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推荐-导游陪游
权利游戏-探索之旅

7 天 – 包括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卡什特拉, 库利斯
要塞, 日诺夫尼察,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杜布
罗夫尼克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热门景点之旅

9 天 – 包括 杜布罗夫尼,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普利
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波斯托伊纳山洞, 布莱德, 卢布
尔雅那, 萨格勒布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三地之旅

14 天 – 包括 布达佩斯, 圣安德烈, 卢布尔雅那, 布莱
德, 波斯托伊纳山洞, 奥帕蒂亚, 萨格勒布, 普利特维
采湖群国家公园, 扎达尔, 特罗吉尔, 斯普利特, 希贝
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杜布罗夫尼克

克罗地亚著名国家公园之旅

6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科纳提国家公园,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希贝
尼克, 斯普利特

克罗地亚-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之旅

10 天– 包括 萨格勒布, 波雷奇,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
家公园, 扎达尔, 希贝尼克,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希
斯塔普洛夫, 杜布罗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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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马提亚-美酒品鉴之旅

10 天– 包括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卡什特拉, 赫瓦尔,
科尔丘拉岛, 杜布罗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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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旅游，打造难忘回忆

多语种讲解：克罗地亚旅游
策划公司主要提供英语讲解
服务, 当地导游经验丰富, 讲
解充分。所有行程可根据客
户需求提供其他语种讲解服
务。

现代空调巴士：克罗地亚旅
游策划公司承诺全程使用安
全舒适的现代空调巴士。

完善的旅游服务：克罗地亚
旅游策划公司提供整个欧洲
境内的旅游服务, 包含导游
陪游, 城市短途游, 酒店民宿
预定, 定制团体及个人游, 婚
礼策划, 活动团建, 租车服
务, 接送服务, 探险旅游, 豪
华露营,豪华游等等, 只有您
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行程推荐-导游陪游

公司简介

DMC Travel Croatia
克罗地亚旅游策划公司, 是克罗地亚领先的团队旅游和奖励旅游专家。全球国际组
织机构首选的目的地管理公司及旅游策划供应商。

旅游策划公司

我们倾向于根据客户的需要提出行之有效的旅行策略，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最佳旅行解决方案, 发展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旅行社。
克罗地亚旅游策划公司承接各种类型的旅行需求,无论您有何种需求, 我们都能为您
打造一个值得信赖无与伦比的旅行体验。坚实的团队, 稳定的发展, 对品质的承诺,
对细节的关注, 我们的导游拥有丰富的目的地知识, 一切旨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端
的旅游服务, 带来物超所值的旅行体验。
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 我们将与您的旅行规划师一起, 安排好每次活动前中
后的一系列组织及物流工作。我们的专业团队在工作中注入全新的视角, 从创意规
划和风险管理到预算控制和投资回报, 竭诚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克罗地亚旅游策划公司专注于根据每个旅行团
体的需求偏好量身打造完美旅程。充分利用克
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的季节变化, 您可以享受到当地一系列探险和
其他活动项目。我们的奖励旅游广受欢迎, 涵
盖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各地的魅力景点, 打造融合特色节庆, 主
题派对, 丰富有趣的休闲之旅。

非凡旅游，打造难忘回忆

克罗地亚8大国家公园之旅

12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瑞斯雅克国家公园, 北韦莱比特国
家公园,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布里尤尼国家公园, 扎
达尔, 科纳提国家公园, 帕克莱尼采国家公园, 希贝尼克, 克
尔卡国家公园, 特罗吉尔, 斯普利特, 姆列特国家公园, 杜
布罗夫尼克

12 日-巴尔干之旅

中央达尔马提亚之星-热门景点之旅

6 天 – 包括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
公园, 扎达尔

中央达尔马提亚中心-美酒品鉴之旅

7 天 – 包括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卡什特拉, 克尔卡国家公
园, 希贝尼克, 赫瓦尔, 布拉奇岛

12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萨拉热窝, 莫斯塔尔, 杜布罗夫尼
克, 科托尔, 布德瓦, 采蒂涅, 洛夫琴, 维尔帕扎, 斯库台, 地
拉那, 奥赫里德, 斯普特鲁吉, 戴布拉, 斯科普里, 贝尔格莱
德, ，诺维萨德

克罗地亚-影视探索之旅

28 日-巴尔干之旅

扎达尔&杜布罗夫尼克-达尔马提亚双城之旅

28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布莱德, 卢布尔雅那, 波斯托伊纳
山洞, 奥帕蒂亚,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扎达尔, 克尔
卡国家公园, 希贝尼克,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赫瓦尔, 杜布
罗夫尼克, 科托尔, 布德瓦, 地拉那, 克鲁亚, 培拉特, 奥赫
里德, 斯科普里, 马特卡峡谷, 利托霍罗, 奥林匹斯山, 雅典,
锡罗斯岛, 米科诺斯岛, 提洛岛, 圣托里尼

波斯尼亚,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三地之旅

12 天 – 包括 萨拉热窝, 莫斯塔尔, 杜布罗夫尼克, 斯普利
特, 特罗吉尔,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波斯托伊纳山洞,
布莱德, 卢布尔雅那, 萨格勒布

13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奥帕蒂亚, 里耶卡, 帕格岛, 斯普利
特, 维斯岛、特罗吉尔, 卡什特拉, 库利斯要塞, 日诺夫尼查,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杜布罗夫尼克

7 天 – 包括 扎达尔, 斯普利特, 特罗吉尔, 希贝尼克, 克尔
卡国家公园, 杜布罗夫尼克

克罗地亚首都-权力游戏王国-穿越之旅

9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奥帕蒂亚,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
园, 扎达尔, 斯普利特,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杜布罗
夫尼克

萨格勒布-科托尔-双城十日游

10 天 – 包括 萨格勒布, 奥帕蒂亚,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
园, 扎达尔, 斯普利特, 希贝尼克, 克尔卡国家公园, 杜布罗
夫尼克, 科托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