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龙岛奇遇记
贵阳直飞普吉岛 4 晚 6 日游

【饕餮美食】：将军龙虾面、阿金傣泰式自助餐、泰式 BBQ、花谷料理

【奢华享受】：1晚当地五星酒店 +3 晚海边国际五星酒店

【泰式特色】：国际人妖秀、泰式精油 SPA 一小时

【精致体验】：★探秘莫肯人栖居地-神龙岛、果冻海+浮潜

★帆船出海私人岛屿——蓝钻珊瑚岛

★热带水果园＋骑大象+佛吉水舞

日期 行程安排 酒店安排

第一天

贵阳普吉 参考航班：AQ1201（22:05-00:30+1）
晚上贵阳国际机场集合搭乘国际班机直飞抵达泰国普吉，抵达后前往酒店休息。

普吉当地

五星酒店

早餐：无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第二天

热带水果园-骑大象-佛吉水舞-国际人妖秀

早餐后，参观【热带水果庄园】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令泰国这里拥有众多种类的果树，如

榴莲果树、山竹果树、红毛丹果树、莲雾果树、菠萝、柚子果树、番石榴果树等，让你大开眼

界，领略泰国水果风土民情文化，并可在园内享用时令热带水果等。【乘骑大象，探秘丛林】

乘座聪明绝顶的大象跋山涉水悠游在丛林之中，让您深刻感受大自然的洗礼。下午体验泰国最

大的泼水狂欢主题活动旅游景区【佛吉水舞】，普吉岛最大的泼水广场，体验宋干文化，参加

泼水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拜佛、浴佛、祈福、观赏泰国的传统舞蹈，全面了解泰国的泼水文

化，一定要去体验和参与泼水，去感受泰国泼水节给人们带来的开心和快乐。配有泼水衣服

（免费）、衣物保管（免费）、泼水瓢（免费）。

晚前往欣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国际人妖秀】（不低于 60 分钟），让您大开眼界！看看那些

比女人还要女人的人妖们，风情万种令人难忘的表演。

海边国际
五星酒店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花谷料理 晚餐：女神火锅

第三天

神龙岛一日游

早餐后，乘快艇前往【神龙岛】。为了保护这里自然环境，建立了泰国国家公园。上岛的

唯一交通工具就是坐船。这座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 54 平方英里，其中 80%都是在水中，因而

这里是潜水和浮潜爱好者的天堂，可以探索颜色艳丽的珊瑚礁还有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此

外，清澈的海湾，原始古朴的海滩，丛林里繁多的绿色植物和珍奇野生动植物，都是来到神龙

岛不可不去的地方。遥远、美丽、沙滩……想到这些关键词，还有什么理由不爱这个世外桃源

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浮潜】，一览海底世界丰富的鱼群，及五彩缤纷的珊瑚。下午返回

海边国际
五星酒店



码头，回到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

1、乘坐海上交通一定穿着救生衣，请不要坐在船头或在船舱中走动。游泳、潜水等运动，均存在危险。参与前

请根据自身条件，并充分参考当地旅游、海事部门及其它专业机构相关公告及建议后量力而行；

2、岛上因为当地条件限制因素，用餐环境和菜品有限，敬请游客理解！

3、神龙岛一日游行程前后顺序根据涨潮、退潮、人流船家来安排。

4、如果遇到当天下雨或者风太大时，则改为在内陆行程。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将军龙虾面

第四天

帆船蓝钻珊瑚岛-海龙寺-泰式精油 SPA 一小时

早餐后，今天您将独家拥有这样一个专属假期，搭乘坐豪华帆船向【蓝钻珊瑚岛】出发，作为

泰国国家一级保护区，其四周的海域是浮潜和潜水爱好者必去之地，优质的珊瑚可以和马尔代夫媲

美，仿佛置身地中海的海滩。四周的海水里聚集了成千上万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只要下到海中，他

们就围拢上来环绕在你的周围，够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哦，或者自费感受刺激好玩儿的香蕉

船、拖伞、玻璃船、深潜等刺激的海上娱乐项目…下午返回普吉岛，参观普吉香火最为鼎盛的

【海龙寺+四面佛】，膜拜有求必应的四面佛。这里常年香火鼎盛，皇室每年前来普吉时也会来

此祭拜。四面佛第一面求平安、第二面求事业、第三面求婚姻、第四面求金钱。烧一套香烛，

插一小束花在佛前，祈求神灵保佑。晚餐后，享受【泰式精油 SPA】（约 60 分钟），让您身心

得到全面的放松，享受舒筋活骨、养颜美容、消除疲劳之神奇疗效。

温馨提示：

1、每位游客乘坐长尾船或乘坐快艇时，必须穿救生衣，不要乘坐船头，听从导游安排，若不按规定乘坐，发生

意外身体伤害，旅行社只负责协助办理意外保险，旅行社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2、16 岁以下小孩考虑到孩子的生长问题，SPA 和按摩不招待！已在不占床费用中扣除，敬请了解！

海边国际

五星酒店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阿金傣泰式自助餐

第五天

珍宝苑-毒蛇研究中心-乳胶中心-赠送品尝燕窝-KINGPOWER 免税中心-送机

早餐后，参观【珍宝苑】。泰国是世界红蓝宝石的主产地之一, 您可在琳琅满目的珠宝中

心内选购自己中意且工艺精细的珠宝饰物；珠宝中心提供保证书及售后服务等双重保障。参观

【毒蛇研究中心】，毒蛇研究中心只在泰国、巴西、印度三地才有，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号称

蛇王的“金刚王眼镜蛇”，泰国皇家毒蛇中心对毒蛇上百年的专业研究，孕育出了闻名世界的

泰国蛇药。参观【乳胶中心】天然胶乳是一种乳白色的流动液体，外观像牛奶。天然乳胶是一

种生物合成产品，由于树种、地质、气候以及其他相关条件的不同，其成分和胶体结构会经常

出现巨大的差异。天然乳胶具有防螨防菌，促进睡眠，对人体有益的功效。不仅透气性好，而

且回弹力强，经久不变形。参观燕窝养生馆每人赠送品尝一碗燕窝。下午赠送前往普吉岛最大

的免税商城【KINGPOWER 免税中心】，选购世界知名品牌手表和皮包，各种一线品牌化妆品。

晚上乘机返回贵阳，挥别迷人的普吉岛，结束难忘的深情普吉之旅。

飞机上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 泰式风味餐 晚餐: 泰式 BBQ

第六天
普吉岛-贵阳 参考航班时间：AQ1202(01:30-06:55)

早上抵达贵阳，机场散团。
/



·旅游费用包含：
1、贵阳/普吉国际机票，团队经济舱，含机场建设税；

2、 1 晚普吉当地五星酒店，3 晚海边国际五星酒店；

3、境外旅游巴士及外籍司机；（根据团队人数，通常为 20-50 座）

4、行程中所列正餐；

5、行程表内所列各项旅游项目及门票；

6、泰国当地导游及领队服务费；

6、境外旅游人身意外险；

·旅游费用不包含：
1、半年以上有效期的因私护照；（回程日算起满 6 个月以上）

2、单人房差以及节假日期间各段地接、机票的涨幅及附加费用；单房差：1780 元/人（节假日除外）

3、旅游行程中的私人消费（如洗衣服、长途电话、收费电视等）

4、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5、脱团费 1000 元/人/天（购物当天脱团费 1500 元/人/天）。

6、免落地签费，不含境外通关小费 50 元/人、泰国当地服务小费。

7、航空保险、行李物品保管费或行礼超重费。

8、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

9、服务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儿童费用：
1、11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减 500 元/人，占床和成人同价；

2、11 岁-18 岁的学生必须占床，与成人同价；

3、儿童不能参加的项目费用不退。

·签证所需资料：
回程日算起有效期半年以上的因私护照原件

半年之内免冠 2 张 2 寸白底近照

海关条例：泰国海关规定每位入境游客身上要携带不少于 5000 元人民币或等值的现金货币才可以批准入境。

·参考酒店（以下酒店供参考，以实际安排为准）

普吉岛当地五星参考酒店（网评 4 钻酒店）

NAIYANG BEACH RESORT http://www.naiyangbeachresort.com/

PRINCESS SEAVIEW http://www.princessseaview.com/

THE PAR PHUKET http://www.theparphuket.com/

TINIDEE HOTEL http://www.tinideehotels.com/

secret cliff resort http://www.phuketsecretcliff.com/

SUPALAI RESORT https://www.supalaiphuket.com/

Ratana https://ratana-phuket.com/ratana-apart-hotel-rassada/

PHUKET SEA http://www.phuketsearesort.net

温馨

提示

1、因普吉资源有限，过岛所乘船只有可能与其他团队拼船，请谅解！

2、如遇下雨、海上风浪大等不可抗自然因素造成不能正常出海、封岛等，我社出于安全考虑，会调整行程

顺序或安排其他行程，团费不退，请您谅解！

3、接泰国国家海洋局通知，2 岁以上至 60 岁以下的游客，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可以正常出海，如有隐

瞒，后果自行承担；60-65 岁，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需在出团前由本人签署自愿出海免责协议，出海前

需再跟船家签署自愿出海协议。如未签协议，船家有权利按照相关规定，拒绝客人出海；65-70 岁以上老年

人及孕妇，船家有权利按照相关规定，拒绝客人出海。不能出海的客人，费用不退，且只能在码头或者酒店

休息等候，注意个人安全。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具体行程安排及进店时间,视实际情况,导游有权做调整!

http://www.naiyangbeachresort.com/
http://www.princessseaview.com/
http://www.tinideehotels.com/
http://www.phuketsecretcliff.com/
https://www.supalaiphuket.com/
https://ratana-phuket.com/ratana-apart-hotel-rassada/


The Trend Kamala Hotel http://www.thetrendkamala.com/

普吉岛海边国际五星参考酒店（网评 5 钻酒店）

Cape panwa https://www.capepanwa.com/
PULLMAN PHUKET PANWA http://www.pullmanphuketpanwa.com/
Coconut https://thevillage-coconutisland.com/
Angsana Laguna Phuket Hotel https://www.angsana.com/en/thailand/laguna-phuket
CROWNE PLAZA PHUKET https://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gb/en/phuket/phucr/hoteldetail
MAIKHAO PALM http://www.maikhaopalmbeachresort.com/
关于酒店：东南亚酒店没有挂星制度，任何非官方网站锁公布的酒店星际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

当地行业参考标准。如遇房满，我社将会为客人更换同级同质合约酒店，各酒店装修风格地理位置等或有不同，如与旅客预期不一，我社深

表歉意，敬请谅解。

泰国旅游须知及注意事项
1、当地官方语言为泰语与英语，部分华裔可以使用普通话。

2、泰国货币为泰铢，约 1:4.5 的汇率，即：100 元人民币兑换约 450 泰铢；

3、如果自行携带了很多电子产品，建议带一个接线板和一个万用插座（圆头的那种），普吉的电压为 220 伏特，插

头是两脚扁身的，要注意！（当地要找三脚转两脚的插头很不容易）。

4、泰国是热带国家，一般温度在 30 度左右或以上，请客人自行准备常用药品等，客人若购买了旅游意外保险，解

释权归保险公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作出。当客人有任何身体不适，我公司第一时间送贵宾前往医院，费用客人自行

垫付，医疗完成后保险公司按照条例对此作出解释。

5、国际航班，请提前 180 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6、泰式餐饮以酸，辣为主境外餐饮采用大众口味，如您有其他爱好，请自备本地口味佐餐小菜；

7、任何境外购物，请仔细辨别包装，请保留好单据。

8、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度假村是根据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及配套设施来定价，无

星级参考标准；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属于该网站自己标准。

9、行程内不含水上项目，水上项目包括：香蕉船， 降落伞、摩托艇、潜水、海底漫步等，除非特别申明包含外。

10、客人自愿放弃行程中任何包含项目，组团旅行社和地接旅行社均没有任何费用退出。因为组团旅行社和地接旅

行社已经将团体预定的协作费用拨付到第三协作方。

11、国外的景点不接受中国任何老人优惠证件的折扣或者特别优惠。

12、泰国是个习惯付小费的国家之一，以下是一些需要付小费的地方，供您参考：

精油 Spa 或泰式按摩：约 100 泰铢/人；泛舟：每艘艇 100 泰铢左右；

骑大象：约 100 泰铢/人；坐牛车：约 20-50 泰铢/人；

和人妖照相：每次 100-200 泰铢/人；行李小费：每间房 50 泰铢左右；

床头小费：每间房 20 泰铢-50 泰铢；旅游车司机和助手小费：200 泰铢左右。

13、普吉岛的宾馆酒店一般没有洗漱用具，请自带洗漱用具和拖鞋。

14、进入寺庙要脱鞋、不要穿着短衫、短裤进入。女性避免碰触僧侣；招呼时，双手合掌。头为神圣部位，不随便

摸别人的头。

15、特产：虾饼海产品、泰国面线、水果干、锡制品、橡胶、蛇药、宝石等。

16、泰国人相信每个人头上都有精灵，因此切记不可摸泰国人哪怕是小孩子的头。

17、泰国禁赌，即使在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18、公共场所中男女不可有太过亲密的举动，亦不要当众发脾气。

19、参加潜水等海上项目，注意人身安全，并做好防晒工作。

20、请自备密封袋或其它防水包装，以便您参加水上活动时保护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不受损坏。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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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源性中药材、转

基因生物材料等列入严禁携带或邮寄进境项目。

22、化妆品、烟和酒，最便宜的还是机场免税店，笔记本电脑最好报一下关，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现在不用报关，出

境单和入境单都请在飞机上填好。

23、旅游者参加打猎、潜水、漂流、滑水、滑雪、滑草、蹦极、跳伞、滑翔、乘热气球、骑马、骑象，赛车、攀岩、

水疗、水上飞机、水上摩托车等属于高风险性游乐项目的（不在常规保险范围之内，需要另外购买高风险保险），

http://www.thetrendkamala.com/


敬请旅游者务必在参加前充分了解项目的安全须知并确保身体状况能适应此类活动；如旅游者不具备较好的身体条

件及技能，可能会成身体伤害。均存在危险。参与前请根据自身条件，并充分参考当地海事部门及其它专业机构相

关公告及建议后量力而行。请您在下水游玩前密切注意当地海滩发布的公告及警示：红黄相间旗表示海面平静，适

宜游泳；黄旗表示海面有风浪，下水存在危险；红旗则表示海面风浪大，禁止下海。

24、乘船时或水上活动时，务必穿上救生衣，船开动行进当中，请勿走动。切勿将手或脚放置船边受伤。海边戏水，

切勿超过安全警戒的范围，我们必须再三声明，只有您最了解本身的身体状况，如心脏疾病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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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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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激性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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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中国海关将严查总价值超过 5000 元人民币的手表、包包、数码产品、化妆品等带入国内，如被查到，将以高

额税率征收产品关税，请游客在购买产品实谨慎考虑。

普吉旅游特别说明
1、签证所须资料：中国大陆籍护照原件（有效期 6个月以上、有足够空白页），2 张 2 寸白底免冠彩照机场交领队。

非中国大陆籍护照的游客，请自备签证及相关一切证件，如因证件或签证问题无法出入境，由客人自行负责。

2、关于飞机票：①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提前支付航空公司，游客一旦签订合同，机票不得改签

和退票，否则将承担机票的全额损失。②报名时，须提供护照扫描件或复印件（信息须清晰有效），以便我社出票

报关等使用。③飞机票为我社代订，因航空公司航班调整、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造成行程延期或取消等，由客

人自行承担，本社只协助安排。④行程内航班及时间仅作参考，飞机具体的抵离时间以实际的航班情况为准。以上

行程安排由于航班、签证，当地交通、天气以及其他特殊原因，旅行社有权在不减少旅游景点不降低服务标准的情

况下，对行程景点的游览顺序及出团日期进行适当调整。⑤各机场将严格执行行李托运规定，普吉团如机票所示，

每人可免费托运行李重量限额为 20KG；贵重物品、现金、证件、机票不要存放在行李箱内，请随身携带，并保管好

自己的行李，以免丢失或拿错行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3、海关条例：泰国海关规定每位入境游客身上要携带不少于 5000 元人民币或等值的现金货币才可以批准入境。

4、行程所列酒店双人标准间（空调、彩电、独卫），两人一房/每人一床，由导游及领队根据整团的情况统一调配，

夫妻团员可以在不影响总房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间房，但若全团出现单男单女的情况，导游及领队有权调配房

间，保留拆分夫妻团员房间的权利，若客人坚持己见须由客人支付所增加的房费（现付酒店前台）。

5、行程内的交通、住宿、景点门票均为提前付费采购，若游客因自身原因而未能游览则视为自愿放弃，或者因天

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游览项目调整或减少时，旅行社将不退还费用，敬请谅解。

6、行程中如遇特殊原因而导致团队无法用餐时，领队会在抵达前提前告知游客，并按标准进行整团退餐，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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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差一点，任何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不代表该酒店真实档次或星级。

7、自由活动期间，不提供导游、领队、交通、用餐等服务，请根据自身状况及需求自行安排，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证

件及随身物品，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注意人身安全。在此期间所发生的问题，由客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8、团体旅游是集体活动，集体出发、集体返回，请遵守时间，以免耽搁其他团友，任何人不得逾期或滞留不归。旅

途中游客不可擅自脱团，否则须支付离团费 1000 元/人/天（购物当天脱团费 1500 元/人/天），并请签离团书，

脱团期间产生一切后果自负。如因政变、罢工、水灾地震、交通意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行程天数及交通、餐食、

住宿等相关费用的增加，本社将依照《旅游法》相关规定、按实际发生的情况向游客收取费用。

9、因服务能力有限：1）本团报名年龄为 75 岁以下 60-75 岁者须有 60 岁以下的健康亲属陪同；2）患有心脏病.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孕妇，癌症、癫痫/小儿麻痹症，及有听力视力障碍者，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者，有精神疾病

无行为控制能力者，恕不能参团，望请谅解。3）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法定代理人

陪同出游，如代理人同意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独立参团旅游的，视为其法定代理人完全

理解并自愿接受合同内容及行程中的所有约定。

10、健康说明：本次为长途旅行，请游客在报名前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在充分了解旅途辛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

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行后方可报名参团。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途中

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旅行社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无法判定游客身体健康

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行，游客签订了旅游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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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征得专业医生的同意。友情说明：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参加本次旅行，根据



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后果，游客自行承担责任；②如在旅途中意外受伤，应及时

告知随团导游领队或者签约门市，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再根据保险公司理赔相关规定进行报销。

11、关于意见单：意见单是评定旅游接待质量的重要依据，请游客在游览行程完毕后，如实填写意见、建议或表扬

内容；如有接待质量问题或是争议，请在当地及时提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投诉。恕

不接受虚填、假填或者不填，以及逾期投诉而产生的后续争议，敬请谅解！

12、此产品 15 人以下（包含 15 人）提供普吉当地专职导游服务，16 人以上（包含 16 人）提供全程领队服务和普

吉当地专职导游服务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旅游补充协议
甲方（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和另付费项目需要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

响其它旅游者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中，本次旅行应旅游者（乙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

排乙方旅游购物场所和另付费项目，具体约定如下：

一、旅行社在安排的旅游线路（行程）中，未指定或未含有具体购物场所项目。

二、本人自愿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或纪念品）及游览行程中未安排的当地特色旅游项目，为丰富旅游活动，本人要求旅

行社在不影响其他旅游者游览的前提下，协助安排购物及另付费游览项目。

三、旅游活动期间，购物 3次，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购物点中文名 购物点销售内容 购物点停留时间

珠宝展示中心
拥有 ISO-9001 品质认证，欣赏闻名世界的泰国出产的

红蓝宝石。
约 90 分钟

毒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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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90 分钟

乳胶中心 天然橡胶、乳胶寝具 约 60 分钟

四、旅游活动期间，全程 0自费。

五、旅行社提示：旅行社已提醒旅游者，应当注意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不参加依照中

国法律不宜参加的活动等。购物项目均属个人消费行为，旅游者应谨慎购物；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选择另付费游览项

目。

六、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前提下执行。甲方或其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

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上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投

诉。

七、本协议约定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甲方承诺该购物场所售卖的产品不存在假冒伪劣商品。

八、本协议约定下甲方协助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地区差异、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商品价格不能保证与市场同类

产品价格一致，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慎选择购买。

九、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提出发票和购物凭证。

十、关于退换货

1、本协议约定下旅游者在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如旅游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有退换货要求（请

在购买时确认商品退换货要求和购物场所书面确认），需将在不损坏商品包装和质量的前提下，将商品和售卖单据交

由甲方，甲方有协助乙方退换货的责任和义务。

2、退换货的处理按购物场所的要求进行处理，甲方积极协助旅游者。

3、在已购买的商品退货过程中、根据不同商品及店家的要求，可能产品 20%-30%的退货手续费，请旅游者在购买是谨慎

选择购买，以免退货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本人已认真阅读了上述行程安排和内容，并自愿与旅行社签订本补充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附件，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

效力。如本补充协议与旅游合同和行程存在不一致，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游客签署：

旅游者： 旅行社：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