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款 V-Ⅰ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 6 晚 7 天之旅

〈2晚网评五星酒店、1晚沙美岛海边酒店、1 天自由活动、杜拉拉水上市场、泰拳、夜秀、海鲜大餐〉

参考行程：

日期 餐/交通/住 游 览 景 点

第一天

晚餐：自理

交通：飞机、高铁

酒店：曼谷网评五

星度假酒店

贵阳—昆明曼谷；

参考高铁：出团通知书为准

参考航班：TG613 1520-1625 或 MU741 1330-1435 或 FD583 1320-1505（具体时间以

出团通知书为准）

期待了许久，终于如约相聚！

于指定时间到贵阳北站西广场进站口集合，乘坐高铁赴昆明（高铁时间待定），专车送至

机场。各位贵宾请按时前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厅集中，我社已派专人在机场恭候，

为您办理登机手续。随即乘机飞往泰国首都曼谷，抵达后接机至酒店休息，准备明天充实

的旅程。

第二天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皇家庄园自

助餐

晚餐：活虾海鲜BBQ

交通：大巴

酒店：曼谷网评五

星度假酒店

大皇宫、玉佛寺、72 府暹罗古城、国际人妖歌舞表演、泰式古法按摩、活虾海鲜 BBQ

上午：早餐后，游览【大皇宫】『约 30 分钟』大皇宫内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

潢艺术的精粹，其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

【玉佛寺】『约 30 分钟』玉佛寺位于大皇宫的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也是泰国三

大国宝之一！大皇宫和玉佛寺合称为“曼谷的标志”，是游览泰国必到之地。

午餐：享用皇家庄园火锅

下午：前往游览【72 府暹罗古城】从中可以尽情领略和了解泰国从古自今的整个历史、文

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所展现的艺术风格及形式都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考察，再现

了从史前到当代的泰国文明，是一部最鲜活的史书。

后观看【VANESSA（瓦内萨）国际人妖歌舞表演】『约 60 分钟』目前曼谷最大规模的人妖

歌舞表演剧场，欣赏佳丽名媛们倾情为大家奉献的精彩演绎，陶醉于红袖善舞、婀娜多姿、

千娇百媚的艺术神韵之中，感叹佳丽们的百变神奇。

晚餐：享用网红社会餐厅-活虾海鲜BBQ（这间一直都是很有名的海鲜烧烤吃到饱的名店，

海鲜是无限量供应的哦！露天座位，流水活大头虾自己捞、螃蟹、花枝、血蛤、战车、扇

贝、红蟳，看起来虾与螃蟹的黄都表现得超级棒！另还配有熟食自助餐百吃不厌的木瓜沙

拉，面线等。新鲜海鲜！而且不用伤荷包就可以吃到那么多种类的新鲜海鲜）

傍晚:【泰式古法按摩】『约 60 分钟』拥有四千多年历史，源远流长，自成一套的经脉、

穴位按压及伸展理论，利用手指、手臂、膝部和双腿等按摩对方穴位，又在肌肉和关节上

按压和伸展，促进血液循环、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运作正常和肌肉皮肤新陈代

谢。结束后回酒店休息。

备注：1、16 岁以下的小孩因骨骼仍在成长阶段，为避免不适，恕不提供本项活动，亦不

可转让他人。2、因项目为免费赠送，未参加本项活动的旅客不可要求退费或以其他自费活

动或非自费活动要求补偿。

http://www.caissa.com.cn/bangkok/
http://www.caissa.com.cn/bangkok/


第三天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丝路宫廷泰

式风味餐

晚餐：自理

交通：大巴

酒店：沙美岛海边

酒店

曼谷、沙美岛自由活动、火舞表演

上午：早餐后，由地接社根据游客的选择统一安排行程（约 90 分钟）；

午餐：丝路宫廷泰式风味餐

下午：驱车前往位于罗勇府的【沙美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风景区】后坐船 45 分钟左右，抵

达沙美岛，你可换上最靓丽的泳装，我们亦体贴的准备了躺椅让您做做日光浴，吹吹海风，

享受悠闲的海岛风光，放松自我、忘掉一切世俗尘嚣，尽享这世外桃源给与的难得假期。

晚餐安排于沙美岛白净的沙滩上享用，让您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沙美岛绮丽的星空朗月夜

景，在此渡过浪漫的夜晚，除此之外，沙美岛 PUB、小酒馆林立，而且越晚越浪漫。

【沙美岛火舞表演】欣赏最具特色的火把舞表演，体验异国夜晚海滩的自在与喜悦。

特别安排入住一晚沙美岛度假酒店。

第四天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网红悬崖餐

厅

交通：大巴

酒店：芭提雅泰式

五星度假酒店

沙美岛自由活动-芭提雅、杜拉拉水上市场、悬崖餐厅、东方公主号、风月步行街

上午：享受一个没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或者起个大早，让您在最美的环境享受一次优

美的早餐，或到沙滩上欣赏【沙美岛】美丽的清晨，可以悠闲地在沙美岛海滩踏浪、漫步

尽情享受南国热带的海洋魅力约 3 小时；或者前往钻石海滩，是全沙美岛最宽阔、最原始

的沙滩，这里聚集着日光浴者、贩卖纱笼的小贩、快艇、喷气船和餐厅。

午餐：自理

下午：后返回芭提雅，享受海滨度假圣地的蔚蓝海景、细白柔软沙滩上的惬意时光；

随后指定时间集合，之后前往【杜拉拉水上市场】因为一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而出名，

这里主要有经营新鲜的热带水果，特色小吃，工艺品等商品，这里可是泰国必游之地噢！

晚餐：【悬崖餐厅】是当地热门的餐厅之一，位于距离芭堤雅 15 公里外。这里提供纯正的泰

式料理，食材新鲜， 口味地道。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拥有海边悬崖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品

尝美味餐食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暹罗湾的无敌海景，运气好的话还能邂逅梦幻般的落日，浪漫之

情不言而喻；

傍晚：前往【东方公主号游船（或暹罗公主号）】(约 60 分钟)观赏俊男靓女们表演高水平

的歌舞。表演精彩、赏心悦目，请您一定做好随时与郎共舞的思想准备，放开心怀您必将

尽兴而归，并享用船上酒水、饮料……

下船后游览【风月步行街】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由各种规模形形色色的娱乐表演、大小食

肆、路边酒吧组成，热闹繁华方圆十几条街纵横交错、遍地商家。之后返回酒店休息。

第五天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泰式风味餐

晚餐：

SILK PALACE国际

自助餐

或

KINGPOWER国际自

助餐

交通：大巴

酒店：曼谷泰式五

芭提雅-曼谷、神殿寺、泰国拳王争霸赛、King Power 免税城

上午：早餐后，乘坐旅游巴士返回曼谷，途中参观【神殿寺】寺内供奉有一尊四面佛，据

说神殿寺的四面佛非常灵验，人称“有求必应佛”，所以香火一直很旺。该佛有四尊佛面，

从正面开始顺时针依次为：健康平安、事业有成、婚姻美满、财运亨通。此佛可掌管人世

间的一切事物，是泰国香火最旺的佛。

午餐：泰式风味餐；

下午：之后前往观看【泰国拳王争霸赛】泰拳是一门传奇的格斗技艺，是一项以力量与敏

捷著称的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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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现场，感受沸腾的气氛，亲眼见识一下泰拳的威力，无疑是一种与众

不同的刺激体验。

随后由地接社根据游客的选择统一安排行程（约 240 分钟）；



星度假酒店 晚餐：SILK PALACE国际自助餐 或 KINGPOWER国际自助餐【美滋美味，丝路宫廷国际自助餐

或皇权免税国际自助餐】（不低于 60 分钟）在 Silk Palace 或 King Power 自助餐厅，高

端大气上档次，除了有中、泰、日、西式美食之外，还有丰富的甜品，汽水任意畅饮，之后

返回酒店休息。

第六天

早餐：酒店早餐

午、晚餐：自理

酒店：曼谷泰式五

星度假酒店

曼谷一整天自由活动（不含餐，车，导游服务）

请务必注意安全！

全天自由活动，都市的繁华在于有人邂逅它的魅力，在魅力的魔都曼谷一定会给足你充足

的时间来领略无论是美食、美景、还是购物的疯狂血拼！

第七天

早餐：酒店早餐

交通：飞机、高铁

酒店：温馨的家

曼谷昆明—贵阳

参考航班：TG612 1050-1405 或 MU742 1545-1850 或 FD582 0750-1140（具体时间以

出团通知书为准）

参考高铁：出团通知书为准

早餐后，按约定时间集合前往机场，随后乘机返回昆明；专接送至高铁站，乘高铁返回贵

阳。怀着不舍的心情，将结束本次精彩纷呈的泰国之旅!

——以上行程安排仅作为参考，具体航班和详细安排请以出团最终确定行程为准——

*境外接待社在景点不减少和变更的情况下，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游览的先后顺序，敬请理解*

序号 曼谷网评五星参考酒店 网评星级 序号 曼谷当地五星级参考酒店 网评星级

1 The Bazaar Hotel Bangkok 网评★★★★★ 1 101 holiday suite 网评★★★★

2 Prince Suites Residence 网评★★★★★ 2 The Platinum Suite 网评★★★★

序号 芭提雅当地五星参考酒店 网评星级 序号 芭提雅当地五星参考酒店 网评星级

1 Crystal Hotel 网评★★★★ 3 Eastern Grand Palace Hotel 网评★★★★

2 The Win Pattaya 网评★★★★ 4 沙美岛 Guyana SaikaewResort 网评★★★

若遇酒店满房，则由地接旅行社调整同等级别酒店；请您理解！

接待标准说明

费用

包含

签证 旅游目的地国家签证费；（若为落地签证，费用请自理）

机票 往返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国际段团队经济舱，含机场建设税）；

住宿
行程所列参考酒店或同级（1/2 双人标准间 / 早餐）；（散拼团为散客拼房，若出现单男或单女，我社有

权调整夫妻房或作加床处理，团友有义务听从及配合领队和导游的安排，如要住单间，请另补付单房差价）；

旅游

大巴

全程旅游空调巴士并配备外籍司机（每天用车 8小时+2 小时空车，超时需补超时费）；（旅行社可根据实

际人数调配用车大小、座次）；

团队

用餐

行程所列用餐，7—8 菜一汤，十人一桌。（早餐如在酒店外用为中式早餐；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则以机

船餐为准，不再另退餐费）；

门票 行程所列景点第一门票；

保险 云南旅游安全组合险；（注：强烈建议购买旅游意外险，我社可代买：30 元/人）。

费用 1 导游服务费：20 元/人/晚；



不含 2 不含航空公司临时上涨的机票价格、燃油附加费；

3 护照费用；按照国际惯例在候机及转机期间用餐自理；

4 各种私人消费；如：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5 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6 单间差 1600 元/全程/间，境外酒店如补单房差分单人间及双人间两种情况，以酒店实际分配为准；

7 依据当地风俗向服务人员支付的小费等（由您酌情自行支付）；

8 “费用包含” 未提到的所有费用。

签证须知

泰国签证（贴纸签）资料

护照原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近 3个月大一寸白底彩照 2 张（未成年人还需提供出生证明复印件、全家户口本整

本复印件，若父母不陪同出行，需提供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注：护照有效期至少 6个月及以上；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出生证明、户口簿完整，并严格使用扫描件或复印件；照片使用

正规相馆拍摄的泰签专用证件照，且为近三个月所拍照片；因客人资料欠缺不补、隐瞒有效期等造成的拒签或落地签损失，

本社不承担相应责任，请您慎重递交资料。

团队旅游温馨提示

1.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

2.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实时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3.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4.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5.孕妇不宜选择长途旅行，请游客在报名时务必慎重选择，若游客坚持报名则因此产生的不适、责任将由游客自行承担；

6.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7.贵重物品(现金，护照等)请随身携带或寄放在住宿饭店的保险箱内，絶不可放在车上或房间内等，如有遗失旅客必须自

行负责，与接待旅行社责任无关；

8.在东南亚国家享受服务应付小费的观念已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请游客入乡随俗，依照国际惯例支付一定的小费，感谢

您的理解和支持；

9.搭乘船只或从事水上活动时，务必穿上救生衣，船只行驶时请勿随意走动，切勿将手或脚放置船边以防受伤。海边戏水，

切勿超过安全警戒线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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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对不适合参加任何水上活动或其他不适应于您个人体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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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团体活动时不得擅自离队，严禁境外脱团；

11.与野生动物合照时，切勿作弄或拔动物须毛，请听从驯兽师的指导，以免发生意外；

12.东南亚因气候差异、地域差异、饮食差异等因素，难免客人会有水土不服偶尔泻肚的状况，请尽量避免食用生冷食物，

如牛奶、椰子、冰块等，食物尽量熟食，如有腹泻现象请尽速告知当团领队或导游，及时就医，不得擅自乱用药物。

特殊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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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酒店大床房间数有限，若有需要请在预订时说明；大床房或标准间房型须依入住当日实际情况而定。

服务标准说明



行程

1.本社有权根据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调整行程的游览先后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行程

景点游览顺序以当地导游按照实际情况安排为准；（有权利不征得游客同意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行程变化和损失，本公司只负责协助解决，处理问题的费用由游客自理，本社不

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

3.根据国内+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2-3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故国际段航班在当地下午

15 点前（含 15 点），行程均不含午餐。晚间 22：30 点前（含 22：30 点）起飞的，行程均不含晚餐；

4.航班准确时间以航空部门最后确认为准，若因航空公司变动导致客人对航班不满，我社不承担违约责任；

酒店

说明

1.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

2.东南亚国家的三、四星级酒店大堂都比较小，无商场，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3.东南亚国家习惯吃简单的早餐，酒店提供的早餐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

4.团队旅游原则安排标准间，同性 2 人一间房，如出现单男单女，请团员务必配合轮流拆夫妻；遇单数团，多出

一人以加床为准，如不配合拼房请补单房差。

5.东南亚的酒店双人标准房会设置成二张床，遇到加床的情况会设置一张床但不是标准床，原因东南亚国家的酒

店房间设置的比较小；还有些酒店双人房只设置一张大的双人大床，放置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

一起，用时可拉开；

6.按照东南亚酒店惯例，每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儿童（不占床），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

定；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7.住宿酒店内请先观察紧急出口所在，若是饭店警报铃响，请勿慌张。并请由紧急出口迅速离开。休息时请加扣

房间内之安全锁，对陌生人不要乱开门。勿将衣物披挂在饭店的灯上，及勿在床上抽烟，烟蒂不能乱丢，以防造

成火灾形责或饭店物品损坏而要求住客赔偿；

8.酒店游泳池如未到开放时间及无救生人员在现场，请勿擅自进入泳池及周边，如有意外，客人安全自负；

9.按照东南亚国家享受服务应付小费的惯例，请您为房间服务支付床头小费，每天 20 铢/人，放置在床头即可，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退费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未游览景点门票费

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补费
1.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2.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购物

1.行程内景点、餐厅、长途或中途休息站等商店、商场不属于旅游社安排的购物店，若您在此所购买商品，请注

意甄别商品质量和价格，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2.游客自行前往不在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物时请慎重，仔细甄别，把握好质量与价格；我社建议游客在当

地购物时要开具发票并妥善保管，所购商品出现的任何质量问题，旅行社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3.如遇特殊情况（天气、不可抗力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共交通延误或取消、

交通堵塞、重大礼宾等），旅行社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或更改购物场所，敬请游客谅解。

4.购物退税是当地的一项政策，为了保证游客的利益，请在购物前详细询问所购商品是否可以给予退税；如果由

于商店和海关无合同或机场原因（飞机晚点、银行关门、海关检查时间紧迫等）不能及时退税的，旅行社不负责

办理退税业务；

其它

1.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填写《团

队质量反馈表》。

2.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考出团通知书，请您在出团前 3 天务必找组团社索取出团通知书；出团前一天联系领队或送

机人员。



安排购物及自费补充协议书

甲方：

乙方：

您报名参加“爆款 V-Ⅰ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 6 晚 7天之旅〈2 晚网评五星酒店、1 晚沙美岛海边酒店、1 天

自由活动、杜拉拉水上市场、泰拳、夜秀、海鲜大餐〉”旅游，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行程以导游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为准，另外，经旅游者的选择与地接社平等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按上述行程安排境外活动。根据泰国地接社的产品设计，

您到泰国之后将与地接社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一、自费及进店场所名称和参考逗留时间说明：

旅游者自愿并同意状态下，可自费前往行程中未含的地方特色自费活动项目，地接社将根据当地特色安排自费项目

供您选择，当地导游会予以协助。

双方同意此补充协议书选择以下进店及自费行程。所有境外消费属客人自主意愿，导游并无强迫。未经旅游者同意，

地接社不得再安排其他购物地点。

名称 参考逗留时间 名称 参考逗留时间

珠宝展示中心 90 分钟 乳胶土产中心 60 分钟

毒蛇研究中心 60 分钟 KINGPOWER 国际免税店 120 分钟

以下为泰国地接导游推荐自费：600 元

悬崖餐厅 暹罗公主号 风月步行街 泰国拳王争霸赛

二、相关约定说明：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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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相

关部门举报。

2、本协议的履行双方均需确认是在不影响团队正常行程安排或不影响同团其他旅游者（即需妥善安排不前往购物场

所的旅游者）的前提下方可。

3、本协议约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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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4、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地区差异及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产品的销售价格甲

方不能保证是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是一致的，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慎选择是否购买。

5、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向购物场所需要发票或售卖单据以做凭证。

6、购物场所同时向本地公众开放且价格与当地市场均价差异不大的场所如购物一条街、奥特莱斯、连锁（百货）超

市、免税店等购物场所不属于《旅游法》规定的“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范围。

7、产品设计的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点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地接社不建议



购买，如购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关于退换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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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如旅游者有退换货要求时需将产品及售

卖单据提交甲方或组团社，甲方或组团社有协助乙方退换货的责任和义务。

2、对于旅游者退换货要求为在货品退货约定期限内（请务必购买时确认货品退换货要求且向购物场所书面确认），

其中食品及化妆品类产品退换货时需保持其外包装完好，其他类产品则需保留产品外包装。

本协议适用泰王国法律。

以上“安排购物及自费补充协议书”您已认真阅读,同意以上条款，如境外有超出行程以外，自行实施其它项目的行

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您自行承担，旅行社概不负责。如您拒绝上述行程，则地接社将按照国内提供的行程安排并将

收取费用进行补差。

以上协议，各协议人，保证遵照执行。

甲方（签字或盖章）： 旅游者签字：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