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马·波德申超值七日游
重要提示：

★客人出行，护照是非常重要的，请务必一定随身带好护照，如因客人自身原因导致护照遗失，后

续服务不能正常进行费用不退，其他产生的额外费用，需客人自行承担***

★请游客在报名时，检查护照有效期需在回国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才能出行！！！

★请游客在报名时，提供近半年的2寸白底照片，在照片背面用铅笔或圆珠笔写上自己的名字，避

免发生问题，导致签证出错无法出行！！！

第一天 贵阳-国内（重庆/云南/广州/广西） 参考航班时间：
17:00 左右

贵宾请于指定时间于指定地点集合，专业领队带领下乘飞机前往国内中转地，之后入住酒店。（此晚住宿由航空公司赠送，条

件有限，为当地民宿，一切以航空公司安排为准。）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自理

第二天 国内-吉隆坡 参考航班时间： 10:25 左右

早上指定时间集合，后前往国际机场，乘大型客机往吉隆坡，导游接团后我们乘车前往花园城市——新加坡。后前往酒店入

住休息。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团餐

住宿 新加坡 81 飞龙

第三天 新加坡+波德申

早餐后，前往游览著名的鱼尾狮公园『约 20 分钟』，鱼尾狮像就坐落于新加坡河畔，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公园周围地带

的其他新加坡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共约 45 分钟』：政府大厦、高等法院、维多利亚剧院、国会大厦、伊丽莎白公园、莱佛士铜像等

等的市区观光，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耗资 5 亿 9600 万元建造的滨海艺术中心，新加坡导游接团后首先前往新加坡圣淘沙

岛：名胜世界娱乐城（约 60 分钟），其占地 49 公顷，集娱乐、休闲、住宿、美食、购物于一体。【节庆大道】更带给您无与伦比

的旅游体验。后前往免税店 DFS『约 30 分钟』选购各式各样的免税商品。让你感染到文化艺术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车游牛车水，当

年华人下南洋来到新加坡的集居地，在这里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式建筑，接下来就让导游带着大家前往百货批发中心『约 60 分钟』，

精心选购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品。之后再前往珠宝加工厂『约 60 分钟』，了解新加坡最先进的珠宝加工过程，其后可在珠宝展示厅自

由参观选购各式各样的珠宝及钻石精品。下午我们将暂别美丽的新加坡，经长达 10375 公尺的新柔长堤来到对岸马来西亚关口城市

--新山过关，沿高速公路驱车前往有马来西亚黄金海岸之称的海滨度假区--波德申，沿途可欣赏绵长的黄金沙滩。晚入住酒店，尽

赏海天一色的海峡风光。趁夜色尚未降临静静欣赏壮观的落日红霞。这个美妙的世外桃源给你的独特感受，就从这一刻定格了！

早餐：团餐 午餐：团队桌餐 晚餐：团队桌餐

住宿 波德申当地三星



第四天 波德申-吉隆坡-云顶

早餐后，你可以在酒店内自由活动，欣赏海边日出，感受海水和沙滩的魅力。也可以选择参加包罗万象的【离岛游】（费用

自理，450 元/人）：首先我们来到波德申最著名的海湾【绿湖湾】乘船出海。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繁忙与喧闹，只有洁白的沙滩和蔚

蓝的海水；船儿靠港停泊散发着悠闲的气息，垂钓者轻松地甩着钓竿，海边人们不紧不慢地散步，孩子在水中嬉戏，无不透着波德

申无法阻挡的魅力。【乘船出海】『60m』是我们安排的重点内容。出海船只将带您环岛游览马六甲海峡，带您远眺灯塔，游览红

树林，您可以尽享在海上钓鱼的乐趣，还可以尝试一下【笼中捉蟹】，出海前渔民们已经在大海放下竹笼，等我们水上巡礼之后再

来检查是否已抓到笼中蟹！运气好的话，垂涎欲滴的团友们还可以拎着斩获的战利品，让好心的船家加工，凑齐一桌美味可口的海

鲜大餐。海滩尽头的拉查杜岬峭壁高出海面 100 多米，下面翠湖村石岬突入海中，海底珊瑚礁光怪陆离。我们可在此附近【浮潜】

戏水（含救生衣+浮潜用具）。于碧海蓝天与鱼群同乐这里原始风光景色迷人，还有看海底鱼群的乐趣！陆岬之上有一座 16 世纪葡

萄牙人建造的【灯塔】，可以俯瞰马六甲海峡。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整个波德申镇及远在马六甲海峡外的苏门答腊之轮廓。出海回

到绿湖湾海滩，船家将安排各种水上活动：如香蕉船、水上摩托艇，让你感受刺激新奇的海上之旅。温馨提示不参加离岛游午餐请

自理。结束了波德申浪漫海峡之旅后，我们驱车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尔后来到巧克力展示馆（CHOCOLATE GALARY）『约 60

分钟』，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一定会让你垂涎欲滴，您可以先免费品尝再选购自己喜欢的口味。后赴皇家雪兰莪锡蜡博物馆『30 分钟』

参观马来三大国宝东革阿里、燕窝、锡器之一的皇家锡器制作工艺。马来锡文化经过几百年逐渐形成，制作工艺源自英国，一直是

马来西亚著名传统手工艺的杰出代表。优质白锡制成品更以极高的品质具有可观收藏价值。参观完了锡器制作工艺，我们接下来乘

车前往颇为壮观。之后参观翡恒国际珠宝展示中心（MBS JEWELRY SDN BHD）『约 60 分钟』 之后前往马来西亚著名的云顶高原。

云顶高原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在这里可以饱览云海变幻莫测的奇观，晴空万里时，视野辽阔，这里有马来西亚唯一合法

的云顶赌场，但穆斯林教徒不准入内，即使进入赌场也不能够下注。观光游客如去赌场，年龄未满 21 岁要出示护照。参观完了之后

晚上入住吉隆坡。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团队桌餐

住宿 吉隆坡当地三星

第五天 吉隆坡

早餐后，来到吉隆坡进行市区游览。首先来到北部特色黑风洞（Batu Caves）『30 分钟』：是印度教圣地。原是被热带林

所覆盖的石灰岩山，100 多年前被探险家发现，洞中开阔高大，无数巨型钟乳石柱由洞顶垂吊而下，颇为壮观。随后参观乳胶店『约

30 分钟』、翡恒国际珠宝展示中心（MBS JEWELRY SDN BHD）『约 60 分钟』 ,及家乐康土特产店（GALAXY EXPERTS SDN BHD）『约

45 分钟』。午餐后，周边筑有皇宫、【首相府】、首相故宫、行政中心、财政部等等重要的机构。之后来到有如童话般建筑的国

家皇宫『10 分钟』，您可在皇宫门外与身穿传统马来服装的警卫合照；接下来是英雄纪念碑『20 分钟』，闻名世界的双峰塔广场

（外观拍照）『15 分钟』国家博物馆+马来高脚屋（外观拍照）（约 45 分钟）。随后前往参观举世闻名的独立广场『90 分钟』, 1957

年 8 月 31 日午夜，英国国旗在此降下，马来西亚国旗首次升起。广场的南端有一个 95 米高的旗杆，是世界上最高的旗杆之一。



此后，每年 8月 31 日的国庆游行在此举行。广场周围是许多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如最高法院以及最新的吉隆坡城市规划艺术馆。晚

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 午餐：团队桌餐 晚餐：团队桌餐

住宿 吉隆坡当地三星
第六天 吉隆坡-国内 （重庆/云南/广州/广西） 参考航班时间： 15:30 左右

早餐前往参观未来环保无烟城市－－【太子城】（约 45 分钟），感受到马来亚政府如何不花一分钱而能够在森林开发区建出

的未来马国行政电子中心。，中餐后前往机场办理登机返回国内，入住酒店。(此晚住宿由航空公司赠送，条件有限，为当地民宿，

一切以航空公司安排为准。)

早餐：酒店 午餐：团队桌餐 /打包 晚餐：自理

第七天 国内-贵阳 参考航班时间： 08:20 左右

早上前往机场办理登机返回当地，结束愉快的旅途。

早餐：自理 午餐：无 晚餐：无

备注：导游有调整行程安排的权利，但不会减少行程中任何一个景点项目.马来西亚入境需随身携

带现金5000元。

费用包含：

●国内国际来回航段全程使用经济舱、行程表所列航程的机场税、燃油费；

●行程标示酒店住宿 2 人 1 间房；我公司不承诺夫妻用房，团队如遇单男单女，请配合领队调整用房或加床处

理或酒店有房的情况下自补单房差：

●行程标示交通费（用车、油费、过路费）；

●行程标示用餐费；

●行程标示景点观光、门票费用；

●当地专业导游，贵阳起止专业持证领队。

●旅游意外险

费用不含：

●办理护照费用

●离团费及行程外之自费节目及私人所产生的个人费用等
●航空公司临时加收的燃油附加费
●不含马来西亚酒店旅游税 10 令吉/晚/间起（以实际住的酒店收取为准）现付给酒店。
10 令吉=约 17 人民币

●不含杂费 580 元/人

●12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800 元/人，12 岁-18 岁必须占床加 1200 元/人（含 2001 年-2007 年，按

年份），单房差 1800 元/人，老人 59 岁（1959 年以上含 1959 年，按年份）以上的加收 300 元/人

（因为考虑到客人出行安全 75 岁以上的老人（包含 75 岁）本公司不予接待，谢谢理解！）

● 新加坡自费推荐：游船河（￥200/人），波德申离岛游（450 元/人）

●儿童不占床，不含早餐

特别说明 ：



新加坡为团队签证，马来西亚为个签，任何签证均有被领馆拒签的情况，如被拒签，则要收取实

际产生的所有项的损失。

●新加坡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依其国情，酒店通常面积较小，行程中所用酒店面积及床亦较较小，

敬请了解;马来西亚云顶第一世界贵为世界最大酒店，建在高原之上，大堂气派，配套丰富，新马

物价较高，常用团餐为围桌，新段正餐标准为 30 元人民币/人, 马段正餐标准为 20 元人民币/人,

按当地汇率，用餐标准不高，条件有限，且有口味差异，建议带少量辣椒酱或榨菜佐食。

●本行程非无购物团，行程中购物店会占用行程时间，行程较为紧张，请各位游客务必遵守集合时

间，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或投诉，请务必了解本次线路再行报名。国庆机位紧张，请付全款方可

留位，谢谢。

签证资料为：

护照原件（须 6 个月以上有效期及足够的签证空白页）、近期 3 个月 2张 2寸白底彩色标准

照；请提前 10天提供资料，身份证复印件。

马签：
1.16 岁以下小孩，跟父母一起去的请绑在一起，要求出生证和户口本整本复印件，2.跟亲戚

一起去的，需要父母写委托信签名和户口本复印件。3.小孩单独去的，父母要写同意书签名，

说明允许小孩单独前往马来西亚，并签署好委托协议 4，小孩子护照相片跟近期的相片差别太

大请在相片背面签名。

备注：现马领馆要求很严格，照片必须符合规格的两张彩色白底两寸，必须两张！如因照片

问题被拒签担误行程，请客人自行处理一切费用！（含新增签证费用）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

任和损失！

2、地接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有权调整景点游览顺序；地接在保证入住酒店星级不降低的

情况下，有权根据各酒店房态做入住酒店顺序调整；3、所有的团队或个人，对此次行程是否

满意必须在离境前签订质量表，如有投诉请在离境前和旅行社做好沟通协调，一切投诉均在

境外处理完毕，一旦回国后，不再接受投诉事宜！

温馨提示：
1.在新马，车辆都是靠左行驶的，这点与中国刚好相反，请游客务必注意，在过马路时一定要留意车辆的行驶方向，不
要弄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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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境外购买东西时请您务必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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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后妥善保管相关票据。
4.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出行相关费用恕无法退还。
5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在泰新马各大商场均能使用。建议团友出团时携带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除了使用安全外，汇率
比使用现金更有优惠。
6烟草制品、酒精制品、照相机、摄像机等 20 种商品不在免税范围内，敬请知晓。
7 游客在新加坡必须随时保持环境卫生，随地吐痰、弃物要被罚款 1000 新币；在冷气场所及公共场合不可以吸烟
8飞机上：航班座位编排按姓氏英文字母，座位如不在一起时，在飞机起飞后再自行调整。飞机起降及 用餐时，座椅
靠背需放直。 NO SMOKING 即禁止吸烟，FASTEN SEAT BELT 即系上安全带，非必要时勿随意走动，为了安全请务必遵
守。

境外注意事项
01）出境：请游客一定要携带护照。出境允许携带美金 5000 元或同等价值外币，人民币最高携带额 20000 元；如因携带过多

货币被处罚与旅行社无关。高级照相机、摄影机须向海关申报后才能带出境。水果、植物、动物必须经过检疫。（申报手续

不清楚请咨询领队）在东南亚各国出入境时，请勿为不相识者代带物品，以防被坏人利用触犯刑律。

02）过关：集体过移民局、边防、海关，要听从领队安排，请不要私自行动，切记不要帮陌生人带行李，以防被人利用。

03）交通：飞机上禁用移动电话、游戏机，部分航空公司未提供免费餐饮，机上请勿大声喧哗。新加坡、马来西亚车辆是靠

左边行驶（与国内车辆行驶方向相反），过马路时必须先停、看、听，注意来车方向，且最好有导游或领队陪同，以免方向

不同而发生意外。

04）托运：按航空公司规定：每位客人限携带一件手提行李，规格以不超过 56CM X36CM X23CM 为准，托运行李重量限 15 公



斤。请将贵重及易碎物品或需随时取用的物品放在随身行李内，如有遗失或被偷、抢，旅行社不负任何责任。100 毫升以上

的液体(如润肤露、洗发水等液体，容器超过 100 毫升)需要托运，抵达目的地后，先过移民局，后提取行李过关。

05）住宿：贵重物品务必须随身携带或存放酒店保险箱（免费）内。绝不可放在住宿房间或车上。如有遗失，旅客必须自行

负责，与地接社的责任无关；退房前请务必再次检查物品是否遗漏。建议您不要单独外出，行程中或住宿酒店外请不要与陌

生人随意搭讪，以免受骗导致财产损失或危及个人安全。

06）游览：①请注意导游宣布的注意事项、集合时间、地点，认清楚游览车的号码，务必准时集中，以免影响行程及团员情

绪；②遵守当地风俗习惯，不要随地扔纸屑、烟头、吐痰；不要在公共场所、酒店、旅游车上吸烟，在旅游过程中注意安全；

③在旅游点和公共场所，注意自己的钱包及贵重物品，晚上外出最好结伴而行，安全第一。

07）安全：因季节性的关系，旅客到境外难免会有水土不服，导致腹泻，请避免食用生冷食物、冰块、椰子、牛奶等，尽量

食用熟食，如有腹泻现象请尽快告知当团领队或导游，不要擅自乱服药。

09）个人消费：各种私人费用自理，如使用酒店长途电话或其他服务，请自行结账。

10）必备物品：由于东南亚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同，崇尚环保，入住的酒店不配备牙膏、牙刷、梳子、拖鞋等用品，敬请客

人自带。坐空调游览车时请带上一件外套御寒。另马来西亚云顶博彩场所规定：男士需穿有袖衣服，不能着拖鞋或者沙滩

鞋进场，女士着装不限制。自备个人常用药品、太阳眼镜、雨伞、洗漱用品等。

11）换汇：兑换当地货币可在当地国家机场、银行、导游处换汇。

12）通讯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开通了中国移动通讯，全球通国际漫游的手机可以使用。

13）携带物品：请提醒客人，新加坡海关禁止口香糖入境，并规定每位游客可带 19支内香烟入境；马来西亚海关严禁燕窝、

鳄鱼制品、皮革制品及海关规定的其他物品入境。

补充协议书

甲方（游客）: 身份证号:________ ______

护照证号: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于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参加新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团

乙方（旅行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许可证号：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团号：______________)经过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本协议所约定之购物项目，均为甲方主动要求增加，乙方无任何强迫性行为，在约定的购物项目活动中，甲方同意自行承担相关风

险。

2双方签约的购物活动，将在行程中安排的自由活动期间进行，您可自由选择。

3此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作为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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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您超时或其他原因产生的费用或遗漏行程，由您自身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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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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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不适用境内游）

6根据甲方要求增加的具体项目：

购物项目说明：



自费项目参考说明：新加坡自费推荐：游船河（￥200/人）

波德申离岛游（450 元/人）

1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谨慎购买，自愿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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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商品确有质量问题，您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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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店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若商品出现质量问
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签署本协议后放弃《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要求乙方退货、退自费项
目费用等项权利；

3 旅游者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备注：此协议书一式两份，须甲方本人签字同意，不可其他人代签。

甲方（游客）签字： 乙方（旅行社）签字：

乙方（旅行社）盖章：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日期： 签字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

本人不参加未协商约定的购物场所和自费项目，本人将在《旅游行程单》约定的自由活动时间内自行安排活动，旅行社已充分

国家/
地区

购物项目内容
（购物点名称、经营范围）

时长

新加坡
珠宝

黄宝石，月亮石，红蓝宝石，钻石等，

生物科技馆等

60 分
钟

新加坡
百货

香水，药油，T-SHIRT,时装表，健康手链，蜡染衣

服

60 分
钟

马来西亚 珠宝

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紫罗兰，玫瑰色，七彩石，

黄玉（意大利时来运转）18K 链，马来西亚特产锡

米胆（产品拥有马来西亚或国际签定证 eg: GIA）

60 分
钟

马来西亚
土特产

特色土产，东革阿里。白咖啡，千里追风油，马来

香料，当地特色零食（食品都拥有清真食品签定商

标 HALAL)（药油，东革阿里，燕窝等拥有马来西亚

卫生局签定商标 MAL）

60 分
钟

马来西亚 巧克力专卖厂
巧克力，咖啡，可可饮料，糖果（食品都拥有清真

食品签定商标 HALAL）

60 分
钟

马来西亚
天然乳胶加工厂

100%纯天然乳胶产品，乳胶床垫 44 款，乳胶抱枕，

乳胶枕头 10 款，乳胶枕头娃娃，乳胶颈枕 2款，

乳胶坐垫 3款（MYLATEX 拥有马来西亚与德国科技

技术签定证）

60 分
钟



告知自由活动期间存在的风险和安全注意事项。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