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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北京     

晚上 23:00 北京首都 T2 航站楼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厅集合（集合时间仅供参考，具体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二天  北京-吴哥   参考航班 ZA 458（0230-0615） 餐：早中晚  住宿：国际五星 

搭乘直航包机飞往柬埔寨暹粒。 

    飞行时间：约 4 小时 45 分钟 

抵达暹粒机场后，导游将在机场出口处举牌接机。 

07:30 早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08:30 前往【吴哥艺术学校】由柬埔寨教育司与法国政府合作，为保存吴哥窟古文明艺术传承而设立的吴哥艺术文化学院（游览时间

约３０分钟），在暹粒省专业国家中文导游的解说介绍下，让您了解整个吴哥王朝古文明艺术的来龙去脉！。吴哥【皇家公园】（参观时

间约 15 分钟）位于吴哥市中心, 公园里面特别神奇的是,大树上常年有巨大扁蝠高挂在树梢，彷佛相伴姐妹佛不舍离去，尤其是在清

晨或是傍晚，成千大扁蝠盘旋空中的景象，真叫人叹为观止。吴哥窟大型楠木很多，在这皇家公园中就可以观赏到许多百年以上的巨

木，公园中空气清新，为炎热的吴哥带来阵阵的绿意，接着参观【姐妹庙】（参观时间约 15 分钟），暹粒市最灵验的姐妹庙，也是当

地香火最旺的庙宇，帶著一份虔诚的心祈求，满怀吴哥的祝福。外观西哈努克老国王的【国王行宫】。 

行驶: 约 20 公里/约 25 分钟 

活动时间：约 2 小.时 

12:00 午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13:00 参观中国免税品集团旗下首家海外免税商场—CDF 中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吴哥免税店（游览时间约为 60 分钟），这是柬埔

寨的第一家市内免税品商场，引进全球顶级品牌，相信在游览了吴哥高棉古朴文化的同时，CDF 的 Shooping 热情会为此行增添不少

时尚元素！ 

14:00 避开中午的高温，回酒店午休。 

下午贴心的特别安排自由活动时间，您可以继续在酒店休息，也可以自由自在安排您的行程。 

（温馨提示：如外出游览，请您尽量结伴出行，并请您提前告知领队导游您的有效联系方式，自由活动期间，请您自行负责个人财产

及人身安全！）  

18:00 晚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19:30 回酒店休息 

第三天  吴哥                                            餐：早中晚     住宿：国际五星 

06:30 早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07:30 前往游览高棉王国古老的都城——大吴哥：【巴戎庙】（游览时间约为 40 分钟）（巴戎庙它位于吴哥通王城的正中央，这些

微笑的面容据说是加亚华曼七世与佛陀尊容的融合体。）【巴本宫】（游览时间约为 10 分钟）最不能错过的是墙上精美的巴本式风

格浮雕，浮雕内容和印度神话有关，也有一些高棉人的日常生活片段，细腻的雕刻跃然于眼前。参观加亚巴尔曼七世所遗留下来的建



筑群巴本宫，【斗象台】（游览时间约为 10 分钟）（斗象台规模很大，全是用巨石垒成的很大一片建筑，在过去是举行庆典仪式的

地方，也是皇族政要迎宾检阅的地方）。【十二生肖像】（游览时间约为 10 分钟）、游览【周萨神庙】（游览时间约为 15 分钟）（建

于公元 12 世纪初期索亚娃曼二世统治时期，由中国资助参与维修。）【达高神寺】（游览时间约为 15 分钟）（又名“茶膠寺”，寺

中供奉三大天神之湿婆神，旅客在此处可了解到所有遗址群的都是先堆后雕）. 古墓丽影的拍摄基地——【塔普伦寺】（游览时间约

为 50 分钟）（位于吴哥窟东部。始建于 12 世纪末，是贾亚瓦曼第七位国王为纪念他母亲而建造，不过现在塔普伦寺带给您更多的是

树抱石的那种奇观） 

行驶:  约 52 公里/约 90 分钟 

活动时间：约 2.小时 30 分钟 

12:30 午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13:30 避开中午的高温，回酒店午休。 

    活动时间：约 30 分钟 

14:30 前往参观木雕店（时间约为 60 分钟）参观【小吴哥寺】（游览时间约为 100 分钟）也叫吴哥窟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度的泰姬

玛哈陵、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建筑奇观） 

行驶: 约 25 公里/约 45 分钟 

活动时间：约 2.小时 40 分钟 

18:30 晚餐（已包含）晚餐享用柬埔寨特色歌舞自助餐。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19:00 回酒店休息  

第四天  吴哥                                         餐：早中   住宿：国际五星 

06:30 早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07:30 前往参观【女王宫】（班蒂斯蕾 Banteay Srei）（游览时间约为 60 分钟）有“东方蒙娜丽莎”之美誉 ，位于柬埔寨暹粒省，距

吴哥城约 25 公里，是柬埔寨三大圣庙之一，被誉为“吴哥古迹中的明珠”。供奉着婆罗门教三大天神之一的湿婆。建于 967 年，于

1002 年完成。该寺是古代高棉雕塑的最精华作品之一，为红色砂岩修建而成，寺院前的神道长约 67 米，建筑主体区域面积大约为 500

平方米。该寺以朱色砂岩构成，充满精致的浮雕，有“吴哥艺术宝石”之称。女王宫以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浮雕著称于世，是吴哥古

迹中风格最独特和最精致的建筑群之一。参观乳胶店（时间约为 60 分钟） 

行驶: 约 110 公里/约 2 小时 

活动时间：约 2 小时 

12:30 午餐（已包含） 

    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13:30 避开中午的高温，回酒店午休。 

    活动时间：约 30 分钟 

14:30【圣剑寺】（游览时间约为 40 分钟）（传说中，高棉国王接受父亲赠送的宝剑，并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葬庙中，这就是圣剑寺最简

单的来历）【蟠蛇水池】（游览时间约为 30 分钟）（人民对神赋予十足的信任、崇拜，因为他们的精神在那里，所以蟠蛇水池的圣水是

可以洗去人们身上一切病痛的）。参观丝绸店（时间约为 60 分钟） 

行驶: 约 48 公里/约 1 小时 15 分钟 

活动时间：约 2 小时 10 分钟 

17:30 晚餐（敬请自理）景区附近试用餐，餐费自理（导游推荐餐厅） 

18:30 回酒店休息 

第五天  吴哥-北京 参考航班 ZA457(1940-0115+1)       餐：早      

上午自由活动，上午可以享受舒适的酒店，如果您想不虚此行，可以参加推荐的自费项目： 

（温馨提示：如外出游览，请您尽量结伴出行，并请您提前告知领队导游您的有效联系方式，自由活动期间，请您自行负责个人财产

及人身安全！）  

洞里萨湖游船+柬式按摩+柬式风味特色餐*2，   85 美元/人  

【洞里萨湖】乘车（30KM 大概行车时间半小时）前往洞里萨湖，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是东南亚第一大淡水内



陆湖，千百年来滋养着湖畔上勤劳勇敢的柬埔寨人民。然而有一群逐水而居的高棉人，几世纪以来家就浮在湖水上。不管水位多高多

低、湖面多大多小，这个湖仍是他们 生活的全部，灿烂的笑脸与宽阔的湖面一同绽放在那神秘的国度里 

【柬式传统按摩】柬式传统按摩起源于吴哥王朝宫廷。主要手法有 捏.拽.揉.按.摸.抻.拉，能缓解您一天游览的腰酸背痛的压力，促进全

身血液循环，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 

12:00 之前退房 

14:00 酒店大堂集合去享用美味的五星级酒店下午茶。参观珠宝店或厨具店（时间约为 90 分钟）  

行驶: 约 10 公里/约 20 分钟 

    活动时间：约 2 小时 

17:00 乘车前往暹粒国际机场，办理值机手续 

19:40 由暹粒乘机返回北京，结束愉快的柬埔寨之旅！ 

飞行时间：约 4 小时 35 分钟 

 

费用包含：                       费用不包含： 

 

 

 

 

 

 

 

自由活动期间，当地可游览的项目简介： 

【吴哥日出】对于喜欢收集每个地方的日出的人们来说，吴哥日出是柬埔寨之行不能错过的，当太阳在人们的期待中终于从吴哥窟东

方的热带丛林中冉冉升起，只见阳光撕裂肉眼眼前的景象变得异常神秘。  

（提示：气候会影响到日出的观赏）                        

【崩密列】崩密列是一座小吴哥窟式的寺庙，名字的意思是“荷花池”。这座寺庙距离吴哥古迹群以东 40 公里，不属于常规的吴哥景

区范围内，所以一般的旅游团行程中很少会包括这个景点，因为确实有些太荒僻了，前期缺乏管理。所以很多浮雕和塑像已被掠夺，

但寺庙的神秘气氛仍旧在森林深处弥漫。与已修缮过的小吴哥相比，它并未被恢复原貌，仍保持着被发现时的模样。 

【洞里萨湖】乘车（30KM 大概行车时间半小时）前往洞里萨湖，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是东南亚第一大淡水内

陆湖，千百年来滋养着湖畔上勤劳勇敢的柬埔寨人民。然而有一群逐水而居的高棉人，几世纪以来家就浮在湖水上。不管水位多高多

低、湖面多大多小，这个湖仍是他们 生活的全部，灿烂的笑脸与宽阔的湖面一同绽放在那神秘的国度里 

【柬式传统按摩】柬式传统按摩起源于吴哥王朝宫廷。主要手法有 捏.拽.揉.按.摸.抻.拉，能缓解您一天游览的腰酸背痛的压力，促进

全身血液循环，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 

【吴哥微笑光影秀】是东南亚第一部全方位展示吴哥王朝的大型歌舞史诗，由 2008 年中国奥运会闭幕式导演团队携手柬埔寨国家文

化部资深专家组，精心打造.  演绎了吴哥文化的起源，吴哥城的诞生，战乱的爆发，人民的奋起，国家的兴盛~~ 

参考价格： 
打包 1：洞里萨湖游船+柬式按摩+柬式风味特色餐*2，   85 美元/人  

打包 2：洞里萨湖游船+柬式按摩+吴哥微笑大型表演（A 座且含自助晚餐）+柬式风味特色餐*2， 110 美元/人  

打包 3：崩密列+洞里萨湖游船+柬式按摩+柬式风味特色餐*2，115 美元/人  

打包 4：（吴哥-金边）往返大巴+金边 1 晚四星住宿+金边大皇宫+金边塔仔山+柬式风味特色餐*2，175 美元/人  

（打包 4，需 16 人以上的全团一致参加，才享受此价格）  

 

预定限制：   

★注意：2 周岁以下婴儿收费 500 元(不含签证费）；2-12 周岁儿童默认不占床比成人+200 元，占床 3 晚 5 天比成人+600

元，占床 4 晚 6 天比成人+900 元；12 岁-18 岁必须占床，价格同上. 儿童均无法退减吴哥窟门票差价，买票时

请出示护照原件，敬请留意。 

★ 往返经济舱机票； ★ 全程国际五星级酒店双人间; 

★ 行程内景点门票;      ★ 优秀中文导游; 

★ 空调旅游车;        

★ 境外司机导游服务费； 

★ 一日三餐(行程内所备注的用餐) 早餐为酒店内自助早餐, 

  正餐 8-10 人围桌,8 菜 1 汤; 

★ 个人护照工本费；     ★ 旅游意外保险 

★ 柬埔寨旅游签证费用;（落地签费及 VIP 快速通关费总计

260 元/人） 

★五星酒店晚宴：团队逢 12 月 24、25 日圣诞晚宴、12 月

31 日、1 月 1 日元旦晚宴。（酒店前台现付） 

★  个人消费、行程以外的景点门票；医疗费以及交通延 

   阻罢工及其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年龄限制：出于安全考虑，18 岁以下未成年人至少需要一名成年旅客陪同。75 周岁以上老人至少需要一名 70 岁以下家属陪同，70

岁以上的客人请组团社和客人索要健康证明并填写免责协议，同时告知客人自行购买 SOS 国际救援险。 

★人群限制：出于安全考虑，本产品不接受孕妇预定，如隐瞒或执意参团出现任何问题将自行负责，敬请谅解。 

★单房差：本产品可拼房，报价是按照 2 成人入住 1 间房计算的价格，如您的订单产生单方，将安排您与其他同性客人拼房入住，如

您要求享受单房，请支付单人房差费用，如出现单男、单女不同意拼房或无法拼住的客人请另付单房差，出境领队如无法与客人拼住

也需付单房差，如您为一位成人携带一位儿童出行，则儿童必须占床。 

本产品可以尝试申请 3 人间或加床服务，如您需 3 成人入住 1 间房，在预定时备注，后续是否可以安排以及相关费用以员工回复为准 

（温馨提示：当地酒店面积小，加床可能会引起您的不便，敬请谅解） 

预定说明：   

★请您在预订时务必提供准确、完整的信息（姓名、性别、证件号码、国籍、联系方式、是否成人或儿童等），以免产生预订错误，影

响出行。如因客人提供错误个人信息而造成损失，应由客人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凡持公务护照，请让客人自行到外事办公室或相关部门开具出国申请表或相关出国证明。 

★如因意外事件及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航空公司运力调配、航权审核、机场临时关闭、天气原因、航空管制等，导致航班取消

或延期的，旅行社将尽最大努力协助您办理变更事宜，如产生差价，多退少补 

★出游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景点未能正常游玩，导游经与客人协商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取消或更换该景点，或由导游在现场

按旅游产品中的门票价退还费用，退费不以景区挂牌价为准，敬请谅解。 

★赠送项目，景区有权依自身承载能力以及天气因素等原因决定是否提供，客人亦可有权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 

★组团社请务必给客人开行前说明会，及时给客人提供出团注意事项。 

机票为团队票，一旦出票就不得签转、不得更改、不得改期或退票。 

★当地服务人员提供房间打扫、行李等服务建议付 5-10 元人民币或 1 美金小费。 

★如贵社有客人持非中国籍护照，请一定核实客人所做的中国签证是否为多次往返，否则将无法正常返回中国。 

非中国大陆客人附加费： 

1、港澳台护照客人需加收附加费用 400 元/人，请下单时确认客人户籍。 

2、外籍护照客人需加收附加费 800 元/人，请下单时确认国籍。 

★请自愿购买个人旅行意外伤害保险（30RMB/人），该保险是不包含的，如不购买纯属个人放弃； 

★游客应确保身体健康，能够顺利完成旅游活动； 

★请组团社给客人购买旅游意外伤害险，70 周岁以上老人请组团社和客人索要健康证明并填写免责协议，同时告知客人自行购买 SOS

国际救援险。★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社沟通，以免给双方带来不便，谢谢您的支持！ 

产品说明：   

★下单后清您耐心等待是否成团的通知，您也可以选择已成团的班期或产品预订，以确保行程。宣布成团前，旅游者和出境社取消订

单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宣布成团后，旅游者和出境社取消订单的，按照旅游合同约定各自承担违约责任。 

★我司将最晚在出行前 1 天向您发送《出团通知书》，如未收到请及时联系旅行社工作人员。 

★本线路在不影响您行程的情况下，如有入住其他不同酒店客人的接送事宜，当地司导人员会根据团队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敬请

理解，配合。 

出行须知：   

★旅游团队用餐，旅行社按承诺标准确保餐饮卫生及餐食数量，但不同地区餐食口味有差异，不一定满足游客口味需求，敬请见谅。 

旅游团队用餐，旅行社按承诺标准确保餐饮卫生及餐食数量，但不同地区餐食口味有差异，不一定满足游客口味需求，敬请见谅。 

★本行程在实际游览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车辆和导游为您服务，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以上行程仅为日常参考行程，可能会由于航班或交通有所调整，具体行程以最后出团通知为准，本产品行程实际出行中，在不减少

景点且征得客人同意的前提下，导游、司机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调整景点游览顺序、变更集

合时间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旅行社保留对出团日期、线路等做适当调整的权力。 

★因当地经济条件有限，交通、酒店服务及设施、餐饮等方面与发达城市相比会有一定的差距，敬请谅解。 



★请在导游约定的时间到达上车地点集合，切勿迟到，以免耽误其他游客行程。若因迟到导致无法随车游览，责任自负，敬请谅解。 

★本产品线路行程包含购物店，进店顺序以及时间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做调整。行程也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请知悉！ 

请配合团进团出，无强制购物，购物时请您务必谨慎，请在付款前仔细查验，确保商品完好无损、配件齐全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证书，

明确了解商品售后服务流程。购买后请妥善保管相关票据。 

★团队行程如果是由领队负责所有的机票及护照的，故出发前护照机票将不配送客人，由领队直接带至机场并帮您统一办理值机手续。 

★为了不耽误您的行程，请您在国际航班起飞前 18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登机＆出入境相关手续。 

★目的地可能有部分私人经营的娱乐、消费场所，此类组织多数无合法经营资质，存在各种隐患。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考虑，提醒您，

谨慎消费。 

★根据《旅游法》规定，旅行者不得脱团，如擅自脱团、离团、滞留等，旅行社将向公安机关、旅游主管部门、我国驻外机构报告，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旅游者承担。另外离团期间地接将还会收取一定的离团费用，1200 元/人/天（不足 1 天按照 1 天计） 

出行指南及法规：   

★《柬埔寨出行指南》（仅供参考） 

★禁忌提示：请尊重当地的饮食习惯、习俗禁忌、宗教礼仪等，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的民风民情。 

★在您预订及出游过程中，我们请您特别关注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发布的安全提醒（ http://cs.mfa.gov.cn/gyls/lsgz/lsyj/）和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的出行提示（https://www.mct.gov.cn/ggfw/cxts/），携手一起关注，共筑旅行安全。 

★为了您人身、财产的安全，请您避免在公开场合暴露贵重物品及大量现金。上街时需时刻看管好首饰、相机等随身物品。 

★游泳、漂流、潜水、滑雪、溜冰、戏雪、冲浪、探险、热气球、高山索道等活动项目，均存在危险。参与前请根据自身条件，并充

分参考当地相关部门及其它专业机构的相关公告和建议后量力而行。 

★为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及旅游文明公约，使您的旅程顺利圆满完成，特制定《参团须知及安全风险提示告知书》，请您认真阅读并切实

遵守。 

★请务必仔细阅读关于 《国际航班手提行李规定》。 

★为确保锂电池的安全运输，避免发生不安全事件，我们友情提醒您，民航局将对旅客携带锂电池乘机进行严格检查。详情请参考 民

航局关于旅客行李中携带“锂电池、充电宝”乘机规定的公告。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颁布的 2010 年第 54 号、2016 年第 19 号、2016 年第 25 号令，进境公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 5000 元以内（含

5000 元）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的基础上，允许其在口岸进境免税店增加一定数量的免税购物额，连同境外免税购物额总计不超过 8000

元人民币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但烟草制品、酒精制品等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商品不在免税范围内，敬请知晓。详情请 点击。 

★根据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将燕窝、新鲜水果、蔬菜、动物源性、转

基因生物材料等列入严禁携带或邮寄进境项目，敬请知晓。 

★请您严格遵守境外旅游目的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切勿从事象牙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交易或携带相关物品，避免因触犯法律

损害自身利益。 

签证所需材料：   

★请您在确定团队成团后提供以下资料： 

1、护照首页扫描件及护照原件 ； 

2、护照有效期必须是行程结束后至少有 6 个月有效期 ； 

3、不接受 6 个月内有旅游目的地国家拒签记录的护照； 

4、至少留有 2 页空白签证页，不含备注页； 

5、2 张 2 寸（3.5cm*4.5cm）白底证件彩照 

自愿购物补充协议 

1. 为提升我社服务水平，满足您要求的购物需求，双方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2. 因不可抗力或无法预见的情况导致行程变更或人数太少等原因无法安排时，请您谅解，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http://cs.mfa.gov.cn/gyls/lsgz/lsyj/
https://www.mct.gov.cn/ggfw/cxts/
http://vacations.ctrip.com/notes/670.html
http://vacations.ctrip.com/notes/4926.html
http://vacations.ctrip.com/notes/4926.html
http://vacations.ctrip.com/notes/4941.html


3. 您应严格遵守导游告知的购物时间，以免延误行程或影响其他客人按时活动。 

4. 我方承诺免费提供前往约定购物场所的交通和陪同服务（但因您超时或其他原因产生的费用或遗漏行程，由您自

身承担）。 

5. 特别提醒您谨慎购物、理性消费，是否购物消费由您自己选择决定。您在约定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若非质量问题，

我社不承担责任。 

6. 所购商品确有质量问题，您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 30 天内与我方联系退换（食品、药品及已拆装使用后的商品

除外），客人在购物店中购买的产品无质量问题要求退货，购物店将扣除相应手续费，请须知。 

7. 请您注意当地及我国法律针对物品种类、物品数量、关税、退税、信用卡等方面相关规定，有疑问时请咨询接待

导游或相关人员，因您自身原因产生的问题我社不承担责任。 

8. 由于当地购物店的各导购介绍商品方式和用时各异，购物店标明的进店时长仅为参考时长。如因团中的客人购物，

挑选，议价等原因，在购物店时间可能超出规定时间请大家谅解。 

9.我同意《购物补充协议》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行社：                                      旅游者： 

                                                   日 期：  

地点 场所名称 商品特色 停留时间 

吴哥 木雕店 木制品 约 60 分钟 

吴哥 乳胶店 乳胶 枕头，床垫 约 60 分钟 

吴哥 宝石店或厨具店 红宝石、蓝宝石、玉饰等或厨具等 约 90 分钟 

吴哥 丝绸店 衣服、围巾等 约 6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