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半岛内的国家

访问我们的理由

1.国家开放，热情好客
2.地理位置优越
3.民风淳朴
4.旧地重游，回忆往昔
5.初次造访，探索其文化及其他多元价值
6.体验白色的、轻快的、阳光充足的贝尔格莱德市

服务和价格明细
价格：

价格以欧元报价，因此会受到国际货币格局和燃
料价格变化的影响。

佣金
所有的价格为净价。
手续费：
个人：10欧元/人
团体：5欧元/人
远足佣金：
10-15%游客

付款条件

客户到达前，依据达成的协议及旅行代办人出
具的付款凭证。

通讯与预定
所有的函件和订单应寄往我们的
公司总部，只有预定确认后才能
被认为是最终有效的。

转送
往返酒店与机场/终点站/航空站之间的陪同、搬
运和手提行李（1件/人）的运输。如有需要，也
可提供特殊的转送服务。

搬运
如果搬运与转送有关，转送包括搬运服务（见转
送）。如果只在机场或火车站需要援助，则两件手
提行李按2欧元收费，若多于两件，每件按0.5 欧
元收费。酒店搬运服务取决于类型。

注意：若无特别说明，价格长期有效。如有任何
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远足
价格包含导游费、交通费和门票费。若无特别说明
，不包含餐费。

接待和陪同
翻译接送
飞机场 40欧元净价
火车站 30欧元净价
等待时间 每小时10 欧元净价
节日、周日、晚上10点之后和早上6点之前：按
上述价格的1.5倍收费
注意：若无特别说明，此价格长期有效。

导游和陪同
通常使用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
语导游，如需别的的语言的导游，需做额外说明。
三（3）个小时以下
45欧元净价
八（8）个小时市内/市外
70欧元净价
塞尔维亚一日游
80欧元净价
住宿费和交通费需另行收费
驾车游览–按上述价格的1.3倍收费
如需特殊的翻译服务，可提出要求。
注意：若无特别说明，此价格长期有效。。

服务取消和人未出现
服务取消费：每项预定15 欧元
人未出现：全额付款

贝尔格莱德欢迎你
广阔美丽的潘诺尼亚平原(Panonian plane)，舒马迪亚
(Sumadija)的起伏山丘，崎岖但热情的黑山(Montenegro)。这里
有美丽的传统和可以追溯到文明根基的历史古迹。可以
肯定的是， 这里是最热情好客的国度，人们都在互相竞
争谁更热情好客。绝佳的烹饪方法、几乎被遗忘的民族菜
伏伊伏丁那一日游
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有机食品、高质量的水、传统
时间：11-12小时
的服务和丰富的民俗，这些都是您访问我们的理由。
此次旅行可以去伏伊伏丁那平原和其主要旅游景点观光
交通
私家车
欧元价格
贝尔格莱德机场至
40
酒店 （往返）
机场/火车站/公交站到诺
180
维萨德(Novi Sad)（往返）

机场/火车站/公交站到苏博蒂察
(Subotica)和帕利奇(Palic) （往返） 220

长途汽车
1-3人，最少20人 每个多出的人
120

7

220

12

365

28

普通的观光游览
半天：上午或下午出发
时间：3小时
中心城区全景游，包括所有重要的名胜（斯拉维亚(Slavija)广场、南
斯拉夫戏剧院、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大楼、市政厅、特雷兹吉广场
(Terazije)上古老的喷泉、共和国广场、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塞尔维
亚国家博物馆、大学建筑群和东正教大教堂等等）。参观贝尔格莱
德要塞和可以追溯到16-18世纪的厚实的防御墙，还可在贝尔格莱德
最大的公园，也就是城堡之内的卡莱梅格丹(Kalemegdan)公园散步。
注意：这条观光路线还可以去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看丰富的展览
（2小时）或去阿瓦拉(Avala)山（离贝尔格莱德16公里）看无名英
雄的巨大陵墓（2小时）。
贝尔格莱德徒步游览

半天，上午或下午出发
徒步游览，以最生动的方式体验贝尔格莱德的老城区。从
文雅的共和国广场开始，参观一些最著名的文化古迹， 包
括贝尔格莱德的城堡及其壁垒和堡墙，还有萨瓦河(Sava)和
多瑙河(Dunav)交汇的全景观。步行穿过19世纪的城区，去参
观东正教大教堂，近距离感受它的气氛。
旅行/欧元价格

私家车

长途汽车
1-3人

每个多出的人
最少20人

城市半日游
普通旅行

60

200

10

半天徒步旅行

50

180

9

贝尔格莱德萨瓦河和
多瑙河观光（半天）

60

200

10

185

250

20

175

240

19

215

360

22

215

360

22

诺维萨德&彼得罗瓦拉
丁 Novi Sad & Petrovaradin
（半天）
托泼拉&哦彼雷那茨
Topola & Oplenac（半天）
伏伊伏丁那旅行
Vojvodina（整天）
修道院旅行

萨瓦河和多瑙河上的贝尔格莱德
此项目为夏季独有，每天下午定时出发
时间：1.5小时
短暂的船上旅行可让游客从河上观光贝尔格莱德。船从南斯拉夫
酒店前面的多瑙河码头出发，巡航时可全景游览最著名的城市景
点（贝尔格莱德城堡、老城、阿达齐甘利亚(Ada Ciganlija)和新贝尔
格莱德等等）。途径大普拉纳(Velika Plana)（那里有一家由木材制
成的小忏悔教堂），然后来到迷人的马纳西亚(Manasija)修道院（
15世纪）- 一家教堂和防御墙。在代斯波托瓦茨(Despotovac)食用可
口的午餐后，继续前往由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于14世纪建造
的拉瓦尼嚓(Ravanica)修道院。最后回到贝尔格莱德。

。首先，参观克鲁舍德尔(Krusedol)修道院（16世纪）迷人的
湿壁画。去诺维萨德的途中，可短暂观光风景如画的斯雷
姆斯基卡尔洛夫奇(Sremski Karlovci)的老城（主广场、文法
学校、喷泉和东正教大教堂的巴洛克的圣幛）。然后全景
游览诺维萨德，参观多瑙河上的彼得罗瓦拉丁要塞。可自
选午餐，自由时间可去购物。最后回到贝尔格莱德。
诺维萨德&彼得罗瓦拉丁

Novi Sad & Petrovaradin诺维萨德&彼得罗瓦拉丁
半日游：上午或下午出发
时间：6小时
穿过泽蒙(Zemun)的老城区来到伏伊伏丁那平原，在浪漫的斯雷姆斯
基卡尔洛夫奇市作短暂的停留，可以在主广场散会儿步。这座小城
市是因于1699年签署的和平条约而闻名的。到达伏伊伏丁那的首都诺维萨德后，进行城市全景观光。可参观多瑙河上的彼得罗瓦拉丁
，它是东欧洲保存最好的要塞之一。最后回到贝尔格莱德。
注意： 这些是去布达佩斯途中的理想景点。你们从布达佩斯来到
诺维萨德时，我们的导游也可以在诺维萨德接待你们。
贝尔格莱德
欧元价格
酒店

酒店
类型

1/2每人
每天

个人
1/1 每人
每天

住宿

地方税：每人每天的旅游税是 1.7 欧元
图例：Pax-人家
单人间/套房
B/B床和早餐

托泼拉&哦彼雷那茨
半日游：上午或下午出发
时间：6小时
位于哦彼雷那茨浪漫丘陵区的是省级的托泼拉市，是哦彼雷那茨
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的重要地区（1804）。托泼拉市有卡拉乔杰
维奇(Karadjordjevic)王朝成员的陵墓，另外，还可以去参观宏伟的教
堂和彼得一世(King Petar I)国王的博物馆。最后回到贝尔格莱德。
修道院游览
时间：11-12小时
这次旅行可提供独特的机会参观塞尔维亚最美丽的中世纪修道
院。上贝尔格莱德-尼什(Nis) 高速公路，经大普拉纳（那里有一家
由木材制成的小忏悔教堂），然后来到迷人的马纳西亚修道院
（15世纪）- 一家教堂和防御墙。在代斯波托瓦茨可自由选择午
餐，午餐后，继续前往由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于14世纪建造的拉
瓦尼嚓修道院。最后回到贝尔格莱德。

IN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城中休息
第1天：抵达贝尔格莱
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
后回到酒店，晚上在旅
游类的酒店住宿。
第2天：早餐之后，贝
尔格莱德观光半日游。
贝尔格莱德是萨瓦河
和多瑙河之上的一座
现代化城市。老城区（
卡莱梅格丹要塞、
Ljubica 公主的住所、
Misa 队长大厦和Milos
王子的住所等等）和
新城区（塞尔维亚国
民议会和贝尔格莱德
市政厅）值得一看。自
由时间可去购物，晚上
回酒店住宿。
第3天：吃早餐，享受
悠闲的早上。下午为自
由时间，但我们会提供
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和
旅行计划供您参考。晚
上在酒店住宿。
第4天：早餐之后，前
往机场。

塞尔维亚探索之旅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回
到酒店，晚上在酒店或在要求的酒店住宿。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贝尔格莱德观光半日游。贝尔格莱
德是以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
首都，现在是萨瓦河和多瑙河上的一座现
代化城市。老城区和新城区都值得一游。自
由时间可去购物，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3天：贝尔格莱德- Lepenski Vir–Donji
Milanovac
早餐之后，出发到Lepenski Vir （公元六千
年前，我们的祖先决定在多瑙河边上的
Lepenski Vir留下来过安定的生活。这儿也是
一个世界闻名的考古遗址，曾经发现过石
材雕塑和人类的遗骸。），然后去波扎雷瓦
茨(Pozarevac) 参观马厩。吃午餐，午餐之后
前往Lepenski Vir参观史前聚落和博物馆。吃
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4天：Donji Milanovac–Negotin–尼什
早餐后，前往内戈廷(Negotin)市参观Rajac和
Gamizgrad（Romuliana- 加姆济格勒）。吃午餐
，午餐之后继续前往尼什-古罗马的Naissus，
罗马的君主坦丁大帝出生的地方，当今东
南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尼什是贝
尔格莱德通往索菲亚(Sofia)和雅典(Athens)的
必经之地，有很多考古遗址和18世纪奥斯曼
帝国时期的城堡。城市观光游览，参观Cele
城堡。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5天：尼什–马纳西亚-拉瓦尼嚓–Resava
洞穴–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贝尔格莱德。参观马纳西亚
修道院（15世纪，是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国
王时期的文化中心），然后前往拉瓦尼嚓
和Resava 洞穴。吃午餐，到达贝尔格莱德后
，晚上为自由时间，在酒店住宿。
第6天：贝尔格莱德 – Sremska Mitrovica(斯
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 – 诺维萨德 – Sremski
Karlovci(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 – 贝尔格
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Sremska Mitrovica,诺维萨德
和Sremski Karlovci。午餐和参观这三座城市之
后回到贝尔格莱德。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7天：贝尔格莱德
吃早餐，早餐之后是个人的自由时间，可去
购物。前往机场。

两个美丽的邻国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前往
“Park”（B类）酒店，或者去别的酒店。吃晚餐
，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2天：贝尔格莱德
半板住宿。个人自由时间，观光贝尔格莱德。
第3天：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 - 斯雷姆斯
基卡尔洛夫奇–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诺维萨德。诺维萨德位于多
瑙河的左边，右边是彼得罗瓦拉丁要塞。彼
得罗瓦拉丁的城堡是东欧最大的、保存最好
的17-18世纪的城堡。参观Hopovo 和 Vrdnik 两家
修道院，然后前往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
观光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之后，回到贝尔
格莱德。吃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4天：贝尔格莱德–弗尔尼亚奇卡矿泉镇
(Vrnjacka Banja) （Zica）
早餐后，出发去哦彼雷那茨(Oplenac)(可以参
观卡拉乔杰维奇王朝成员的陵墓，那里有一
个15000种颜色的马赛克)，然后去参观玛拿
西亚和拉瓦尼嚓两家修道院。晚上在弗尔尼
亚奇卡矿泉镇 “Zvezda”（B类）酒店住宿。 弗
尔尼亚奇卡矿泉镇的温泉是塞尔维亚的健
康中心和最古老的旅游胜地之一。吃晚餐，
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5天：弗尔尼亚奇卡矿泉镇–Kolasin
早餐后，出发去参观Decani修道院和Moraca修
道院。晚上到达Kolasin，在“Belasica”（B类）酒
店住宿。吃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6天：Kolasin - 波德戈里察
早餐后，出发去奥斯特洛(Ostrog)修道院，在修
道院度过悠闲的一天。在“City”（ B类）酒店
住宿。 吃晚餐，晚上在波德戈里察(Podgorica)
住宿。波德戈里察是黑山的经济、文化中心，
Ribnica 和Moraca河流经该市。
第7天：波德戈里察 - 采蒂涅(Cetinje) - 布德
瓦(Budva)
半板住宿。采蒂涅观光一日游，采蒂涅是以
前黑山王国的首都。在布德瓦的B类酒店住
宿，布德瓦是主要的黑山海边地区，有很多
漂亮的半岛和沙滩如 Jaz、Mogren、 Slovenska 、
Becici, Kamenovo, Przno, Milocer, Sveti Stefan 等
等沙滩，其中一些沙滩长达1800米。

贝尔格莱德

酒店

观光团

每间房每天的欧元净价
酒店

类型

½,每人每天 1/1,每人每天

第8天：布德瓦–科托尔(Kotor) - 布德瓦
早餐后，出发去科托尔湾，那是一个真正的
峡湾，景色壮美。游览完科托湾之后，返回布
德瓦。吃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9天：布德瓦–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贝尔格莱德。顺道停留参观
Milesevo 修道院。晚上到达贝尔格莱德，在
“Park”（B类）酒店享用晚餐并住宿。
第10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机场。

地方税：每人每天的旅游税是 1.7 欧元
图例：人家
单人间/套房
B/B床和早餐

住宿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出发日期
6月/7月/8月/9月

年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机场，前往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保证出发

Balkan
without BORDERS
没有边界的巴尔干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观光塞尔维亚的首都。下午为自由时
间。在老城波西米亚地区有一家叫Skadarlija
的餐馆，有本国美食和晚餐。
第3天：Belgrade–Sarajevo
早餐后，出发去Sarajevo。下午抵达后，吃晚餐
，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4天：Sarajevo – Mostar – Dubrovnik
早餐后，城市全景游览， 参观有名的Bas
Carsija，然后前往Mostar 和Dubrovnik。在Mostar
作短暂停留，去参观Neretva河上的桥。晚上到
达Dubrovnik后，吃晚餐，在4*酒店住宿。
第5天：Dubrovnik (克罗地亚)
早餐后，游览最美丽、最古老的亚德里亚海边
城市。Dubrovnik有木头的意思。历史上，
Dubrovnik是独立的共和国也是达尔马提亚海
岸（Dalmatian coast）的贸易中心，波拿巴战
争时期，Dubrovnik失去了独立性。Dubrovnik 已
被列入了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在Dubrovnik，可
参观总督宫、大教堂和道明会的修道院。下午
是自由时间，在民族餐馆享用晚餐。

费用包含:
-机场协助，车到酒店
- 布德瓦至贝尔格莱德的机票
-旅游车或小型旅游车
-3* 或4*酒店的六个晚上的住宿和早餐
- Belgrade、 Sarajevo（塞拉耶佛）、 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和布德
瓦民族餐馆的四个晚餐
-Belgrade、 Sarajevo、 Mostar、 Dubrovnik、 Cetinje和 Budva的观光游览
-本地英语导游，门票费
-整个旅行期间英语导游的陪同

第6天：Dubrovnik – Cetinje – Budva
早餐后，出发去黑山，在Cetinje停留观光黑山
以前的首都。观光 Cetinje后，前往Budva。在民
族餐馆享用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7天：Budva–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机场。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乘
飞机回国。

价格：995欧元/人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机场后，坐车到酒店，吃晚餐。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观光塞尔维亚首都。圣萨瓦教堂、铁托纪念
馆、国王的宫殿、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大楼、共和国广
场、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和
卡莱梅格丹要塞。下午是自由时间，可自己探索城
市。在老城波西米亚地区有一家叫Skadarlija的餐馆
，有本国美食和晚餐。
第3天：贝尔格莱德–Sarajevo
早餐后，出发去Sarajevo。下午抵达后，吃晚餐，在酒
店住宿。
第4天：Sarajevo – Mostar – Dubrovnik
早餐后，Sarajevo全景观光，感受波黑的大学、艺术、
文化和经济中心。 参观有名的Bas Carsija，然后前往
Mostar 和Dubrovnik。在Mostar作短暂停留去参观Neretva
河上的桥。晚上到达Dubrovnik后，吃晚餐，在4*酒店
住宿。

B

第5天：Dubrovnik
早餐后，游览最美丽、最古老的亚德里亚海边城市。
Dubrovnik有木头的意思。历史上，Dubrovnik是独立的共
和国也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贸易中心，波拿巴战
争时期，Dubrovnik失去了独立性。Dubrovnik 已被列入
了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在Dubrovnik，可参观总督宫、
大教堂和道明会的修道院。下午是自由时间，在民
族餐馆享用晚餐。
第6天：Dubrovnik – Split(斯普利特)
早餐后，出发去Split，当今很有名的旅游胜地。Split
是达尔马提亚很繁华的城市，有很多艺术展览、音
乐会和戏剧院。抵达后去观光戴克里先宫(Diocle�
tian’s palace) 、Peristyle(列柱中庭)、 朱庇特的寺庙和
斯普利特主教堂。然后是自由时间，在民族餐馆享
用晚餐。

第7天：Split – Plitvice(普利特维采) – Ljubljana （卢
布尔雅那）
早餐后，出发去Zadar–克罗地亚文化的缩影。
Zadar市游览包括参观“Zadar市的金与银”博物馆、古
老的教堂和公园。然后前往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
园，公园一共有16个非常漂亮的湖泊和瀑布。在民
族餐馆吃午餐。下午出发去Ljubljana，晚上在酒店住
宿。
第8天：Ljubljana – Postojina(伯斯陀伊纳) – Ljubljana
早餐后，观光游览Ljubljana。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和
城堡，然后继续前往世界上第三大石灰岩洞 - 伯
斯陀伊纳洞。这是个奇妙的地下迷宫，有很多漂亮
的钟乳石和石笋，有Pivka河流经山洞。晚餐时间回
到Ljubljana。

值得铭记的巴尔干半岛之旅
花钱值得!

第9天：Ljubljana – Zagreb(萨格勒布)
早餐后，出发去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的首都，位于
萨瓦河的山谷。这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
，其中其艺术与科学学院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萨格
勒布市观光游览包括参观上城区的要塞、圣马可教
堂、主教座堂、克罗地亚国家戏剧院和大学。下午是
自由时间，可自己探索城市。在民族餐馆享用晚餐
，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10天：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贝尔格莱德。抵达贝尔格莱德后，
是自由时间。船上的餐馆有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11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后，出发去机场，乘飞机回国。

价格：1600欧元/人
费用包含:
-旅游车和所有的交通费
-3* 或4*酒店的十个晚上的住宿和早餐
-贝尔格莱德、Sarajevo、Dubrovnik、Split、Ljubljana和Zagreb民族餐馆的九
个晚餐和一个午餐
- Belgrade, Sarajevo, Mostar, Dubrovnik, Split, Ljubljana和 Zagreb的观光
游览和本地英语导游的陪同及门票费
-整个旅行期间的英语导游陪同

快乐的宝藏

贝尔格莱德的小夜曲

音乐盛会

晚上开始坐车游览贝尔格莱德的
大街和壮丽的建筑及名胜，这是
很有意思的城市全景。学术与文
化学院“Lola”的成员，会带给你更
多快乐。你会听到塞尔维亚民族
最著名的歌曲，并观看塞尔维亚
的民族舞蹈。在波西米亚地区有
一家叫Skadarlija的餐馆，有塞尔
维亚美食和晚餐。晚上的气氛会
让你有一种仿佛置身19世纪塞尔
维亚的感觉。

你会看到歌舞团的表演。塞尔维
亚的传统歌曲和舞蹈真是文化的
宝藏，你会获得一种真正独特的
体验。

使最好的变得更好

贝尔格莱德的夜晚
加深对贝尔格莱德的认识！我们邀请你
参与一个轻松夜晚的游览。短暂的城市
游览期间，你会看到贝尔格莱德最著名
的历史建筑和名胜。然后我们会带你去
著名的Ljubica 公主的住所或大会中心
“Lola”，学术与文化学院“Lola”的成员会带
给你更多快乐。你会听到塞尔维亚民族
最著名的歌曲，并观看塞尔维亚的民族
舞蹈。最后，我们会去波西米亚地区一
家叫Skadarlija的餐馆，在那里，你会享
受到塞尔维亚的音乐和美食。

民俗和精神音乐的宝藏
加入我们的贝尔格莱德浪漫历史之旅，这
是个穿越过去的旅程。在壁画馆，你会听
到最有名的精神歌曲。在贝尔格莱德最著
名的音乐厅之一，欣赏传统壁画和见证音
乐的辉煌。音乐会后，继续我们的穿越时
间之旅，去参观民族博物馆。最后可以去
波西米亚地区的Skadarlija，这个有19世纪
氛围的地区是艺术家和诗人最喜欢的聚
会场所。

马上去网站上搜索我们 ：
www.toptoursad.com ，
立刻预定！

邻国-“一见钟情”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坐车到酒店。
晚上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之后，贝尔格莱德半日游。贝尔格莱德是萨瓦河和
多瑙河之上的一座现代化城市。老城区（卡莱梅格丹
要塞、 Ljubica 公主的住所、Misa 队长大厦和Milos 王子的
住所等等）和新城区（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和贝尔格莱
德市政厅）值得一看。空闲时间可去购物，晚上回酒店
住宿。
第3天：贝尔格莱德– Podgorica – Budva
早餐后，从贝尔格莱德机场出发，直接飞到Podgorica。然
后坐游览车前往Cetinje-黑山以前的首都，于1482年建城。
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被征服过。然后，我们
将前往美丽的St.Stefan岛。在St.Stefan岛有自由时间去步
行街散步和观赏地中海的植被。在亚得里亚海岸最早
的聚落-Budva享用午餐。
第4天：Budva – Dubrovnik – Budva
早餐后，出发去Dubrovnik。抵达后，观光游览，参观老城
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大的、小的Onofrije喷泉（15世纪）、
方济各教堂和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14世纪）
、斯彭扎宫(Sponza-Divona Palace,16世纪），在老城墙间散
步。在民族餐馆享用午餐，然后是自由时间。回到Budva，
晚上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第5天：Podgorica – Ljubljana – Bled
早餐后，坐车到Podgorica机场，直接乘飞机到Ljubljana。然
后坐车到Bled，先去住宿的地方，而后是自由时间，吃晚
餐。
第6天至第9天：Bled
半板的住宿。可以从湖边到Vintgar峡谷和萨瓦河散步，
可以去听现场音乐、跳舞，可以去酒吧、电影院及民间
艺术节。另外，还有很多运动的项目，如网球、乒乓球、18
洞高尔夫球、疯狂高尔夫、保龄球、自行车运动、钓鱼等
等。著名的景点有壮观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脉 (Julian
Alps)，世界上很有名的Lipilzaner马和伯斯陀伊纳洞
(Postojina)。
第10天：Bled–Ljubljana
早餐后，坐车到Ljubljana机场。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坐车到酒店。
晚上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之后，贝尔格莱德半日游。贝尔格莱德是萨瓦河
和多瑙河之上的一座现代化城市。老城区（卡莱梅格
丹要塞、 Ljubica 公主的住所、Misa 队长大厦和Milos 王
子的住所等等）和新城区（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和贝
尔格莱德市政厅）值得一看。自由时间可去购物。吃
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3天：贝尔格莱德
半板的住宿。参观马纳西亚修道院，该修道院是斯特
凡·拉扎列维奇国王（他也是哲学家和诗人）于15世
纪建造的。离修道院不远也建立了一家撰写和抄写修
道院书籍的图书室。后来，这家图书室变成了Resava学
校。修道院、神圣三为一体的教堂和图书室都由防御
墙包围。马纳西亚修道院里面的壁画非常漂亮，也很
有名。回到贝尔格莱德，在酒店住宿。
第4天：贝尔格莱德 – Tivat – Dubrovnik
早餐后，从贝尔格莱德机场出发，直接飞到Tivat。然后
坐游览车到Cetinje-黑山以前的首都，于1482年建城。有
意思的是，这座城市从未被征服过。吃午餐，午餐后前
往Dubrovnik。到达酒店，吃晚餐。
第5天：Dubrovnik
早餐后，观光游览。参观老城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大
的，小的Onofrije喷泉（15世纪），方济各教堂，修道院
（Franciscan Monastery）（14世纪），斯彭扎宫（16世纪
），在老城墙间散步。在民族餐馆吃午餐，而后是自由
时间。吃晚餐。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坐车到酒店。
晚上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贝尔格莱德–雅典
第1天：贝尔格莱德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接待和欢迎之后，坐车到酒店。
晚上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之后，贝尔格莱德半日游。贝尔格莱德是萨瓦河和
多瑙河之上的一座现代化城市。老城区（卡莱梅格丹
要塞、 Ljubica 公主的住所、Misa 队长大厦和Milos 王子的
住所等等）和新城区（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和贝尔格莱
德市政厅）值得一看。空闲时间可去购物。吃晚餐，晚
上在酒店住宿。
第3天：贝尔格莱德
半板的住宿。坐游览车到Kovacica， Banat地区的一个农
村。Kovacica的天真的画家们很有名，可以参观画家们的
家庭工作室和画廊。吃午餐，然后回到酒店。下午是自
由时间。
第4天：贝尔格莱德-雅典
早上从贝尔格莱德机场出发，直接飞到雅典。坐车到酒
店，然后是自由时间。吃晚餐。

第2天：贝尔格莱德
早餐之后，贝尔格莱德半日游。贝尔格莱德是萨瓦河
和多瑙河之上的一座现代化城市。老城区（卡莱梅格
丹要塞、 Ljubica 公主的住所、Misa 队长大厦和Milos 王
子的住所等等）和新城区（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和贝
尔格莱德市政厅）值得一看。自由时间可去购物。吃
晚餐，晚上在酒店住宿。
第3天：贝尔格莱德 - 马纳西亚修道院
半板的住宿。参观马纳西亚修道院，该修道院是斯特
凡·拉扎列维奇国王（他也是哲学家和诗人）于15世
纪建造的。离修道院不远也建立了一家撰写和抄写修
道院书籍的图书室。后来，这家图书室变成了Resava学
校。修道院、神圣三位一体的教堂和图书室都由防御
墙包围。马纳西亚修道院里面的壁画非常漂亮，也很
有名。回到贝尔格莱德，在酒店住宿。
第4天：贝尔格莱德 – Skopje
吃早餐，直到出发前都是自由时间，坐车到机场，直
接飞到Skopje。坐车到酒店，吃晚餐，在酒店住宿。
第5天：Skopje–Ohrid
早餐后，开始Skopje观光游览。土耳其统治时代，16-17世
纪时期，Skopje是巴尔干最富有的贸易中心。参观圣救
教堂（17-18世纪），古老东方色彩的商业中心，Kale要
塞，Daut Pasha 澡堂（15世纪）和瓦尔达尔(Vardar)河
上的古老石桥。在民族餐馆吃午餐，午餐后坐游览车
前往Ohrid, 顺道在泰托沃(Tetovo)有短暂的休息-参观17
世纪的斑斓清真寺。抵达Ohrid, 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第5天：雅典
在酒店住宿，有早餐和晚餐。雅典观光游览包含：本地
导游陪同参观协和广场(Omonia)、宪法广场(Sintagma)、大学
学院、皇家宫殿、雅典卫城、Erechteon、帕德嫩神庙(Parthe�
non)和雅典尼克神庙(Nike Temple)，然后到Piraeus港口乘船
进行全景游览。下午自由时间可以去餐馆、购物或休息 第6天：Ohrid
早餐后，导游陪同游览。大部分城市地区都被11世纪的
。晚餐后，可以去普拉卡享受雅典的夜生活。
萨缪尔要塞占据，老城区在UNESCO的保护下。萨缪尔
第6天：雅典
要塞是一种国家纪念碑，但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的烙
伯罗奔尼撒(Peloponese)一日游。经过科林斯运河上的桥
印。下午是自由时间。吃晚餐，在酒店住宿。
(Corinth)，我们来到神之王国，参观迈锡尼(Mycene)和埃皮
达鲁斯(Epidaurus)。在纳夫普利翁(Navplion)享用午餐后，
第7天：Ohrid
在Piraeus港口乘船回到雅典。在酒店吃晚餐和住宿。
早餐后，乘船游览。坐船到湖上的圣瑙姆修道院，附近
是Crni Drim河的源头和美丽的沙滩。回到酒店吃晚餐
第7天：雅典
和住宿。
吃早餐，直到出发前都是自由时间，。
第8天：Ohrid
早餐后，坐车到Ohrid 机场。

综合医院

我们的经验，你们的安全
整形外科中心
-髋关节置换手术（总的髋关节置换术）
-膝关节置换术（全膝关节置换术）
-腰椎间盘突出症内窥镜手术

为什么选择Bel Medic 综合医院
-最先进的医学
-专业的国际医生
-价格优惠幅度高达70%（相较于其他国家）
-豪华住宿
-对患者具有奉献精神

泌尿科中心
-膀胱癌的内窥镜手术
-泌尿科腹空镜手术
-腹空镜前列腺切除术
-腹空镜肾脏手术
-前列腺手术
-睾丸手术、水囊、精索静脉曲张
-内镜尿道结石去除术-内窥镜碎石术
-泌尿生殖系统异常手术：包茎，隐睾症，尿道下裂
，尿道上裂的修复，膀胱重建
减肥手术-肥胖的外科治疗
-可调节胃束带
-胃袖状切除术
-Roux-en Y胃旁路术
美容整形外科
-面部美容外科
-整容手术
-上下眼睑矫正
-鼻子手术
-填料，肉毒杆菌毒素
-身体美容外科
-乳房增大术
-乳房缩小术
-腹部皮肤起重手术
-吸脂
-阴茎增粗术
-利用填充物增强阴茎围
-阴道回春术
-G点放大手术
甲状腺手术
-甲状腺全切除术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甲状腺腺叶切除术

痔疮治疗
-雷射手术
-THD疗法
-痔疮手术
肿瘤治疗
-完整的诊断
-癌症多学科小组会议
-化疗的实施PORT-A-CATH静脉接入系统插入
-日间住院和住院期间的化疗
-监测病人的病情、不良行为和化疗并发症

手术-普通外科
-腹腔镜、经典疝、阑尾和胆囊修补术
-腹腔镜结肠切除术
-腹腔镜肝活检
-肠癌手术，肠切除术
牙科服务
-保守治疗
-牙齿假体服务和植入物
-矫正牙齿治疗-固定和移动牙齿假体
-口腔外科干预

最先进的医学
在塞尔维亚，Bel Medic是第一个拥有欧洲最高质
量标准（ISQ）认证的医院。在过去的20多年间，
不但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而且在整个巴
尔干地区，Bel Medic一直致力于改善保健服务。
Bel Medic 是塞尔维亚医疗旅游的先驱者，对外国
友人和对高质量保健服务感兴趣的公司开放了
大门。
从1995年成立以来，Bel Medic从一家只有三个医
生的小医院，一直不断努力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和更新诊断设备。Bel Medic 治疗了来自国内外的
22万多病人。因实行新的卫生保健标准，Bel
Medic获得了不少大奖，例如2006年的塞尔维亚
最佳品牌和国际超级品牌奖，2009年的商业竞争
第一名。Bel Medic医院是根据ISO证书运行的。2016
年，Bel Medic综合医院在患者关系范畴获得了全
国冠军奖，也是Ruban d’ Honneur顾客至上（该奖
项只有十个获奖者）的其中的第一个获奖者，
获得该奖项的主要原因是成功、创新和道德。

最好的医生
Bel Medic团队是一个高技能和专业的团队，拥有
国际经验，致力于病人的护理和治疗。团队中有
400多位德高望重的贝尔格莱德医生，其中也有
贝尔格莱德医学学院的老师。为了您的安全，为
了每一项医疗和每一台手术，Bel Medic医院有内
科医生、其他学科专家、麻醉师的多学科团队和
训练有素的护士。

豪华医院
Bel Medic有完整可靠的医疗系统，拥有设备齐全
的手术室和加护病房。Bel Medic不但可做高级的
手术，而且也有豪华的公寓和单间，包括餐饮。
菜单有符合教规的食品（犹太教，伊斯兰教），
素食食品和无麸质食品。你会体验到高级的医疗
保健，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和豪华酒店的享受。

优惠的医疗价格
Bel Medic 提供便捷的付款方法，认付所有主要的
信用卡和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Allianz, Global
Benefits Group, Cigna, David Shield, GMC Services,
Wiener Stadtische, APCompanies, IMG, Mobility Saint
Honore, MerLife&Alico, AXA, SO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Coris, Van Breda and Bupa）。任何级别的
服务，都可以最低的价格恢复健康。我们将提供
尽可能有效的服务方式。此外，塞尔维亚受过高
等教育的和拥有国际经验的医生的高质量的医
疗价格比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低了百分之几十。
对患者的奉献精神
在Bel Medic，为了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每
个患者都受到小心和个性化的护理。每个员工都
会以热情的微笑和友善的话语来处理任何请求。
为您服务的医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英语水平都
很高，如果需要别的外国语言翻译，医院也会安
排最好的口译者。Bel Medic会照顾您的伴侣、朋友
和家人，他们可以跟您在医院或到酒店去住。

快速跟踪–无需等待
在Bel Medic，你无需等待任何程序。从您发送医
疗文件的时刻到预约的时刻不会超过24个小时。
我们为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患者需求能够得到及
时满足而感到自豪。

循证医学
在我们医院，医生都采用最新的技术进行医疗
诊断，而后进行后续医疗程序。Bel Medic一直致
力于提高服务水平和更新医疗设施。为了患者的
健康，Bel Medic的医务人员一直勤勉认真，基于
证据，作出明智的决定。

-超过50年的传统
-理想的气候条件
-医生和医务人员的专家团队
-现代医学技术
-贝尔格莱德医学院的学科讲座
-对患者的承诺

核医学
患者的甲状腺及其他内分泌疾病的康复。
诊断程序：
-甲状腺疾病（专家医生检查，实验室分析，甲
状腺超声，甲状腺显像）
-其他系统疾病（显像：骨骼系统、肝脏、肝血
池、肾脏、唾液腺）
-骨密度测定法（DEXA）
治疗程序
-治疗剂量l-131的应用可治疗多汗症
-治疗l-131烧蚀剂量的应用针对甲状腺癌手术的
术后患者

运动医学
-人体测量学
-实验室分析
-心电图
-内科医生检查
-运动医学专家检查
-根据医学指征应用物理疗法
实验诊断法
-免疫学实验室
-生化—血液学实验室

物理医学
适应症
-骨科手术的术后康复
-运动系统的急性和慢性疾病
-退行性脊柱和外周关节疾病
-风湿性疾病
-软组织关节外风湿病、 腱炎、肌腱炎、末端病、
肱骨外上髁炎、肩痛综合症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儿童畸形
-创伤后状态与挛缩
-运动损伤
-外周循环障碍
儿童、成人肥胖症预防和康复中心
三十多年的肥胖症预防和康复的经验
-专业监护
-诊断研究
-多学科治疗方法
-健康生活习惯的习得
-肥胖的外科手术术前准备和术后康复
-目的实现永久性地减少体重
达到理想结果和目标的方法
-均衡的饮食计划和营养师的监督
-与体育教学合作的体育活动
-创造积极的氛围
-听讲座和参与研讨会

超声诊断法
-甲状腺
-乳房
-腹部
-心脏
-软组织
-彩色多普勒超声

这艘船航行到哪里

不止是一次旅行
更有一份值得铭记的
记忆在等你

美丽的蓝色多瑙河

-你在17岁到97岁之间吗
-你喜欢冒险活动吗
-你渴望旅行和探索新的地方和文化吗
-你想认识新的国际朋友吗
-你为新的想法、生活方式准备好了吗
-你愿意学习更多，并通过值得回忆的旅行丰富你的生活
经验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是旅行的候选人。如果你
敢迈出这一步，很快你就会在值得回忆的旅游的路上。

为什么只选我们

1.我们的经验-你们的安全
2.完善的计划满足各年龄段的需求
3.根据不同年龄的不同需求制定合适的计划
4.根据我们的建议，做出最适合你的选择
5.信任和安全
6.根据您的需求调整方案
7.旅游路线多样化
8.提供优秀舒适的住宿
9.拥有年轻专业的导游
10. 可选择高质量的游览车及小型游览车
11.旅游期间有旅行社代表协助
12.高质量的服务
13.多年的丰富经验
14.很多国际协会的成员
15.行业领跑30年
16.可信赖的质量保证

地址：Bulevar Despota Stefana 7, 11000 Belgrade, Serbia
电话：+381 11 2450，2452 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