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 —曼谷 具体时间以当天航班为准

早：无 中：泰式风味餐 晚：泰式风味餐 住宿：茉莉花豪华大酒店或同级

请各位贵宾于指定时间（航班起飞前 3 小时）自行前往贵阳机场国际出发大厅集合，在我社专业中文领队的

协助下办理登机事宜，然后乘坐飞机前往被称为“天使之城、佛庙之都”的泰国首都【曼谷】，抵达后专车接往

酒店入住。

温馨提示：请您携带真实有效的护照原件（有效期 6 个月以上、有足够空白页），二张 2 寸白底免冠彩照（近半年内），机场交领队。

大皇宫→玉佛寺→大城玛哈泰佛寺→大城水上市场→大城古迹

早：酒店含早餐 中：印象暹罗自助餐 晚：泰式风味餐
住宿：大城凯特丽或曼谷茉莉

花豪华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后，前往泰国标志建筑【大皇宫】『不低于 60 分钟』，是泰国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

色的王官，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玉佛寺】与大皇宫相邻,是全泰国唯一没有僧侣住持的佛寺,供奉着一座价值

连城的国宝—玉佛，是泰国的三大国宝之一。下午离开曼谷，一路向北，寻找失落的大成王朝。大成是泰国六百

多年前阿育塔雅王朝时期的故都，有着近五百年的历史，是泰国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玛哈泰树中佛寺】『不低

于 40 分钟』也是大城府最古老的寺庙之一，虽然已是断壁残垣，但那些宫殿的遗堡、辉煌依旧的佛像和细致的雕

刻，仍能让人感到吊古伤怀的情绪，亦让人不禁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被触角一样的树根所环抱的佛像头部是大

城标志性的形象之一，沉默的菩提树温柔的环抱着佛头，佛头在菩提树中挂着淡淡的微笑，流露出那洗尽了铅华

的安详及与世无争的容颜，仿佛看尽一个王朝的风云变幻与世事兴衰，仿佛在讲述那段曾经的历史。过去的辉煌

如同过往云烟，人生也大抵如此吧；接着前往【大城水上市场】『不低于 30 分钟』，市场依水而建，是泰国目前保

存最为完整、且最具有原始风貌的水上市场，两岸排列着一个个木结构的小房子，戴着斗笠的妇女男人们坐在自

家装满货物的小舟上，荡起手中的船桨，穿行在水面上，与河道两岸当地人日常生活组成一幅怀旧、淳朴、宁静、

和谐的水乡人家图，在此特地赠送贵宾每人一份【泰式古船米粉汤】，品尝泰国地道风味；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真理圣殿→东芭乐园
早：酒店含早餐 中：泰式御厨火锅 晚：东芭乐园自助餐 住宿：传奇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后参观【珠宝展示中心】『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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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精品皮革展示中心】『约 90 分钟』，自由选购泰国名产以珍

珠鱼皮、鳄鱼皮、大象皮为原料的精美皮具、箱包。午餐后前往素以阳光、沙滩、海鲜名扬天下，被誉为“东方

夏威夷”的芭提雅。抵达后游览芭提雅的艺术瑰宝-【真理圣殿】（不低于 30 分钟）.当整个建筑呈现在我们眼前，

强烈的视觉感甚至让人有些眩晕。全寺由纯红木和柚木建造而成，整个建筑没有一颗钢钉。每个雕像都栩栩如生

形态各异，向世人展现着古代文明的智慧。近距离细细观赏，更是感叹这群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雕刻手法。让我

们回到森林、田野，【骑大象】代步（约 10 分钟，需付象师 20 泰铢小费），慢悠悠享受泰国独特情调。游览【东

芭乐园】（不低于 150 分钟），东芭乐园内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园内树木葱葱郁郁，到处是鸟语花香，亭

台楼阁，景色秀美，如诗如画。无论是参观养殖房的奇花异草还是园方精心安排的表演，都充满着乐趣。东芭乐

园内的节目主要由泰国的民俗表演、大象表演和参观植物园三大部分构成：民俗歌舞很质朴地道，表演者都是村

寨中人，主要是展现泰国的民俗风情；大象们憨态可掬，表演精彩不断，总能博得游人阵阵掌声；



格兰岛→泰式古法按摩→罗马金宫人妖歌舞表演
早：酒店含早餐 中：格兰岛海鲜大餐（60元/人） 晚：烤乳猪大餐 住宿：传奇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后，早餐后乘快艇到游客来到芭提雅旅游的一个必游之地，海上娱乐项目丰富的【格兰岛】（停留约 4

小时，55 岁以上老人和 10 岁以下儿童必须用大船，无快艇，并签订上岛各安全事项）。在这里可以饱览海底奇

景，海水清澈，礁石、小鱼、海蜇等等尽收眼底；水上娱乐项目繁多，游客可选择新鲜刺激的海上降落伞项目、

体验潜水等项目。在此享受日光浴、享受悠闲的海岛风光，放松自我、尽享这世外桃源带来的温馨假期。中午在

岛上享用货真价实海鲜大餐，感受舌尖上的暹罗诱惑。离岛后，我们放松享受泰国地道特色【泰国古式按摩】（升

级享受 120 分钟，需付按摩师 100 泰铢小费，18 岁以下儿童不安排），解除一身疲乏和辛苦。最后前往【火车

矿石&泰丝博物馆】（约 90 分钟）参观泰国的宝石是如何从原石经加工做成晶莹剔透的宝石，还有泰国的蚕丝等

各 种 丝 织 工 艺 ， 同 时 可 以 免 费 在 休 闲 吧 喝 杯 咖 啡 或 红 茶 小 作 休 憩 。 晚 餐 后 前 往 【 罗 马 金 宫

ColoseumCabaretShow】（约 60 分钟），剧场仿罗马战士斗兽场外观，厅内欧式巴洛克装潢，亮丽典雅。是

目前泰国最新、规模最大、阵容最大的人妖秀表演场所。为您展现融合传统和现代，生动多彩的大型演出。剧场

拥有 1,000 个座位，以半圆形排列。表演的舞台採自先进的娱乐技術，包括時代尖端的灯光效果光、震撼的音响、

精心设计的道具以及舞台背景，由著名编舞家威钗先生设计，配合经验丰富专业的美艳艺人为您呈现精彩绝伦。

别开生面的歌舞表演，精彩绝伦，美轮美奂是高端品质游的必选。

温馨提示：与美丽的人妖拍照，请不要忘记给小费哟
温馨提示：特别提醒每位游客在乘坐快艇时，必须穿救生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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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正常出海时，导游会对当天行程进行临时
调整
近期进入泰国海上风浪较大的季节，泰国水警发出警告：为了您的出行安全，55 岁以上老人及 10 岁以下儿童只能乘坐大船，需签
署安上岛全协议，谢谢理解！

四面佛→土产中心→热带水果园
早：酒店含早餐 中：泰式风味餐 晚：泰式风味餐 住宿：茉莉花豪华大酒店或同级

早餐后，参观芭提雅【四面佛】，拜佛保佑平安（不低于 60 分钟）。前往泰国地方热带水果种植基地【水果园】

（不低于 30 分钟）参观果园种植，并品尝多种不同的热带水果，一饱口福。回曼谷途中，进入【土特产市场】，

选购泰国乳胶制品。到达曼谷后参观东南亚最大毒蛇馆，观看精彩的【人蛇大战】，了解泰国蛇药。最后返回酒店

入住休息。

曼谷—贵阳 具体时间以当天航班为准
早：酒店含早餐 中：豪华自助餐 晚：无 住宿：无

早餐之后在【KING POWER 国际免税店】自由购物。享用【豪华国际自助餐】『不低于 120 分钟』：这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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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机场，到

了和难忘的泰国说再见的时候了，由专人办理离境手续，搭乘返程的飞机返回贵阳。



服 务 标 准
交通标准: 贵阳→曼谷往返飞机票（含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税），当地空调旅游巴士（1 人 1 正座），岛往返快艇。

住宿标准:

按旅游条例规定团体客人同性二人一房，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占床。东南亚团队中 18 岁以下小孩不可（不含）参加指压按摩、

SPA 等项目。夫妻团员可以在不影响总房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房间，但若全团出现单男单女的情况，导游及领队有权

调配房间，客人坚持己见须由客人支付所增费用（当时发生的费用离店前支付酒店前台）

用餐标准:
早餐 5 顿，为酒店房费包含，客人自愿放弃不吃，费用不退。

正餐 8 顿，餐标 30 元/人，十人一桌（七菜一汤或自助，茶水+水果），如不足十人，菜数和菜量将相应减少。

景点门票: 行程所含景点（区）门票为第一大门票。

儿童成人

标准:

2 岁至 11.99 岁者，不占床位。12 岁至 18.99 岁者视为成人，则其加占床费用，与成人享受同等标准。
备注：东南亚团队中 18 岁以下者不可（不含）参加指压按摩、SPA 等项目，费用不退。
老人及儿童视情况需加收领队服务费，服务费包含内容为领队对儿童老人的贴心照顾和服务，65 岁以上老人及特殊病史的
游客参团需提供三甲医院健康证明。

费用不含:

1、护照费（客人自行办理），泰国签证费及快速通关小费及其它杂费（580 元/人）。

2、旅游意外险（为了减少游客在旅途中因意外事故而产生的损失，我社诚挚的建议每位游客在出行前至少购买一份与行程

匹配的“人身意外保险”，具体赔付标准参照保险公司的相关理赔条款。

3、国际油价波动引起的“机票燃油附加税”的临时上涨费用，超重行李托运费。

4、游客自行出发点至机场的往返交通费用。

5、旅游期间一切私人性质的消费，如：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餐费，洗衣/通讯/娱乐/私人购物等。

6、按照国际惯例，小费是给服务人员服务的报酬和认可，若境外相关服务人员（酒店、餐厅等）服务出色，游客可适当给

予服务小费（金额 20 铢-100 铢不等）。

7、因天气/海啸/地震/战争等人力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8、行程中未罗列的其他一切费用。

小费说明:

泰国为小费制国家，小费是对服务工作的认可也是一种礼貌，请根据自身情况酌情给予相关服务人员小费，日常行程中将

会产生的小费如下：

1.泰式古法按摩或 SPA：视按摩师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弹性给予，约 50-100 泰铢左右；

2.丛林骑大象：每次付驯象师 50 泰铢左右；

3.与人妖合影或拍照：约 100 泰铢/人/次

4.行李小费：20 泰铢/间房（使用行李生的情况下）

5.床头小费：20 泰铢/间房/每天

参考酒店：

曼谷参考酒店

jasmine grand hotel bangkok 曼谷茉莉大酒店

大城参考酒店

Kantary Hotel 凯特丽大城府酒店

芭提雅海边参考酒店

LK LEGENT LK 传奇大酒店

注：我社在保证景点游览时间、酒店标准、用餐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在出团之前根据酒店的实际房态对行程内容、用餐、

入住酒店做先后顺序的调整。出团之后，我社不再做其他非不可抗力因素的调整。我社按《旅游法》要求不压缩景点游览

时间，不降低酒店和用餐标准，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

酒店星级只以 AGODA 客户评定为准



特别说明
01

签证所须资料：旅客提供真实有效的护照原件（有效期 6 个月以上、有足够空白页），一张 2 寸白底免冠彩照
（近半年内），机场交领队。

02

关于飞机票：①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支付航空公司，所有房款已经支付给酒店，游客一旦
签订.，机票不得改签和退票，酒店费用无法退还，费用全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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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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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自愿同意旅行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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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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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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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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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以
AGODA 订房网星级为准。

07 团队中出现的单男单女，一律按照拼床方式或加床处理。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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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本行程为跟团游行程，旅途中游客不允许脱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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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因服务能力有限：①本团报名年龄为 75 岁以下，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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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等，建议不参加本团，如强烈要求参团，请提前告知我社，并且必须有年轻健康的亲属
陪同；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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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及孕妇，恕不能参团，望请谅解。如游客隐瞒参团而发生事故，我社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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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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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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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泰国海上风浪较大的季节，泰国水警警告：为了您的出行安全，55 岁以上客人不能过海，费用不予退还，谢
谢理解。



旅游须知
1. 旅游出行前准备事项：

①旅行证件：请务必携带本人护照（签证），特别是在出入境接受检查时使用，必须随身携带，并请妥善保管。出发前，强烈建
议将上述证件各复印一份连同几张护照相片放在手提包中，并记下所持护照号码，以备急用。证件一旦遗失或被偷被抢，要立即
报告旅行社，并向警方报案，可拿备用的复印件迅速证明身份，同时请警方出具书面遗失证明，必要时向所在国申请出境签证并
向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提出补办申请。
②着装：准备衣物要根据旅游当地季节的变化而定，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分为热、雨、旱三季，年平均气温 24-30 摄
氏度；请携带泳装、防晒霜、墨镜等，以便你更好的与海水进行亲密接触。
③应带物品：旅行中携带物品要少而精，不必要的重要物品尽量少带，以免造成损失。出团时请自备牙具、洗漱用品、拖鞋，因
东南亚地区酒店不配备此类物品，主要是为了环保及个人卫生。雨伞、太阳镜、护肤品等日用品也请自备，在国外价格较贵。特
别注意携带一些必备及常用药品（如感冒药、止泻药、晕车药等），以免身体不适。

2. 游客责任提醒：

①参加团体旅游的游客，所持护照均为自备因私护照，泰国为落地签证，出入境时如果遇到因护照引起的问题而影响行程，由此
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团费）及相关责任，均由客人自行负责。
②非中国籍护照的游客，请自备返程签证及相关一切证件，如因证件或返程签证问题无法出入境，由客人自行负责。
③团体旅游是集体活动集体出发、返回，请遵守时间，以免耽搁其他团友的游览时间。任何人不得逾期或滞留不归。
④游客不得参观或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的项目或活动。

3. 旅游安全注意事项：

（1）【财产安全】：①出境期间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可携带国际信用卡和银联卡。②不要把现金和贵重物品放在
托运行李内，一旦行李丢失，上述物品均不在赔付范围之内，根据航空公司惯例，名牌行李箱或价格昂贵的行李被损坏或丢失，
按普通箱补偿，不另价作赔偿（另上保险的除外）。也不要放在外衣口袋或易被刺破的手包中。不要把现金和贵重物品放在酒店
或旅游车中，可存放在酒店总台和房间的保险箱中（须保管好凭据、钥匙并记住保险箱密码）。③如发现钱物丢失或被偷盗，如
在机场遗或酒店丢失，要与相关方面交涉，可酌情报警处理，并请其出具较为详细的遗失证明。④切勿在公共场所露财，购物时
也勿当众清点钞票。
（2）【观光安全】：①在拍照、摄像时注意来往车辆有否禁拍标志，不要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②如要参加刺激性活
动项目，切忌要量力而行，有心脏病、肺病、哮喘病、高血压者切忌参与水上、高空活动。海边戏水，请勿超越安全警戒线，不
熟悉水性者，不要独自下水。③参加浮潜时，请一定要穿着救生衣，接受工作人员的讲解，并于船上练习呼吸面具的使用方法，
不适者请不要下水。④如有涉及到水上游玩，如游泳、托曳伞、香蕉船、甜甜圈、泛舟、海底漫步、潜水、浮游等刺激性活动时，
游客须视自己身体状况而为之，心脏疾病、高低血压、孕妇、气喘病、幼童、年长者、身体状况不佳者或个人所知之疾病者，绝
对不适合参加。⑤搭乘快艇或长尾船时，请一定要穿着救生衣，并扶紧坐稳，勿任意走动，老人及体弱者请尽量靠船尾坐，防止
因风浪带来快艇颠簸而造成伤害。
（3）【住宿安全】：①如果有人送东西到你房间，应打电话向前台证实后再打开房门。②出入房间要随时关门锁门，要保管好自
己房间的钥匙。要熟悉酒店的安全通道和紧急出口等疏散标志，遇到火灾时，由紧急出口迅速离开，切勿搭乘电梯。夜间或自由
活动时间外出，请告知导游领队，并三五成行，外出前至酒店前台领取酒店名片以免迷路，且特别注意安全。③到酒店的健身房
和游泳池锻炼时，要注意自我保护。注意酒店游泳池开放时间，千万不可于未开放时间擅自入池，也请勿单独一人游泳，餐后请
休息片刻方下水，以免抽筋。④每次退房前，请检查所携带的行李物品，特别注意证件和重要文件及存放的贵重物品，避免临时
忙乱丢失。
（4）【购物安全】：购物要谨慎，注意识别假冒伪劣商品，想好再买，避免退货麻烦。试衣试鞋时，最好请同行团友陪同和看管
物品。多数国家都有购物退税，具体退税标准请咨询购物商店，索取退税支票正确填写，加盖海关章。
（5）【人身安全】：①要远离毒品等相关违禁物品，不要在出入境时替别人携带任何行李物品。②乘车船时，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上下车船时要注意来往车辆及身体安全。在乘坐船、快艇等水上交通工具时，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泰国车辆行车方向在左边，与
中国相反，请过马路时注意往来车辆。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要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保护事故现场，并速向领队和
警方报告。如果遇到意外，应保持镇定，立即通知有关机构，包括旅行社、救援机构、保险公司等，并应保留所有单据正本，包
括：交通、意外事故证明（公安交管部门出具）；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收据（医院或医疗机构出具）；法医鉴定证明等，日后交给
保险公司索赔用。④要尊重所在国，特别是有特殊宗教习俗国家的风俗习惯，避免因言行举止不当所引发的纠纷。⑤遇到地震等
自然灾害或政治动乱、战乱、突发恐怖事件或意外伤害时，要冷静处理并尽快撤离危险地区，并及时报告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
与国内部门联系寻求营救保护。⑥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伤害时，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取得警方的书面证明，要求警方缉拿
罪犯或提供保护。⑦我们强烈建议每位游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伤害险，但是，有以下项目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如因战争、武装
冲突、罢工、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高风险活动如潜水、攀岩、蹦极等。请务必确认您所安排的旅游行程中的活动是否属于承保
范围。如有疑问，应向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查询。⑧请带小孩出游的客人照看好身边的小孩以免出现走丢或受伤等意外情况，请
听从导游和工作人员的相关安排，切勿擅自活动。
（6）游客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观光等过程中，应当注意相关场所的各种警示、公告、须知、注意、提示等，并遵守执行

http://www.lvtour.cn/


旅游须知
4. 旅游目的地须知：

①泰国海关只允许每人带 1 条烟（200 支）、1 瓶酒（1 公升），超带者会被严罚，旅行社无法帮忙解决，切记！

②泰国大皇宫对服装要求较严格，须穿戴整齐，不能穿无袖上衣、短裤、拖鞋等，要注意佛国礼节（可向导游
咨询）。
③泰国风俗是不可随意摸别人头部的，和泰人打招呼时，用双手合掌取代握手，不可以用脚去指人或物。
④在泰国，游客不要随意批评及谈论皇室。
⑤泰国禁赌，即使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⑥泰国某些项目不适合 18 岁以下儿童，如 SPA 按摩、成人秀等，届时请向导游领队咨询。
⑦电源规格：220 伏特、50HZ 双孔圆形与三孔扁形插座。
⑧泰国是习惯支付小费的国家，请尊重该国际惯例。
⑨泰国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1 小时。

5.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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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购物场所介绍
《旅游法》第三十五条：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依据《旅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在不影响正常行程安排的自由活动时间，经旅游者和旅行社双方协商一致，
由旅游者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并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购物活动参加与否，由游客根据个人意志及需要自主决定，本社不强制游客购物。除本行程提及的购物场所外，
全程不再主动安排其他购物店；游客自行购买非本行程约定的购物场所的商品，本社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本行程不对协助游客前往的购物场所所售商品做任何价格保证；
在本行程提及的购物场所所购商品如需退换，请保证外包装完好并附有书面购买单据，并且在约定退换货时间
内；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或本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可避免的突发因素时，为保证景点正常游览，本社将根据实际
情况酌情减少本行程约定的购物场所，敬请谅解。
蛇药：停留时间 90 分钟
名称： THE ROYAL PARK (皇家毒蛇研究中心)
地址：19 MOO3 RUANGPANG RD,TABYAO RADKRABANG
BANGKOK 10520
TEL:(66)2-738-2390-6 FAX(66)2-738-2397
或 P.S SIAM GARDEN CO., LTD.金暹邏蛇藥研究有限公司
地 址 :61 RAMA 9 ROAD. HUAYKWANG, BANGKOK 10320
THAILAND.

说明：泰国蛇药是泰国的特色特产，泰国的
“金刚王眼镜蛇”以靠吃其他眼镜蛇为生,
所以练就超毒功力.不愧“蛇中之王”的美称。
他具有驱风祛湿，祛寒，驱散淤血，止痛，
清肝、利胆、明目，清热，降火，清血，解
毒，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等很多种特殊疗效。
药品一经售出，不予退货。

TEL:(66)2-738-2390-6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2488.htm


宝石：停留时间 90 分钟
名称：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泰囯宝石展示
中心)
地址：880/8LUANGPANG.,TAPYAO,LADKRABANG,
BANGKOK THAILAND
TEL:(662)715-1999 FAX:(662)715-1911 或
S.G CENTER CO., LTD.暹邏珠寶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234 MOO12PRADITMAMUTHARN RD.,KLONGKOOM,
BANGKOK 10240 THAILAND

说明：泰国是世界红蓝宝石的主产地之一,
您可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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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具：停留时间 90 分钟
名称：ROYAL PARK NUTRIMENT CO.,LTD (曼谷精品皮具中心)
地 址 ： 19 MOO 3 LUANGPANG
RD.,TAPYAO,LADKRABANG,BANGKOK 10520
THAILAND.TEL(66)2-738-2390 (7Lines) FAX(66)2-738-2397
或 PT TOWN CO., LTD. PT 城皮包有限公司
地 址 :59 RAMA 9 ROAD. RAMA9 BUIDING FL. 2
HUAYKWANG, BANGKOK 10320 THAILAND

说明：鳄鱼皮具是一种高档，名贵的产品,
天生具有一种霸气的震撼,王者之气!这里所
售的鳄鱼皮具均由纯正鳄鱼皮制作而成。

乳胶：停留时间 90 分钟
名称：THONGTIP SHOP
地 址 ： 79/18 MOO 11 BANGPHA SRIRACHA CHONBURI
20110
TEL:(66)85-075-8881 FAX:(66)38-298-027 或
P.P BOUTIQUE PLAZA CO., LTD P.P 土特產有限公司
地址: 42 MOO 9, BANGLAMUNG, NONGPRUE,
CHONBURI 202260 THAILAND

说明：泰国原产的纯天然、乳胶枕头、乳胶
床垫，能够完全适应颈部形状的变化而让您
的颈椎和脊椎处在均匀撑托状态，不仅有助
于释放颈椎来自白天的压力，还对颈椎疼痛
困扰的人带来辅助康复作用。
泰国是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热带国
家，除了出产琳琅满目的水果、各类海产品、
及稻米外，还有著名的干果土产。

游客承诺书
1、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认可该行程（曼芭6天5晚）所含一切项目（即行程、景点、餐

食、酒店、交通）等的相关描述；
2、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接受该行程对安全及出入境等的建议；并已知晓并认可双方责

任及义务的相关信息（参见《出境旅游组团合同》）；
3、 本人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及旅游目的地国法律，严格按照旅游行

程和合同签署内容文明旅游。
4、 该行程将作为（出境旅游组团合同）的附件部分，由本人签字认可！

游客签字：

TEL:(66)85-075-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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