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大城府+芭提雅 6 天 5 晚品质游
第 1 天 北京-曼谷
早餐：自理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航班：具体航班以出团通知为准
接机→少女献花→入住酒店
办理登机手续，随即直航飞往具有“微笑国度”之称的泰国首都【曼谷】，这个兼具古老
气息和现代风情的东方大城，是个处处充满着赞叹与美丽的地方。由【泰国少女为您献上
迎宾花环】，由专业导游带您登上旅游大巴，入住酒店休息。

第 2 天 曼谷—大皇宫—玉佛寺--乳胶及土特产中心--毒蛇研究中心—湄南河
水上人家—夜游湄南河邵帕耶公主号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式火锅餐 晚餐：公主号游轮豪华晚餐
住宿：
【大皇宫】泰国最具标志性的景点，是泰王朝历代君主的居所，是初次来泰游客必去的景
点。 【玉佛寺】由整块翡翠所雕刻而成的国宝玉佛，每到换季时节，泰国国王都亲自为玉
佛更衣，以保国泰民安。【乳胶土特产中心】泰国是世界主要的橡胶产地，乳胶制品也就
自然成为了特产，泰国的乳胶枕头、床垫等制品对睡眠具有良好的帮助作用，也是馈赠亲
友的好礼； 【毒蛇研究中心】游客可参观蛇毒毒汁提取过程及惊险的毒蛇表演。这里是世
界上最早的毒蛇研究中心之一，利用蛇毒提取对人体有益的保健品；【湄南河水上人家】
湄南河全长 1352 千米，纵穿泰国东南部，流经大城，贯穿曼谷市区，在城市交通运输及
岸边居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游客们可以乘舟参观水上人家的生活情景及水上市场的

交易情景，感受泰国的风土人情；【夜游湄南河邵帕耶公主号】在船上一边享用丰盛的泰
式大餐，一边欣赏美丽的河畔夜景。

第 3 天 曼谷 BUS 大城府绕古城一日游 BUS 芭提雅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式风味自助餐 晚餐：泰式碳烤海鲜自助餐
住宿：
【大城府】阿瑜陀耶（Ayuthaya），当地华人习惯称为大城，昭披耶河（Chao
Phraya）、华富里河、帕萨河（Pa Sak）交汇处，被昭披耶河（湄南河）环绕，因印度史
诗《罗摩衍那》中记载的不落之城----阿约提亚而得名，梵语的意思是不可破灭之城。阿
瑜陀耶是泰国历史悠久的古老都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 4 天 芭提雅龙虎园—三大奇观—五族城堡—芭提雅酒吧步行街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式风味午餐 晚餐：泰式晚餐
住宿：
【龙虎园】有 6 万多条鳄鱼、400 多只孟加拉虎以及大骆驼、熊、袋鼠等热带野生动物及
驯鳄鱼、驯虎表演！ 【三大奇观】【七珍佛山】为庆祝九世皇登基，当今太子将山削去一
半，用 7 吨多黄金雕刻出一尊高 170 公尺，用金粉镶边的释迦摩尼佛像。这里也是当地人
公认风水最好的地方。【九世皇庙】当今泰国国王最爱的庙宇，供奉着高僧的舍利子；

【五族城堡】是泰国古文明宝藏的缩影，泰国四部（泰国北部、泰国中部、泰国东北部、
泰国南部）的古老文明将在这里为您重现；【芭提雅步行酒吧街】夜晚的芭提雅步行街遍
布热闹的酒吧、热腾的小吃、悠闲的泰式按摩 SPA、招揽顾客的男男女女、不同招牌表演
的夜店，让你感受芭提雅缤纷喧闹的夜晚！

第 5 天 芭提雅真理寺—东芭乐园—杜拉拉水上市场—人妖秀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式精美午餐 晚餐：海鲜 BBQ
住宿：
【真理寺】是一个完全由木头建造而成的建筑，并且矗立有佛教和印度教的雕塑，栩栩如
生，让人感叹不已，由于位于海边，真理寺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艘停泊在海岸的帆船，但比
帆船还要美丽壮观。真理寺是一座融合宗教文化和艺术的特別建筑物；【东芭乐园】集泰
国各式园林艺术家创作精华于一体。园内由泰国民俗表演、大象表演和植物园三部分组
成；【杜拉拉水上市场】以泰式风格建筑建于迂回河道之上的水上市场，汇集来自泰国四
方风物特产及美食。途径【特产店】，后前往【人妖秀】泰国人妖在历史上是专门为歌舞
而训练的，流传至今人妖表演已经到达巅峰、雌雄难辨、精彩纷呈的演出一定让您叹为观
止、终身难忘。表演结束后您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人妖，拍照，但是别忘了付小费呦。

第 6 天 芭提雅 BUS 曼谷精品皮具中心—KingPower—北京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 KingPower 自助餐
【精品皮具中心】自由选购精美的鳄鱼皮、珍珠鱼皮等钱包、挎包等制品；
【KINGPOWER 国际免税城】汇集了 GUCCI、巴黎欧莱雅等世界知名时尚品牌的免税专
卖店；视航班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机返回所在城市，结束愉快的行程。

此行程仅供参考，准确行程以销售给出的为准。

行程报价：酒店住宿四星标准
酒店住宿五星标
服务项目：
 境外旅游巴士及外籍司机；
（根据团队人数，通常为 12-45 座豪华旅游巴士）
 专业中文领队及当地中文导游；
 泰式午晚餐（午/晚餐八菜一汤）或国际自助餐；餐桌为 8-10 人一桌；
 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旅行责任险；
不含项目：
◆司机、导游小费：全程人民币 180 元/人（30 元×6 天）；
◆泰国个人旅游签证费用
◆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额外消费费用；
◆服务项目未提到的其它一切费用（包括自费项目）
；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
损失；
◆12 岁以下：泰一地不占床与大人同价，12-18 岁，占床加收 600 元/人。
◆60 以上：附加费 200 元/人，如老人、儿童、教育工作者、记者以及传媒人数如超过全团
的 20%团价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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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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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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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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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可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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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住宿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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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造成火灾刑责或饭店物品损
坏而要求住客赔偿；
8、
饭店游泳池如时间未开放及无救生人员在现场，请勿自入泳池内，否则如有意外发
生须自行负责；
9、
搭乘船只或从事水上活动时，务必穿上救生衣，船只行走时请勿走动，切勿将手或
脚放置船边受伤。海边戏水，切勿超过安全警戒线的范围。我们必须再三声明：只
有您最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如孕妇、心脏病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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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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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团体活动时不要离队，如真有需要单独离队时，务必征询当团的领队同意，且必须
签署个人离队书一份交给当团领队保存（即如有任何意外发生，一切后果自负），并
请特别留意自身安全。
11、 与野生动物合照时，切勿作弄或拔动动物须毛，请听从驯兽师的指导，以免因人为
因素而发生意外；
12、 泰国因季节性的关系，难免客人至泰国会有水土不服偶尔泻肚的状况，请尽量避免
食用生冷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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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己乱用药物。
服务标准说明
1、
景点说明：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
道门票；
2、
行程说明：
（1） 本社有权调整行程先后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
（2） 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3） 根据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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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 21 点前（含 21
点）起飞的，行程均不含午餐或晚餐；
3、
酒店标准：
（1） 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
（2） 东南亚国家习惯吃简单的早餐，酒店提供的早餐通常都有炒饭、面条、面包、
咖啡、茶、果汁等;
（3） 东南亚国家的三、四星级酒店大堂都比较小，无商场，电梯每次只能乘坐少
部分人和行李，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4） 东南亚的酒店双人标准房会设置成两张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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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
用时可拉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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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说明：

1、
2、
3、
4、

全程不强制购物；
不增加行程标注额外购物店（须经过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
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为自愿购物；
行程规定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这类购物店不属于旅游定点商店，若商
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5、
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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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费说明：
1、
自费项目费用包含门票、车费、导游和司机服务费、停车费、入城费、预订费等综
合费用；
2、
报价中有⊙记号的项目为团体共同参加的优惠团队价，如果人数不够，请旅客与导
游互相斟酌；
3、
请您在选择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将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
字确认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权益；
4、
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确认；
如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文件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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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尊重导游、地陪
和司机的服务，按惯例支付小费，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退税说明：
◆游客未在旅游团指定商店购物造成未能退税，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保险说明：
1、
我社推荐上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客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额外上医疗 30 万、医疗 50
万或 70 万保险；
2、
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且在出团前 180 日内未经过
治疗的疾病（如心脏病复发、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移植手术复发、孕妇、精神
病发作等等）
；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履行是协
议，退还未游览景点门票费用或当地旅行社更换成等价值的旅游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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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游客因个人原因放弃跟团补交离团费 800 元/天。
补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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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