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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香港【波兰】华沙 

 Day2：华沙-市内观光 

 Day3：华沙- 波兹南-【德国】柏林 

 Day4：柏林-市区观光 

 Day5：柏林-德勒斯顿-市内观光-【捷克】布拉格 

       -布拉格城堡-圣维塔教堂-黄金小径 

 Day6：布拉格-卡罗维温泉区-布拉格-市内观光 

 Day7：布拉格-古姆洛夫-市内观光-【奥地利】维也纳 

 Day8：维也纳 -入内参观美泉宫 -市内观光 

 Day9：维也纳–【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瓦-市内观光 

       –【匈牙利】布达佩斯 –市内观光 

 Day10：布达佩斯香港 

 Day11：香港-深圳  

 

 

 

简易行程 

国家：波兰 德国 捷克 奥地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出团日期：7月 16日           

签证：德国 ADS团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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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点 

 全程高端四星酒店 

 畅游东欧精华所在-波兰 德国 捷克 奥地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畅游钢琴诗人萧邦故乡【波兰】华沙，细味钢琴恋曲 

 入内参观布拉格城堡、圣维特教堂、黄金小径（含门票及专业华语讲解） 

 增游“卡罗维温泉”小镇，可亲身品尝备有独特疗效的饮用泉水 

 增游【捷克】文化遗产《古姆洛夫》，漫步其中，体验古城之美 

 《维也纳》入内参观美泉宫及御花园（包含入场门票及专业华语讲解） 

 漫游昔日“茜茜公主”流连忘返之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地道美食 

 酒店享用自助美式早餐  

 正餐选用优质餐馆，中餐安排六菜一汤 

 精选美食：品尝捷克波西米亚烤肉（含 500毫升啤酒） 

 

 

 

 

 

 

 

天数 膳食 住宿 

早 午 晚 城市 参考酒店 

1 于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集中出发前往机场 

参考航班：QR817  香港/多哈  1910/2230（飞行时间约 9小时） 

 

2 

QR263  多哈/华沙  0150/0650（飞行时间约 6小时） 

X X √ 华沙 Novotel Warszawa Airport 或同级 

3 美早 √ √ 柏林 Holiday inn Airport Berlin 或同级 

4 美早 √ √ 柏林 Holiday inn Airport Berlin 或同级 

5 美早 √ 波西米亚烤肉 布拉格 Duo Hotel Prague或同级 

6 美早 X √ 布拉格 Duo Hotel Prague或同级 

7 美早 √ √ 维也纳 Courtyard Marriott Schoenbrunn 或同级 

8 美早 √ √ 维也纳 Courtyard Marriott Schoenbrunn 或同级 

9 美早 √ √ 布达佩斯 Danubius Flamenco Hotel Budapest 或同级 

10 美早 参考航班：QR200   布达佩斯/多哈  1730/2355 (飞行时间约 5小时 25分) 

QR818   多哈/香港   0255/1605(飞行时间约 8小时 10分) 

11 抵达后专车送返指定关口，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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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 参考行程 

第一天 
香港【波兰】华沙 

于深圳指定口岸乘坐快船前往香港国际机场乘搭豪华客机飞往【波兰】首都华沙。 

第二天 

华沙-市内观光  

 华沙市内观光：游览埋有肖邦心脏之圣十字教堂（外观），华沙著名的地标之一哥白尼雕塑，波兰举行各种活动的

重要场所——无名烈士墓，欣赏包含众多景点如美人鱼雕像、王宫、老城广场、居里夫人博物馆等的华沙老城，城

堡广场，曾是玛佐大舍公国公爵的住宅的王宫城堡（外观），后观华沙最古老的非宗教性纪念像,22米高的齐格蒙特

三世纪念柱树立于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的尽头的广场前的齐格蒙特三世国王纪念柱（游览时间约 2.5小时） 

早： X 午： X 晚： √ 

第三天 

华沙(310km,约 3小时)- 波兹南(300km,约 3.5小时)-【德国】柏林 

 是日从波兰首都华沙乘车经波兹南前往德国首都柏林。更多人记住柏林，大概是这座城市曾经因为战争千疮百孔，

但如今，这里正在焕发着它新的魅力，它很好地保留了战时记忆，柏林墙，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对历史的尊重

也让柏林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里的人热情谦和，一丝不苟。城市中众多世界著名的建筑和纪念馆与极具张力和想

像力的大量城市涂鸦，以及各类新奇好玩的店铺设计，古老与现代相得益彰。 

早： 美早 午： √ 晚： √ 

第四天 

柏林-市区观光 

 柏林市内观光：勃兰登堡门（外观）是柏林的标志，以北的绿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深灰色大厦是有名的国会大厦

（外观）。观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围绕西柏林建造的界墙柏林墙遗址（外观），途经全欧洲最繁忙的波茨坦广场，

后观这座矗立在柏林西区商业中心的触目惊心的建筑，是自二战遗留下来的威廉大帝纪念教堂（外观）（市区游览

时间约 1.5小时） 

 自由活动：客人可于查理验查站周边，弗德烈大街自由选购当地特产（自由时间约 1小时） 

早： 美早 午： √ 晚： √ 

第五天 

柏林（190公里,约 2小时 30分）-德勒斯顿-市内观光(150 公里,约 1.5小时) -【捷克】布拉格-布拉

格城堡-圣维塔教堂-黄金小径 

 德勒斯顿市内观光：抵达后游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歌剧院森珀歌剧院（外观），游毕前往游览西方新

式教堂建筑的代表作，是这座古老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圣母大教堂（外观），后前往游览茨温格尔宫（外观），这里是

全德国最引人注目的巴洛克建筑，这座宫殿主要是皇室举办晚宴的地方，后观赏长达 120公尺的世界最大的瓷器壁

画〝君王出巡图〞陶瓷壁画（外观）(市区观光时间约 1小时) 

 入内参观：【布拉格城堡*】、【圣维塔教堂*】、【黄金小径*】及专业华语讲解。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

城堡，长 570米，平均宽约 130米。城堡里最主要的三个景点分别是圣维特大教堂、黄金巷和旧皇宫。城堡中著名

的圣维特大教堂，是整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圣维特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灰黑色哥特式

建筑，参观重点包括 20 世纪的彩色玻璃窗、圣约翰之墓和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中期教堂的大型彩色玻璃是布拉

格著名画家穆哈的作品。旧皇宫每天中午 12点时会举行士兵换岗仪式，很有特色。(游览时间约 1.5小时) 

早： 美早 午： √ 晚： 波西米亚烤肉 

第六天 

布拉格（127KM,约 2小时）-卡罗维温泉区（127KM,约 2 小时）-布拉格-市内观光 

 卡罗维发利市内观光：团友可购买特制的温泉杯，在长达 123米 124支圆柱建成之铜铁长廊，畅饮温泉水，此水有

滋养肠胃的疗效。而 SPRUDEL 泉眼涌出的泉水高达 12米,蔚为奇观(市区观光时间约 1.5小时) 

 布拉格市内观光：人们都说“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在通往老城区的路上会看到伏尔塔瓦河上

的艺术价值无比的查理大桥，桥两旁矗立了颇富哲思的圣者雕像，桥上尽是街头艺术家，从绘画到雕塑、手工饰品

到现场演奏，包罗万象，人潮络绎不绝。后游览位于老城市政厅的哥特式钟塔上，属于捷克哥特式科学及技术的登

峰造极作品以及豪华壮观的艺术古迹——天文古钟（外观）及旧市政厅（外观），后游览布拉格新城的商业和文化

生活的中心的温齐斯拉斯广场，之后前往游览圣母教堂（外观）及胡斯像(市区观光时间约 1.5 小时) 

 温齐斯拉斯广场自由活动：此为东欧最热闹、最具人民色彩的广场，有众多咖啡厅、酒吧，工艺店(自由活动时间

http://place.qyer.com/poi/39882/
http://place.qyer.com/poi/3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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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所有团员的全程登机卡都要保留及抵达中国后护照原件需交给领队送到大使馆/领事馆办理销签确认。 

（温馨提示：根据国家旅游局规定，欧洲 ADS 团体旅游签证必须要跟团旅游，途中不得离团，并统一回国，不能滞留香港。到深圳口岸

后请将护照、全程登机牌交给领队以便我公司前往领事馆核销护照。一般领事馆核销护照会抽取面试，而前往面试的交通费用将由客人

自理，所以请各位贵宾在回国后的 10 天内尽量不要出差。如客人不配合领事馆销签而引起的被欧盟等发达国家列入黑名单等责任自负，

我公司也将使用法律手段进行追责索赔。） 

注：行程内所列航班及酒店资料仅供参考，请以出团通知书为准，我司将于出发前两个工作天将出团通知书发出。 

 

为使客人有更优质的旅游体验及更清晰聆听导游于景点的讲解，我司于行程内免费提供每位客人一台无线耳机及每房一台 Wi-Fi 以供

旅程中使用，客人有义务保持耳机及 Wi-Fi 运作良好，如因个人原因出现遗失或人为损坏，我司将会收取如下费用作为器材损失费，

敬请见谅。 

设备名称 金额 

约 45分钟) 

早： 美早 午： X 晚： √ 

第七天 

布拉格(175公里, 约 2.5 小时) -古姆洛夫-市内观光(202 公里, 约 3小时)-【奥地利】维也纳 

 古姆洛夫市内观光：这是南波西米亚的迷人小镇，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几座城市之一，该城市于 1992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走进这座城市，时间像停留在十八世纪。尤以 13世纪所建哥德式边界城堡颇为有名，

可选择走上城堡，尽览名城美景。抵达后团友可自由漫步游览城堡区、下游谷地、古城区，市政厅（外观）、圣维

特教堂（外观）（市区游览时间约 2小时） 

早： 美早 午： √ 晚： √ 

第八天 

维也纳 -入内参观美泉宫 -市内观光 

 入内参观：「美泉宫及专业华语讲解*」及御花园。美泉宫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艺术建筑，曾

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如今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美泉宫

及其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游览时间约 1.5小时）  

 维也纳市内观光：前往游览收藏了众多价值连城的宝物的荷夫堡（外观），后前往游览荷夫堡皇宫的外部广场英雄

广场，后途经游览金色大厅，游览玛利亚杜莉萨女皇广场，后途经“欧洲最美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后游览维也

纳城市的标志，也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哥特式建筑的圣史提芬大教堂（外观），后观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是

“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主要象征，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外观）（市区游览时间约 1.5

小时） 

早： 美早 午： √ 晚： √ 

第九天 

维也纳 (80km,约 1小时)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瓦-市内观光 (200km,约 2.5小时)–【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市内观光 

 布拉迪斯拉瓦市内观光：布拉迪斯拉瓦是斯洛伐克的首都，而斯洛伐克被称为欧洲最年轻的国家。抵达后，游览密

契尔斯卡门、总统府广场、城堡（远眺）、多瑙河（市区游览时间约 1小时） 

 布达佩斯市内观光：抵达后前往游览布达城的渔夫城堡（外观）和历代匈牙利国王加冕的马泰尔教堂（外观）、以

及布达佩斯皇宫（外观），客人还可以从高处俯瞰布达佩斯全景（俯瞰）。后前往英雄广场和国会大厦（外观），国

会大厦建于 1884-1902年，为一座新哥特式圆顶宫殿，也是欧洲罕见的古典建筑之一。（市区游览时间约 2小时） 

 自由活动：客人可于多瑙河畔及瓦茨大街自由漫步，瓦茨大街是布达佩斯著名的购物街，从北端的弗洛斯马提广场

起一直到达大市场，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自由时间约 1小时 15分钟） 

早： 美早 午： √ 晚： √ 

第十天 

布达佩斯 香港 

早餐后自由活动，于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前往布达佩斯国际机场乘坐豪华客机飞返香港。 

早： 美早 午： X 晚： X 

第十一天 
香港-深圳 

航班在当天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于深圳指定关口解散，结束愉快旅程，敬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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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耳机 300人民币 

Wi-Fi主机 700人民币 

随身 Wi-Fi包 50人民币 

USB充电线 20人民币 

 

 

行程附件一： 

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 

 
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旅行社在不影响正常旅程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旅行社提供自费景点（娱乐）项目供旅游者自行选择参

加与否。根据《旅游法》第 35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需是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旅行社的行程安

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旅行社应旅游者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参加自费旅游项目，双方确认签署本协议，

具体约定如下： 

1. 欧洲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下推荐的自费项目都是各国的精华所在。您可以在自由活动期间，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愿选择自费项目，相信欧洲的自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 

2. 所有自费项目绝不强迫，如达到自费项目对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以安排。如因

行程安排、天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 自费项目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参加自费项目。如旅游者

不参加自费项目，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旅行社不会售卖此自费项目表以外的任何其他项目；  

4. 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境外自费项目券上签字确认。一旦

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副券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5. 此售价为 20 人以上成团的优惠价，如果人数不足 20 人报价将会上涨，具体售价根据参加人数而上涨。或导游将取消自费

活动的安排，请您谅解； 

6. 请您在选择自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生后旅游者取消的，将无法退还

您费用。 

7. 如客人主动提出需要安排行程和自费表外的额外景点或旅游项目，需要获得全体团员签字确认后才可以进行安排。 

 

自费旅游项目简述及安排 

 

国家 城市 项目 自费项目特色或内容 最低 

人数 

时间 价格/人 

奥地利 维也纳 小金色 

大厅 

晚上前往举世知名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欣赏顶级音乐表演(包括

门票及来回接送服务） 

10人 约 2小时 EUR80 

- 

EUR150 

地洞湖 前往位于维也纳南部维也纳森林区,属于欧洲最大的地下湖

泊，由于地处隐蔽山谷，二次大战其间；希特勒利用此处改建

为秘密军事基地制造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喷射式战斗机。团友可

以一边乘坐小艇，一边欣赏地下湖美丽风光。 (包括门票及来

回接送服务） 

20人 约 3小时 EUR45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多瑙河游船 乘坐观光船游览多瑙河最漂亮一段，团友可乘坐此船饱览两岸

风光 

20人 约 1小时 EUR40 

匈牙利民族

歌舞晚宴 

观看约半小时歌舞演出，晚餐为匈牙利特色餐 。含车费.司机

加班费.门票预订费 

20人 约 1小时 EUR50 

布达佩斯温

泉 

在布达佩斯泡温泉，泡在温泉内的人们都是穿着泳衣的，而且

还可以在这里边儿下棋玩儿，饿了也可以到边儿上商店内买些

吃的。泡完温泉之后也可以去蒸桑拿，或者是享受一下按摩，

彻底的享受一下温泉的全面服务。（请带好游泳衣和毛巾） 

20人 约 1小时 EUR50 



 

生效日期：1/4/2018-【金装 东欧恋曲 11天 2018】GLBC11 QR 温泉小镇 城堡花园 頁 6 

 

布达佩斯多

瑙河曲湾三

镇 

圣安德烈（山丹丹），维谢格拉德和埃斯泰尔戈姆，多瑙河曲

弯沿岸的三座恬静小镇,真实的保留着十八世纪欧洲的气息。

高贵而自由，恬静而优美，美丽而多情。 

20人 约 3-4小时 EUR70 

捷克 布拉格 伏尔塔亚船

河及地道晚

餐 

游览布拉格闻名的伏尔塔亚河，河岸两旁景色迷人，在『查理

四世桥』上经常有海鸥飞翔，传说是为桥上的情侣们送上祝福。

并安排地道捷克风味晚餐。 

20人 约 1小时 EUR55 

夜游布拉格

+黑光剧演 

出 

捷克布拉格黑光剧团捷克戏剧活动中最特殊、知名度也最高的

一种。全剧以不发一语配合诙谐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加上奇

特的服饰及音乐灯光，呈现一段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想象空间表 

演。费用包含车费，服务费，门票费 

20人 约 100分钟 EUR55 

 赫鲁博卡城

堡 

赫鲁博卡城堡，又称“白堡”，始建于 13世纪的一个古堡，

原属于波希米亚国王的私人领地。到了 16世纪的时候，德国

的贵族史瓦森堡家族接管了城堡，并在后来的几百里，以雄厚

的财力修建、装修、装饰城堡。所以，开始时城堡是哥特式的，

后来先后被改建为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和新古典主义的风

格，在 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女主人从英国回来，又一次仿

照英国的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改建为一幢新哥特式的

建筑，这座远离城市的白色城堡也成为捷克腹地一个独特的地

理符号。 所含内容：预订费；门票；车费；司机服务费。 不

含内容：以上所有未提及的服务和费用。 

20人 约 1小时 EUR50 

 百威酿造厂 百威啤酒的酿造过程保留了不少类似的古老工艺，其酿造流程

多达 246项，比一般的啤酒厂家多出一倍左右的时间。在百威

酿造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百威的制酒历史以及制酒工艺。在

了解百威啤酒酿造过程的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其品牌的一份

从未变更的固执和坚守。制造业的所谓“根本”，其实很简单，

就是百年如一日地酿造一杯好啤酒。游览附赠一杯地道啤酒以

供品鉴。 所含内容：预订费；门票；讲解费；车费；司机服

务费 不含内容：以上所有未提及的服务和费用。 

20人 约 1小时 EUR40 

德国 柏林 德国猪手餐 于德国传统的啤酒屋内，享用每位客人半只的咸猪手，还包括

每位可享用半公升德国的地道啤酒。 

（费用为当天中午或晚餐与咸猪手啤酒餐的差价） 

20人 约 1.5小时 EUR40 

塞西林霍夫

宫 

塞西林霍夫宫早于 1990年被登录为联合国的世界文化财产，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波茨坦公告》

的签署旧址。这座宫殿内部大部分空间已被布置成为记录波茨

坦会议举行过程的博物馆。会议厅和各国参会代表的办公室都

保留了原貌，真实的场景和历史资料展，一下子让人们“穿越”

回那段历史。 

20人 约 2小时 EUR40 

帕加蒙博物

馆 

在 1999年被纳入世界文化将遗产的博物馆岛，是柏林最重要

的资产，而其中帕加蒙博物馆，是众馆里最棒的一座。博物馆

内分为三大展厅，包括希腊罗马文化艺术、阿西娜神庙的门柱，

最重要的是已经消失的巴比伦古文明，展品相当丰富且珍稀。 

20人 约 1.5小时 EUR40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行程中自由活动期间可以推荐的自费项目及相关内容、价格和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我经慎重考虑后，

自愿参加上述自费项目，旅行社并无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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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备注： 

此行程以及《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按照行程执行。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导

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不视为违约。当发生不可抗力、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或者非旅行社责任造成的意外

情形导致的景点、交通、住宿地点的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以及旅行社不得不调整或者变更旅游合同其他约定时,本公司会在事前

向旅游者作出说明；确因客观情况无法在事前说明的，亦会在事后作出说明。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和旅

行社人为不可控因素（如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等）导致的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食、宿及交通费、

国家航空运价调整等）我公司有权追加差价。 

 

 

 

 

 

1. 德国 ADS团队签证费（含 30万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2. 去程由深圳码头至香港国际机场及回程由香港国际机场至深圳口岸； 

3. 全程欧洲四星级酒店（以两人一房为标准）及酒店美式早餐； 

4. 每日午餐和晚餐以中式餐食为主（用餐标准为六菜一汤，午晚餐餐标为 9欧）； 

如果在全团协议下同意更改为风味餐，不退正常团餐费用；     

5. 境外段使用符合欧盟标准及有保险的豪华旅游巴士（45 座以上），保证每人一正座； 

6. 行程中带*的景点含门票费包括：美泉宫含讲解，【布拉格城堡、圣维特教堂、黄金小径】含讲解。如景点因

节日、政府行为、自身行为等原因关闭，则退回门票费用或安排其他景点替代。其他为免费对外开放或外观景

点或另付费项目； 

7. 国际间往返机票（经济舱）及欧洲境内段机票（含机场税）； 

8. 全程资深专业领队兼导游服务，或当地中文导游； 

9. 导游和司机服务费 99欧元； 

 

 

 

 

 

 

 

1. 护照费；申请签证所需资料办理费用，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及前往领事馆面试、按指模及销签

面谈等产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等）； 

2. 持非中国公民普通护照乘坐国泰航班的￥1000 元/人机位附加费； 

3.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4.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5. 行程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如行程内不包含的特殊门票、游船（轮）、缆车、地铁/公车票等费用； 

6. 转机/火车时用餐； 

7. 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自身原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8.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其它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费用； 

9. 航空公司燃油附加税升幅，若航空公司临时上调税费，团费将相应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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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客人要求或不服从我司房间分配所产生的单间差：酒店单人房附加费 3300元/全程； 

**分房以团友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拼房，若团友不接受此种方式或经协调最终不能安排，或出现单男单女且团

中无同性别团员同住的情况，需在出发前补单房差入住单人房； 

11. 回程抵达深圳指定口岸后客人返程交通。 

 

特殊情况费用说明 

1. 儿童不占床：回团当日不足 12 岁的儿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团费可享成人价九折优惠。此收费提供机位、车位、

餐位行程费用包含景点的门票，不提供住宿床位。一间标双房最多只能接纳一位不占床的小童。儿童若占床位，则

按照成人标准收费。 

**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岁以下儿童参团，则须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2. 自备签证或免签证参团，每人可减签证费：申根签 600元人民币，英签 800元人民币；退签证费后保险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