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起止【沙美版-印象沙美岛】曼谷+芭提雅+沙美岛 5 晚 7 日之旅

航班天数 出港地 航线 航班号 【青岛往返】航班时刻

去程 Day01 青岛出港 青岛 TAO—曼谷 BKK（素万那普机场） SC4079 21:05-01:25+1

回程 Day07 曼谷出港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BKK—青岛 TAO SC4080 02:25-07:55

【严禁孕妇报名参团，一经发现拒绝登机，由此造成一切损失游客自行承担】
旅行社声明：提醒每一位游客参团报名之前，慎重核实自身的身体情况，是否能正常参加团游至

完美结束，以免当地出现异常情况，影响团友们难得一次的美好旅行及度假！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及问题均与国内外旅行社无关（离团费、身体检查费、交通费等）。

◤产品卖点◢

【沙美定位】2019 年曼芭莎系列产品：适合新婚、蜜月、休闲、度假定制产品。

【沙美定位】特别安排 1 晚沙美岛度假酒店+升级 1 晚芭提雅网评五星级度假酒店+3 晚泰式度假酒店（四星级）：

升级 1 晚芭提雅锁定网评五星级酒店或同级：

1. 芭堤雅海湾海滩度假酒店（Bay Beach Resort Hotel）

2. 芭提雅勒巴厘水疗度假酒店（Le Bali Hotels Resorts & Spa）

【沙美自费】全程无自费。（岛上娱乐项目除外，游客自愿参加）

【沙美购物】经泰方指定认可，我社全程指定 3 站购物，全程自愿消费，行程中未经我社指定购物场所购买商品等，如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等，我社概不负责。

【沙美美食】暹罗/东方公主号游船自助餐+暹罗印象自助餐+富贵黄金屋千人宴自助餐+东芭乐园自助餐+KingPower

国际自助餐/丝路宫廷国际自助餐。

【沙美景点】沙美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风景区+芭提雅顶级 JF 泰拳表演+泰国古法按摩+富贵黄金屋+东芭乐园+乡村三

部曲+大战鳄鱼湖等。

【服务定位】全程自家专业领队陪同、享受贵宾级服务！



◤行程安排◢

天数 行程安排

D1

青岛✈曼谷（素万那普） 参考航班 SC4079（21:05-01:25+1）
请客人带好行礼、护照等个人证件及旅行必需品，于出发当日 18：00 之前到出发地青岛流亭国际机场二楼指定地点
（出发厅 5/6 号门）集合时间，并由专业的领队带领至少提前 60 分钟办理登机手续后；并开出团说明会；统一办理出
境手续，过海关准备登机；因客人人数较多，请到达机场后请主动与领队联系；达到曼谷后过海关取行礼出机场，接
机—抵达后送往酒店休息。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无
住宿：曼谷泰式特色度假酒店(网评四星)

D2

曼谷一日游（泰国大皇宫+玉佛寺+长尾船游湄南河）
早餐后，前往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停留约 1.5 小时)，此乃是各国游客必到之地相当于中国故宫，其汇集了泰国建
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玉佛寺】与大皇宫相邻，是全泰国唯一没有僧侣住持的佛寺，但供奉着一座价值
连城的国宝—玉佛，该玉佛是由整块翡翠雕成的(参观须注意佛国礼节，不可举止无礼、穿着随便,女士长裙,男士长
裤)；后乘泰国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长尾船游湄南河】游览泰国极具特色的湄南河，湄南河的白天和晚上总有着
不一样的感觉，白天我们可以观赏到郑王（泰国唯一的一个华人国王）庙的威严气势，还可以在佛寺下用面包喂养一
群群的鱼儿以做善事。
备注：大皇宫等皇家景点，会遇到政治性等关闭的情况，如遇闭馆当地导游将会根据行程调换其他景点，敬请理解。

早餐：酒店内自助 午餐：暹罗印象/皇家庄园自助餐 晚餐：自理
住宿：曼谷泰式特色度假酒店（网评四星）

D3

芭提雅-沙美岛（皇家珠宝中心+蛇药研究中心+国家海洋自然保护风景区——沙美岛+泰式古法按摩）
早餐后，集合出发，参观【皇家珠宝展示中心】（约 120 分钟），泰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质量宝石出产国之一，其份
量占世界宝石矿产业的 35％，这里所展示的宝石饰品具有 ISO 9001 国际品质认证，以巧夺天工的设计，其精湛的技艺
手法，汇集款式新潮时尚，因卓越品质而享誉全球。前往【蛇药研究中心】（时间约 60 分钟）可欣赏到艺高胆大的师傅
驯世界最毒金刚眼睛王蛇表演，并通过专业讲师了解“蛇与人类健康”相关医学知识。随后泰国西部罗永府的乘车约
40 分钟前往码头乘快艇风驰电掣、乘风破浪直往碧水蓝天、环境优雅的岛屿—【沙美岛】（停留时间约 120 分钟），参
观【沙美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风景区】开启今天精彩的双岛之旅（60 岁以上老人根据自身情况参加过岛），蓝蓝的天、
碧绿的海，让您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后享受【泰式古法按摩】（约 60 分钟），解除一天舟车劳顿的疲乏和辛苦
（未满 18 岁的孩子由于骨骼没有发育完整，不提供此服务，费用不退）。后返回酒店休息。
特别提示：此天坐船过岛，建议您穿短裤和凉鞋，因海水潮汐，可能需要趟水上岸，潮水高时可能过膝盖。另外为了确保船只过岛

安全性，大件行李请暂时放于旅游车内（现金及贵重物品务必随身携带），请您携带随身行李及日用品上岛即可。

早餐：酒店内自助 午餐：泰式风味餐 晚餐：海鲜 BBQ
住宿：沙美岛特色酒店

D4

曼谷-沙美岛（乡村三部曲+杜拉拉水上市场＋暹罗/东方公主号游船）
早餐后，前往【乡村三部曲】【大战鳄鱼船】参观惊险刺激的人鳄大战。前往【杜拉拉水上市场】位于芭提雅市中心沿
素坤逸干道往东方向约 5 公里处，泰语里叫“四方水上市场”，因其融汇了泰国东部、西部，东北部及南部四个区域水
上市场的特色而得名。水上市场里水路纵横，水面上木楼别具风格。在水市里既可以吃到来到泰国各地的风味小吃，也
可以买到产自于泰国各地方的特产以及工艺品，更可以搭乘小木舟，在湖里荡漾，穿梭于桥亭之间，或是跑到湖中心最
高处，坐上索道，飞驰下来，体验双脚掠过水面的刺激与凉意。晚上特别安排【暹罗/东方公主号游船】（约 70 分钟）
出海欣赏东方夏威夷芭堤雅的暹逻湾夜景，船上并有暹罗公主们的歌舞秀表演和美味可口的精致晚餐及酒水无限量招
待，客人还可以和人妖们近距离的接触，和他们一起共舞同乐，让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早餐：酒店内自助 午餐：杜拉拉水上市场（自理） 晚餐：暹罗/东方公主号游船自助餐
住宿：芭提雅泰式特色度假酒店（网评四星）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9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6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9247.htm


D5

芭提雅一日游（东巴乐园+富贵黄金屋+芭提雅顶级 JF 泰拳表演+热带水果餐）
早餐后，后前往【富贵黄金屋】，泰国芭堤雅第一首富花重金 14 亿泰铢建造的一个真正富丽堂皇的风水宝地私家庄园，
观看纯金望海观音金佛宝殿，体验真正有钱人的奢华生活，吸收首富的财运。游览【东芭乐园】（停留约 1.5 小时），
泰国【民俗表演】让您领略泰国本土风情舞蹈、泰拳、婚俗典礼等，【大象表演】更能让您开怀大笑、乐得满地找牙，
真想领养一头可爱大象回家。参观车览热带水果园，赠送【热带水果餐】（升级）品尝美味的水果无限量供应当季时令
水果。晚上观看一场泰国热血传奇【顶级 JF 泰拳比赛】（价值 2000 泰铢/人）（每天两场，每场约 1 小时，每周一至
周六，表演时间为晚上 19:00-20:00 和 20:00-21:20，均为 45-60 分钟/场）在这里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泰拳，世界
各地顶级高手汇聚于此，令人血脉喷张的现场赛事，让你享受激情刺激的视觉盛宴。

早餐：酒店内自助 午餐：东芭乐园自助餐 晚餐： 富贵黄金屋
住宿：芭提雅泰式特色度假酒店（网评五星）

D6

芭提雅—曼谷（神殿寺乳胶泰丝展馆中心+赠送燕窝岩洞品尝燕窝每人一碗+KingPower 免税店）
早餐后，前往【神殿寺】（时间约 60 分钟），膜拜全东南亚最负盛名的四面佛,无论是求财、事业、健康、婚姻都很灵验,
也是港台明星们的最爱。之后参观中南亚最正宗最有名的【乳胶泰丝展馆中心】（时间约 90 分钟），亲身体验和感受真
正乳胶的舒适。后前往品尝泰国燕窝原产地最正宗的【燕窝洞】泰国燕窝举世闻名，每年泰国皇室都会派专人前来购买
最好品质的燕窝供皇族享用。您可以在这里根据需要选购各种不同品种的燕窝。无论送上司，母亲，妻子，都是高档而
惊喜的礼物。前往【KingPower 皇权免税店】，在此免税店可选购精美商品送佳人，购买自己想要的国际品牌物品。之
后乘车前往机场侯机,办理完手续过海关之后属于游客自由活动时间，请注意不要走远，不要延误登机时间。
特别声明：此寺庙佛牌不属于购物店，则恭请寺庙法器如佛牌、摆件等均属于寺庙功德，不是商品范畴。不能根据个人喜好请佛或

退货，一旦请了就不能退货，请谨慎购买，有质量损坏可根据情况申请换。

早餐：酒店内自助 午餐：丝路宫廷餐 晚餐：KingPower 自助餐/丝路宫廷国际自助餐
住宿：飞机上

D7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青岛 参考航班 SC4080（02:25–07:55）
至少提前 3 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山航航班返回温馨的家，结束愉快泰国之旅。
备注：机场自由活动时间，我社不倡导客人私自外出，若因客人自身原因产生一切费用和风险我社概不负责，敬请理解。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无
住宿：温暖的家

对于我们精心安排的行程和领队导游工作中的不足，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感谢各位贵宾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希望
有机会再次为您服务，如果您对这次泰国之行感到满意，请您不要吝啬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谢谢。

特别

提示

1.在当地旅游过程中，如景区、岛上、酒店、餐厅、机场等候等自由活动时间，请游客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在旅行中上下飞机、

上下车、餐厅用餐、离开酒店时请一定要携带好自身的贵重物品，由此造成损失我社不负责；

2.在旅游过程中，游客要慎重细听当团领队在机场开说明会或当地说明注意事项等通知，我社温馨提示请游客携带好自身护照、出

入境卡、身份证等所有资料，如不遵守或未带情况，因此造成问题等损失我社概不负责。

质量

监督

我社承诺，在旅行过程中，如有发现与报名时行程不符，或地接、导游违规操作、不按照报名时的行程标准安排时，请游客第一时

间告知当团领队，我社会第一时间联系地接处理与解决，绝对不会让游客带着问题旅行或者把问题带回国，如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发

现问题没有第一时间向当团领队汇报等情况，等回国后再反应等投诉情况，我社将视为游客已经默认接受当地安排的标准，则行程

结束回国之后再向旅行社反应问题等，我社不做任何的处理与投诉。

最终

确定

根据我社与航空公司机票期限规定，在交易过程中，完全执行民航局的规定制度，在旅行社收到我社发送确认件之日起，并且第一

时间核实信息内容无误及回传，如没有回传及电讯联系反馈，我社视为此笔交易为默认同意，同时在收到确认件起 2 个工作日将团

款付清我社指定账户，如在此期间没有收到此款或底单，我社有权取消此笔交易（机票、行程），对此造成损失我社一概不负责。

参考

酒店

沙美岛 参考酒店

Malibu garden resort https://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21834896.html

Samed sand sea https://www.choowap.com/cn/hotel/samed-sand-sea



White sand beach 或者 同级

◤签证须知◢

1. 请旅游者提前 15 个工作日申请办理护照，已有护照的请保证护照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且护照空白签证页在 3 页以上。持

新换 护照第一次出境的客人，必须携带旧护照，否则责任自负；0-18 周岁以下儿童需要提供出生证明或户口本索引页和

个人页。

2. 出境时请带好有效护照原件、2 寸白底彩照 2 张（免冠、不能戴眼镜）以备做签证使用。

3. 如因客人自身原因导致拒签、出入境受阻、误机等产生相关责任和费用由客人承担（如拒签后，做落地签费用等情况）。

◤费用包含◢

4. 往返国际机票及机建燃油税费。

5. 行程中所列餐食,正餐为中式团队餐（10 人一桌，餐标餐标八一汤)或西式餐（套餐或自助餐）或当地特色餐。

6. 行程中所列景点的首道门票（不含景区内的二道门票及个人消费）

◤费用不含◢

1. 即 2017 年 9 月 1 起，泰国泰中旅游同业商会最新政策，9 月 1 日进泰游客需付导游服务费 20 元/人/晚，机场领队现收；

2. 泰国落地签证费(450 元/人+30~50 元/人过关小费)，提前 8 个工作日送签收取 250 元/人（含过关小费，签证费用需在送

签之前必须汇至我社）；

3. 办理护照费用(200 元/人)；

4. 单房差；

5. 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

6. 过关需付小费一般为 30~50 元/人；

7. 国际惯例，建议客人需向当地支付小费，当地按摩师 50 泰铢，SPA 按摩师 50-100 泰铢，泛舟师傅 100 泰铢，骑象师 50

泰铢，酒店服务员小费 20 泰铢/晚。行程结束后导游会为司机、导游小弟会代替司机向客人争取 100-200 泰铢小费。

◤特别说明◢

1. 泰旅局规定：进泰的团队每位客人必须带 5000 人民币现金和全程机票以备泰国海关抽查。

2.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行程因航班、交通等有调整，请以地接社具体安排为准；如人数不足成团我社有权调整团期或境外拼

团处理。在不影响正常行程、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本社有对行程及景点游览顺序进行前后调整的权利。

3. 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天气、航空管制等)导致行程延误、滞留，我社不承担损失，相关费用以实际生为准，

由参团者本人承担，并当时当地支付。

4. 团队如出现单男单女，我司领队有权安排组合酒店房间住宿，客人不得有异议。

5. 12 岁以下的儿童及 60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需有直系亲属的陪同，旅游者必需在报名时如实说明个人真实健康状况，在旅游

过程中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患病旅游者和孕妇不得参团旅游，因游客故意隐瞒健康状况执意参团旅游或在旅

游过程中不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导致出现的任何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6. 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支付航空公司，游客一旦签订合同，机票不得改签和退票，否则将承担全额损失，

敬请谅解。

7. 旅途中客人不可以擅自脱团活动，否则请签离团书，脱团期间所产生的一切问题请自行承担，并付脱团费 1000 元/人/天。

8. 心脏疾病、高低血压患者、婴儿、孕妇不宜参团。65-80 周岁老人必须有家人陪同并签署《健康承诺书》方可报名。60-

69 周岁的客人不宜乘快艇过海岛；70 周岁及以上的老人，船家不提供快艇过海岛，只能安排坐大船去海岛（有些海岛无

大船前往，只能自愿放弃，不退任何费用）。

9. 境外酒店一般不具备一次性洗漱用品和拖鞋，烦请贵宾自行准备。另要清楚自己房间所处位置及酒店消防通道。如需单独

入住一间房间者需补交单房差。正确使用房间电器等设施.不要在室内吸烟（室内有感应器），违者重罚。

10. 如客人有特殊疾病等，请到医院开具医院可携带药品证明，谨防海关检查，无法出关。

11. 现东南亚各国均可使用银联卡,并且刷卡消费无手续费。

12. 请您确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方可报名参团。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行程中引起的疾



病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现有的保险公司责任险和意外险条款中，此种情况也列入保险公司的免赔

范围。旅行社并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无法判定游客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游客在旅行社签订

旅游合同，即视为游客已经了解本次旅行的辛苦程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只有您最了解本身的身体状况，如孕

妇，心脏疾病患者，高龄者，幼龄者，高低血压病患者，或任何不适合剧烈运动之疾病患者等。绝不适合参加任何水上活

动或浮潜或不适应于您个人体质之其它剧烈活动，如旅客隐瞒个人疾病或坚持参加任何活动而引致意外，一切后果旅客自

行负责。

13. 团队进行中若发生问题，请在团上及时将问题反应回国内，方便及时处理，若回团后再将情况告知，我社将难以处理，敬

请理解。

14. 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国内差新加

坡面积很小，团队用酒店紧张，房间一般都比较小，请客人谅解。

报名须知



1. 在旅游过程中，游客要慎重当团领队在机场开的说明会等注意事项通知，我社温馨提示请游客携带好自身护照、出入境卡、身份证等资

料，如不遵守，因此造成问题等损失我社该不责任。

2. 旅游者游览过程中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及现金并随身携带（注：价值 500 元以上的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说明会及游览

行程中领队、导游应提醒客人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但并没有代替旅游者看管贵重物品的责任。因此造成损失由客人自身承担，与我社

领队、导游无任何关系。

3. 旅游者由于自身原因出现未登机或者拒绝登机等一系列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及产生费用由个人承担，如旅游者过度维权造成的一切损失

及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个人承担。

4. 请游客报名时，仔细阅读备注说明，一经签字如同认同以上所有条款。

5. 旅游者产品预定：旅游者预定旅游产品以付款为准，没有付款的预订名额我社在通知旅游者之后可以给予取消。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

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旅游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旅游者有权要求旅游经营

者按照约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6. 参团、退团和转让合同说明：制作包价旅游产品，旅行社需提前付款预订包价旅游产品的各项组成资源，一经签合同确认参团后，不能

退团；如果退团，旅行社只能退还没有产生的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备注：包机航班一但确认如有退票，机票全损）；产品涉及的

所有航空公司机票，不得改名、签转、退票；旅游行程开始前，旅行社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拒绝旅游者将包价旅游合同中自身

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承担。

7. 旅游者的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的，有依法获得赔

偿的权利。

8.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9.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不得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干扰他人的旅游活动，不得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

10. 旅游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应当予

以配合。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11. 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团、脱团。入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内非法滞留，随团入境的旅游者不得擅

自分团、脱团。旅游者需要脱团时, 必须征询当团领队和导游的同意, 且必须签署个人脱团确认书及脱团免责书交予当团领队和导游保

存；脱团请特别小心自身安全，脱团后如有任何意外发生, 请第一时间拨打领队/导游电话或拨打泰国观光警察热线 1155 求助。旅游者

违反此规定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旅游者承担，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12. 投诉处理：请各位旅游者务必注意，如果在旅游目的遇到问题，请一定在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来询求解决办法，旅行社将在接

到电话后第一时间为您处理，重大问题无法在回团前处理完毕的，我社将在当地备案，回团后继续处理，如果旅游者在当地没有对接待

提出任何问题，回团后再产生投诉，旅行社将视为无理投诉并不再授理此类投诉；

13. 12 岁以下的儿童及 60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需有直系亲属的陪同，旅游者必需在报名时如实说明个人真实健康状况，在旅游过程中遵守旅

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患病旅游者和孕妇不得参团旅游，因游客故意隐瞒健康状况执意参团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不遵守旅游活动中

的安全警示规定导致出现的任何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14.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1) 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或经双方协商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包价旅游产品在签合同过程中明

确注明产品涉及包机或包位业务的，因航班不能按时起飞或降落，旅游者不同意变更合同并提出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只能退还没有

产生的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其余费用不退；同意变更合同的，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2) 合同没有明确注明包价旅游产品涉及包机或包位业务的，双方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

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合同变更的，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3) 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行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用，由旅行社与旅游者分担。

(4) 造成旅游者滞留的，旅行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增加的返程费用，由旅行社与旅游者

分担。

泰国旅游注意事项



1. 礼仪/守法：泰国是一个禁赌、禁毒的国家，请勿在车上及公共场所聚赌（任何纸牌游戏均不适合）或携带食用有涉及违法的物品，一

旦触犯泰国的法律，将由旅游者自行承担法律刑责；请遵守当地风俗习惯，泰国寺庙对服装要求较严格，不能穿无袖上衣、短裤、拖鞋

等；

2. 证件/照片：请旅游者出行时一定要携带本人有效期（回团当日起算）6 个月以上的护照和 2 张两寸白底免冠不带眼镜的 6 个月以内近

照照片，以备登机、通过边防和海关、办理签证及其它事务所使用；不遵守此条规定所导致的所有责任和损失旅行社不承担。

3. 出境携带现金：美金 5000 元或同等价值外币，人民币现金最高携带额 20000 元；如因携带过多货币被处罚或没收，旅行社不承担责

任。进入泰国请携带不低于 5000 元不高于 20000 元人民币现金，抽查到未携带足额现金或足额信用卡的，移民局有权拒绝你入境。不

遵守此条规定所导致的所有责任和损失旅行社不承担。

4. 气候：泰国地处热带，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25--33 度左右，紫外线较强，雨水较多，请游客自备个人常用药品、太阳眼镜、雨伞、夏

季衣物、防晒用品、泳衣裤等。

5. 饮食：东南亚饮食方面以酸甜辣为主，旅游者容易口味不符合，敬请旅游者入乡随俗或自备少量榨菜、香辣酱等调节口味；用自助餐

时，请吃多少拿多少，切勿浪费，因浪费被酒店罚款由旅游者自己承担罚款。

6. 货币使用：泰国货币中文称为“泰铢”，兑换当地货币可在国内银行兑换，也可到达当地后在当地国家机场、银行、导游处换汇，参考

汇率约为 1 元人民币=4.6 元泰铢，汇率由游客与兑换方自行协商处理，旅行社不负责协调。泰国部分旅游购物店可使用人民币及带有

银联标志的信用卡。

7. 时差：泰国与中国北京时间有 1 小时时差，泰国比北京时间慢 1 小时；行程所标航班时刻，起飞和到达时刻均为起飞地和到达地时间，

请各位旅游者注意换算起飞和降落时刻，不要耽误行程，因旅游者个人原因耽误行程的责任及损失由旅游者自行承担。

8. 通讯：开通了中国移动通讯全球通国际漫游的手机可以使用，具体开通业务和资费情况请咨询国内相关通讯公司；在国外使用 3G 网

络，流量费用昂贵，请旅游者出行前关闭 3G 网络。

9. 在境外往中国拨打电话：座机请拨 0086-区号-电话。例如打回济南：0086+531+（座机号码），如果拨打手机：0086+国内手机号；

10. 小费：境外多数国家有付小费的习惯，请旅游者准备一些小面值货币以备付小费所用，以免临时出现尴尬局面；特别提醒：根据惯例，

入境过关时请付 30 元人民币小费，入住酒店后请尽量在早晨出门时付 20 铢床头小费放于房间。

11. 用电：大部份酒店不需要转换插头，如需转换插头，可向酒店前台借用。

12. 东南亚各地均有时差，请注意按导游要求对好时间。

13. 出国旅游是无形的国民外交，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丢弃果皮等垃圾，非吸烟场所请勿吸

烟。

14. 在泰国进皇宫参观时，须较正式着装，不能穿露肩背心、短裤及拖鞋进入。

15. 泰国是佛教国家，人民非常尊重僧人和寺院，请注意导游的解说，听从导游安排，遵守寺内规定，切忌高声喧哗。

16. 约定上车时间请务必上车以免影响旅游行程，下车时记住公司名称、车身颜色及车号。旅途中请保持车内清洁，不要吸烟，随地吐痰，

乱扔果皮。车内冷气为不可调，请自备衣物，以免晚间受凉感冒。

17. 如迷失方向请在原地等候，导游、领队会来寻找。

18. 到达酒店等候分房时请保持安静。外出时请将钥匙交总台保管，带好酒店卡片。请勿在酒店房间内及走廊上大声喧哗，所洗衣物不要挂

在窗外最好挂在卫生间。退房时，请到总台将私人电话费、饮料小食品结清。

19. 泰国常年炎热，又喜吃酸辣食物，故习惯饮用冰水，酒店及餐厅均以冰水待客，客房内一般没有热茶水供应，另外也没有牙膏、牙刷及

拖鞋配给，饮食方面请特别注意卫生。

20. 旅游者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带一些生活用品及常备药。请自备牙膏、牙刷、拖鞋、游泳衣、太阳镜、防晒霜、香辣酱等。

21. 泰国枪械不受控制，为了安全起见，夜间不要单独行动，必须三五成群或由导游带路。

22. 在参加水上活动时，每位客人视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参加与否，安全第一！同时为避免商贩用低价骗客，待完后强行高价费引起争端，

请听从领队、导游的统一安排。

23. 在参加旅行期间，请最好不要携带贵重金银首饰，以免丢失造成不愉快。

24. 贵重物品及现金一定要随身携带或存放在酒店的保险箱里。上下车船或离店时应仔细检查、切勿遗忘，如有遗失后果自负。

25. 我公司按有关规定只为本社办理了旅行社责任险，客人意外险可按自愿原则另行自理；如客人办理了人身意外保险，在国外旅行途中如

有看病，请一定保留医院的病情诊断书、收据，待回国后由客人向有关保险公司索赔。

26. 过海关时请不要替陌生人带东西，以免夹带违禁物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7. 因泰国堵车严重，导游有权将游览项目先后顺序调整及餐厅更改，客人应给予理解和支持。

28. 进出各国移民局及海关检查时，请排队依次通过，听从领队安排，耐心等候团队汇合。

29. 请不要将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放在托运的行李箱内，否则丢失与旅行社无关！

30. 遵守当地的法律，不要与陌生人交往，不得做有辱于国格的事情，保守国家机密，不得带反动、色情音像制品或书籍。

【协议行程补充内容】



附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团，以诱骗或强迫购物的方式，组织旅游者到指定
旅游购物店，或安排另行付费的自费项目；但经双方协商或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人行程的除外。
● 旅游法释义条款规定：经双方协议安排购物和自费，必须向旅游者披露购物场所和自费项目真实情况，包括购物场
所名称、自费项目内容和价格，以及购物自费时长等，且在不得有前款所指诱骗情形下，与旅游者协商一致。
● 协议行程指应旅游者要求安排的议定行程。本协议行程应旅游者要求，可在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行程的情况下自愿
参加自费项目，并安排以下旅游购物店：

名称 营业产品 停留时间

皇家珠宝中心

主营：泰国红、蓝、黄、白宝石首饰，以及其它稀有有色宝石饰品。
兼营：珍珠、玛瑙、翡翠等饰品，以及银器、木雕、橡胶手工艺制品
等

约 120 分钟

皇家毒蛇研究中心
主营：具有提取毒蛇有效成分和精华的解毒丹、蛇油丸、风湿丸、蛇
胆丸、蛇鞭丸、蛇粉、调经丸、福寿液等 兼营：表演：人蛇大战 约 90 分钟

乳胶泰丝展馆中心 主营：乳胶、枕头、床垫、泰丝等制品 约 90 分钟

●

我本人已详细阅读了同旅游公司签订的旅游合同、本协议书等全部材料，充分理解并清楚知晓此次旅游的全部相关信

息，平等自愿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协议并确认：

1. 旅行社已就本次旅行的上述协议项目（或购物店）的特色，旅游者自愿参加购物的相关权益及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

的告知、提醒。经慎重考虑后，我自愿选择并参加上述协议项目（或购物店），此协议的签订过程旅行社并无强迫。

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自愿参加上述项目，并理性消费，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因旅行社不能控制原因无法安排的，

我对旅行社予以理解，双方互不追责。

2. 本人同意领队和导游在不减少旅游景点数量的前提下，为优化旅游体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3. 我自愿同意此协议为旅游合同的补充协议，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效力同旅游合同。

4. 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谨慎购买，所购买商品如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换（即使能退，要被店家扣刷卡费

5%+税 7-20%）。

团社（盖章）： 旅游者：（签名）：

电话： 电话：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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