情血拼之旅 

早餐后享受自由放松时间 
午餐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下午【Roermond奥特莱斯】尽享购物豪情 
晚餐由公司发放餐费，您可在奥特莱斯自由享用 

Day4-花海绽放之旅 
早餐后前往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拍照留念 
前往荷兰郁金香世界【库肯霍夫花园】畅游花海 
晚上Kingdom橙色王国主题Party，尽享狂欢之夜 

Day5-水都风光之旅 
上午【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体验城市魅力 
午餐享用后前往机场办理退税（退税流程请见本手
册17-18页），搭乘国际航班返程 

Day6-返回温暖的家 抵达国内 

以上行程路线仅供参考， 
各口岸及批次行程顺序略有微调，请以实际调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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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简介 

荷兰，位于欧洲西偏北部，是世界有名的低地国家， 国土总面
积41864平方千米，是全球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属洲：欧洲 

 国庆日：4月27日 

 国歌： 《威廉颂》 

 英文名： 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 

 官方语言：荷兰语 

 货币：欧元 

 时差：中国比荷兰快6小时（如中国中午12点，荷兰早晨6点） 。 

国旗 

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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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简介 

阿姆斯特丹，荷兰最大城市及首都，被称为钻石之都和北方威
尼斯。它历经了从渔村到大都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战火洗礼
与重建辉煌，是荷兰历史的一个缩影。 

市花-郁金香 市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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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角村   
Giethoorn 

“世界上最美小镇”之
一，有“绿色威尼斯”
之称。这里没有行车道
路，以运河和船作为主
要交通方式。村中房屋
的锥形屋顶由芦苇编织
而成，每一座房子都是
精美的艺术品。公司为
大家准备了饮品兑换券，
让您边欣赏美丽风景边
享受可口饮品。 

库肯霍夫花园   
Keukenhof 

这里的郁金香品种、数
量、质量以及布置手法
堪称世界之最。生活在
荷兰的人，也因为郁金
香变得更加乐观、开朗。 
2018年花园主题为“罗
曼蒂克”,尽享浪漫风情。
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
汇聚在这里，欣赏最美
的郁金香花海。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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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车村  
Zaanse Schans 

保留着荷兰17、18世纪的
建筑风貌，有“荷兰风车
博物馆”之称。古老的建
筑和造船厂，制作木鞋和
奶酪的表演作坊，以及缓
缓转动的风车，让人流连
忘返。 

北海渔村  
Volendam 

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海景，
一边是各色美食、咖啡、
纪念品小店及特色照相馆，
著名影星林青霞也曾在这
里驻足留影。 
点杯咖啡，吹着海风，晒
着太阳，看海面船只往来，
大街上人来人往，这份闲
情逸致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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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  
Canals Boat of 
Amsterdam 

小游船大风景，乘船
巡游是领略阿姆斯特
丹水上魅力的最好方
式，伴随导游专业讲
解欣赏两岸景致，让
您用最轻松的方式一
站式欣赏沿岸的历史
建筑和特色景点。 

鲁尔蒙德名品奥特莱斯    
Designer Outlet 
Roermond 

位于荷兰与德国交界，
拥有超过140家名品专
卖店，各种时尚品牌应
有尽有，可以为尚赫贵
宾提供独一无二的购物
体验。 
兴业银行尚赫联名信用
卡（银联）可在超过
100家商家品牌使用，
让您更加便捷随心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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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入境须知 
 中国海关规定，中国公民短期出境每人携带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元(或不超过等值5000美金)。 

 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托运打火机、火柴乘坐民航飞机。 

 严禁携带黄色书刊、影碟、枪支、炸药、毒品等违禁物品出入境。 

     请将较贵重物品或随时备取的物品放于随身行李内。 

 电子类产品必须随身携带，切勿托运。 

 自用的摄像机或者带有变焦镜头的照相机、笔记本电脑、iPad 

     出境，需要在出境时，向海关申报。 

 严禁在托运行李中携带充电宝，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个额定能 

     量不超过10000毫安。 

 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和水果不能携带出入境；乳制品不能携带出入

境，一经查出，必须丢弃。荷兰盛产的奶酪也在中国禁止入境产

品之列，大家可在荷兰尽情品尝，但不要购买带回国内。 

     罚款最高5000元，情节严重者会有被扣留风险。 

 满16周岁以上的旅客携带进入中国境内的烟草制品和12度以上 

     的酒精饮料的免税量为：香烟400支或雪茄100支或烟丝500克 

    （只享受其中一种携带入境待遇）、酒2瓶（合计不超过1.5 升）。 

 入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物品，经海 

     关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入境物品征 

     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  

 旅客携带金、银及其制品出入境，每人不得超过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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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出入境须知 
 烟酒免税限量 

• 酒精：18周岁以上者，可携带酒精免税限量分别如下： 

     葡萄酒：不超过2升；白酒：不超过1升； 

     超过上述数量，需在机场海关纳税。 

• 烟草：18周岁以上者，可携带烟草制品免税限量为： 

  卷烟200支或雪茄50支；如有超出限量应在机场海关纳税。 

 关于限制/禁止物品 

• 荷兰的海关法禁止携带毒品、类固醇、武器、枪械以及受 

     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进入荷兰。 

• 旅客不得在行李中携带动物性食品(如肉制品及奶制品) ，某些

常见物品，如新鲜或包装的食品、水果、蛋类、植物、种子、

皮毛等，也在禁止之列。 

• 不准携带中药材入境，携带西药需附上英文处方或医生证明。 

 现金和票据类 

     荷兰海关规定：凡携带1万欧元(或价值相当于1万欧元以上的 

        外币)以上者,在进入或离开荷兰边境时，必须向海关书面申报。 

        所携现金如超出这一标准而未申报，海关有权扣押｡ 

 

各国海关均会对出入境旅客托运及随身携带行李进行抽查，请务必

遵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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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行李液体规定 
     手提行李中，液体瓶装容量不能超过100ml。 

完整包装  散装&不完整包装 

注意事项 

1、行李说明（切记不要超重或超件） 

23公斤 

托运行李限1件且总重量
不可超过23公斤 

超重或超件都将按照 
航空公司标准收费 

随身行李限重5公斤 
且三边之和不超过115公分 

25cm 55cm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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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2、电话须知 

针对超70岁老人、自身患有疾病人员等特殊人群，保险细则中均有
理赔金额上限和保险免责相关规定，如有特殊需求，可自行额外购
买其他险种（例如：老年人意外险、重大疾病保险等）。 

老人 病人 残疾人 

3、旅行保险 
 尚赫已为您投保出境游保险（含意外伤害、意外医疗、行李险）。 

建议开通国际漫游（或租用WIFI设备），资费标准请咨询运营商。 

0086+手机号码 
0086+区号+固定号码 

或直接拨打国内手机 
0031+当地电话 阿姆斯特丹 国内 

阿姆斯特丹5月平均气温12℃ 。建议携带外套，日常观光请穿着
舒适、轻便的休闲鞋，Party当日请您自备橙色服装与配饰。    

4、当地气温及服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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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5、 银行卡 
      尚赫联名信用卡（银联）可在阿姆斯特丹部分大型商场或购物
中心使用，您也可携带个人名下带有 Master或Visa标志信用卡。    
荷兰的银行ATM自动取款机基本不提供银联卡取款服务，建议您
携带少量的欧元现金以备自用。 

6、货币及汇率 
      荷兰货币单位：欧元（EUR） 
      1欧元(EUR) 约合7.8人民币（CNY） 
      (此为2018年4月参考汇率，实际汇率请以当天牌价为准)  
      您可前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进行兑换，   
      详请咨询当地各银行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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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使用公共卫生间需付费（0.5欧-1欧不等），建议您准备
欧元零钱以备不时之需。 



8、 温馨提示 

酒店：依国际礼仪请勿穿着睡衣、拖鞋走出房
间。房间、楼梯间及所有室内场所严禁吸烟
（违反会被处以最低150元欧元，约合1200
人民币的高额罚款）。退房前，如产生私人费
用（如mini bar、收费电视、收费电话等）请
自行结清，并务必再检查一次所有的物品，尤
其是可能遗忘的地方，例如：寄放在酒店保险
箱的东西是否已取出等等。 

注意事项 
7、 出行礼仪 

公共场所摄影需谨慎 请排队等候 请勿大声喧哗 

请勿浪费食物 请勿随地吐痰 请勿乱扔垃圾 

治安：近年来由于国际人口流动性很大，偷盗和抢劫案件时有发
生。因此外出时务必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避免夜晚外出或单独行
动，一旦发生意外状况请及时告知公司、领队协助报案。 
风俗：遵守国际礼仪与当地风俗习惯。尚赫倡导文明出行，走出
国门便代表不同的生活轨迹在此交织，祝大家始终保持心情舒畅，
开心旅行。西餐礼节、观光礼仪等都是此行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更多的异域风土人情请大家亲身去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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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税条件 

1.在拥有“Tax Free”标识的商店购物  

2.购物金额超出50欧元，必须向商家索取退税证明 

3.于商店及机场办理退税相关手续时，都需要出示您的护照原件 

4.申请退税的商品必须是密封且未使用过的，亲自携带出境的商品；退税金额

在1000欧元以上的商品，必须手提至海关内退税，切勿托运。 
 

二、退税流程 
步骤一：在标有Global Blue TAX FREE 或 PREMIER tax free的商店 

              购物超过50欧元，在付款时请出示护照并且向店员索取退税单。 

步骤二：拿到退税单后，请用大写英文字母完整填写所需信息。 

步骤三：请在办理登机手续前到海关办事处出示您的退税单、护照、登机牌、 

             收据/发票和购买的商品，以获取海关印章，如未在离境前获取海关 

              盖章，将无法进行退税。 

步骤四：确认退税商品是密封且未使用的。 

              退税商品请随身携带，不要托运，以备海关检查。 

步骤五：在退税点出示您填写完整并盖过章的退税单，可通过现金、信用卡 

              或支付宝等方式退税。 

步骤六：若您选择信用卡方式退税，寄出退税资料前，注意保留好退税单底 

              联，如果只有一联，请拍照留底，信用卡退税预计需要30-90个工 

              作日方可退税完成。 

              具体退税比率及相关手续费详情，以当地海关及退税规定为准。 

              现场将有尚赫工作人员协助办理。 

 
 

退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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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如下： 
 护照号码 
 姓名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城市 
 国家/地区 
 电子邮箱 
 英文签名（与护照

拼音方式一致即可） 
 退税方式 

退税单1 

退税单2 

温馨提示：（退税单需要用英文填写） 

若对退税单填写方式有疑问，请咨询您所在团的导游及领队（但需您

本人填写，无法他人代填） 

退税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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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备忘录 
建议自带物品 备注 

护照 
旅行社发放后请务必随身妥善保管，如需统一收
回请您配合 

身份证 请根据国内行程安排自行携带 

服装 建议携带轻薄（御寒）外套、休闲鞋 

Party服装 
公司为您准备了Party配饰“福袋”，您可自行
携带橙色系服装及饰品 

相机、DV 锂电池请随身携带 

充电宝 1万毫安（含）以下，需有明确标注 

移动WIFI 可提前在国内租赁及开通手机漫游等功能 

自服药品 处方药需提供医生证明 

餐食用品 
因中西饮食口味差异，如有需要请自行携带适量
方便面及老干妈、辣椒酱等佐餐调料 

个人用品 
响应国际环保理念，请自备个人清洁用品，太阳
镜、晴雨伞，防晒品等 

信用卡与 
少量现金 

本人名下兴业·尚赫联名信用卡（银联）可在部分
大型商场使用 
请根据个人需求自备欧元现金，欧洲使用公共卫
生间需付费，建议您准备欧元零钱以备不时之需 

拖线板 电子设备较多者建议携带 

转换插头 
欧标插头，电压220伏 
公司已为每位团员准备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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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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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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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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