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巴厘岛 CANDPS GA897 0220/0730 去程

巴厘岛-广州 DPSCAN GA896 1800/2320 返程

备注：散拼不可指定航班，由航空公司调配，以上为参考航班，最终航班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行程表中所列航

班的起抵时间均为当地时间，“+1”表示航班第二天抵达。

行程

简要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DAY1 广州–巴厘岛–乌鲁瓦图海景下午茶– 入住酒店 ——
印尼风味餐

中式料理
——

DAY2
蓝梦岛+金银岛（恶魔眼泪+浮潜+独木舟+水滑梯+跳水台+

海边鸟巢+海景秋千)-土特产
酒店 岛上自助餐 中式料理

DAY3
POLO-阿勇河漂流 1 小时–BAHAMA 网红鸟巢（共 12 个鸟

巢 + 2 条桥 + 1 个大石可拍摄+下午茶）--金巴兰海滩
酒店 脏鸭餐 海盛海鲜餐

DAY4 自由活动 酒店 —— ——

DAY5 乳胶店– 丝绸店– 库塔沙滩+洋人街--机场 酒店 洋人街自理 飞机餐

酒店

参考

四晚精品酒店或同级酒店

酒店名 网址

NATYA HOTEL http://www.natyahotel.com/natya-hotel-kuta/

QUEST SAN HOTEL https://www.questhotels.com/en/hotel/view/8/quest-hotel-san-denpasar

NEO HOTEL DENPASAR https://www.neohotels.com/en/hotel/view/14/hotel-neo-denpasar

THE VASINI https://www.thevasini.com/

SIESTA LEGIAN http://siestalegianhotel.com/

Hardy s rofa https://www.rofakutahotel.com

NATYA HOTEL QUEST SAN HOTEL NEO HOTEL DENPASAR

声明：以上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适合中国人巴厘岛旅行的酒店，所有团全部入住以上酒店其中之一，若届时酒店满房，

将按照同级调房！当地五星等同于国内四星，绝非精品酒店，请务必收客之前给客人介绍!

http://www.natyahotel.com/natya-hotel-kuta/
https://www.questhotels.com/en/hotel/view/8/quest-hotel-san-denpasar
https://www.neohotels.com/en/hotel/view/14/hotel-neo-denpasar
https://www.thevasini.com/
http://siestalegianhotel.com/


【行程参考】

DAY1 广州–巴厘岛–乌鲁瓦图海景下午茶–入住酒店

早：敬请自理 中：印尼自助餐或中式料理 晚：敬请自理 酒店：巴厘岛酒店

请各位贵宾在约定时间自行前往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集合（如：10 月 31 日出发，您应该在 10 月 30 日晚上到达机场集合）办

理登机手续，搭乘印尼鹰航飞往巴厘岛,抵达后跟随导游乘坐空调旅游车前往情人崖，在这里，您可以一边欣赏印度洋海岸美景，一

边悠闲享用【乌鲁瓦图海景下午茶】,安排用午餐后入住酒店。

DAY2 蓝梦岛+金银岛（恶魔眼泪+浮潜+独木舟+水滑梯+跳水台+海边鸟巢+海景秋千）-土特产

早：酒店早餐 中：岛上自助餐 晚：中式料理 酒店：巴厘岛酒店

早餐后，搭船前往【蓝梦岛】，【金银岛】金银岛在北纬 16 度 27 分，东经 111 度 31 分。位于甘泉岛西南约 7 海里。在永乐环

礁之西端。岛长 1275 米，宽 560 米，最高处达 8 米，面积 0.36 平方公里。这里的海水清澈无比，水下生物清晰可见，非常适合潜

水。

蓝梦岛+金银岛包含岛上 7 大项目：

1、浮潜 2、独木舟 3、水滑梯 4、跳水台 5、海边鸟巢 6、海景秋千 7、恶魔眼泪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费尽情游玩各项水上项目，玩累了，海天一色的沙滩泳池，什么也不做，半躺在水中享受温情脉脉的阳光，

或者靠在沙滩椅上，悠闲地翻几页书，啜一口色彩缤纷的鲜榨热带水果汁，发个呆，打个盹儿，有连绵的海浪声依稀相伴，好不惬

意！在这风景如画的海上乐园，让我们玩尽疯狂刺激的海上活动，让我们换个方式，体验真正的海岛乐趣！结束后搭船，返回巴厘

岛；

温馨提示：所有的水上活动均有一定的危险性，请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评估风险参与。如您计划参加水上活动，建议准备好泳

衣泳裤及多备一套衣服，以便水上活动之后可以更换。

我们前往【土特产】，名目众多的特产：胡椒粉、咖哩、鸡汤酱、虾饼……

DAY3 POLO-阿勇河漂流 1小时–BAHAMA 网红鸟巢（共 12个鸟巢 + 2 条桥 + 1 个大石可拍摄+下午茶）--

金巴兰海滩

早：酒店早餐 中：脏鸭餐 晚：海盛海鲜餐 酒店：巴厘岛酒店

早餐后，前往【POLO】POLO 服装在印尼生产，价格优惠，可以选购适合的服装送给亲人朋友作为手信哟。

【阿勇河漂流 1 小时】（Ayung River）亦叫爱咏河，阿勇河长 11 公里，流经上有 22 处急流点，两岸均是原始森林的变换景象。

一般橡皮艇上乘坐 4-6 人，全程路线不低于 2 小时。整个线路上，迎面而来的景观，忽而是茂盛的树林、忽而是辽阔的田野；忽而

是阴森的蝙蝠洞；忽而是美丽的瀑布，变换无穷，令人赞叹不已。难怪许多游客感慨，到了阿勇河漂流，才知道真正的巴厘岛。

【BAHAMA 网红鸟巢鸟巢】凹造型必备景点，巨型鸟巢，渐渐成为各大国内外博主的巴厘岛小秘密。还有挂在树上巨型鸟巢，更

加适合情侣拍照，欣赏这震撼的丛林景观。

http://www.yododo.com/area/4-01-05-12019


晚餐前我们前往巴厘岛最著名的落日观赏地【金巴兰海滩】海景落日、沙滩、歌手民谣、美食、点点烛光,无限浪漫。把巴厘岛

旅游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DAY4 自由活动

早：酒店早餐 中：敬请自理 晚：敬请自理 酒店：巴厘岛酒店

今天没有烦人的 morning call，可以睡到自然醒。全天，我们彻底放松，自由活动，体验真正的度假生活，百分百的慵懒，百

分百的悠闲。亦可参加各种好玩的水上项目。

可参加各种自费项目：

1.东海岸海上一日游+车资+导游服务

2.来一次特色 SPA（红酒、LULU、热石…）

3.沙滩俱乐部下午茶、晚餐。

*温馨提醒：全天自由活动不含中晚餐，您可以就近在酒店用中晚餐，具体价格详询酒店餐厅，费用自理，如需外出酒店游玩

用餐请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跟我社领队打好招呼。

*注意：海岛旅游项目，危险性较高，如离开导游参加其它自费项目，旅客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在旅行社责任及旅游保

险范围内。

DAY5 乳胶店–丝绸店–库塔海滩+洋人街--机场

早：酒店早餐 中：洋人街自理 晚：飞机餐 酒店：温馨的家

【丝绸店】选购合适的丝绸制品、【乳胶工厂】选购合适的乳胶制品。

【库塔海滩】是巴厘岛最美海滩之一，库塔海滩是巴厘岛上最著名的戏水场所，是最繁华、游人最多的地区。这里的海滩平坦、

沙粒洁白、细腻，海滩风急浪高,不适合泛舟、游泳，但却是冲浪的好地方，深得寻求刺激的年轻一族的青睐。

【洋人街】另一种不同的享受便是逛街—,是巴厘岛著名的商业街。尽管街道并不宽，却张弛有道，热潮涌动，却不喧闹。穿梭在

一个又一个的店铺中，精油的芬香、琉璃的饰品、鬼魅的头像、异国情调，绝对令你爱不释手。这是巴厘岛的不夜城，一个商业密

集、热闹繁华的地方，是巴厘岛屿的商业中心。回忆旅途中的种种，相信此行已深刻地印入您的脑海，飞机起飞时刻在即，行程结

束难免，但巴厘岛的热情永远在南洋的海上，期待您下一次的造访！

特别说明：

● 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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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行程上安排的酒店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一级别的酒店，敬请留意。

●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时间临时调整，我社将以实际航班时间安排客人用餐，但不做任何经济赔偿。

● 2至 12 岁为小童价，不占床按正价加 300 元/人；12-21 岁必须占床按照正价加 600 元/人。

● 香港、台湾以及外籍护照：加收￥500/人。

● 单房差：1000 元/人/团（节假日另行通知）。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巴厘岛酒店 （一共 4 晚）双人标间，一人一床位。

2. 4 天酒店早餐以及行程所含的正餐。

3. 用车为当地空调旅游巴士，一人一正座。

4. 团体经济舱机票、燃油附加费、旅行社责任保险、旅游意外保险。

费用不含

1. 印尼专属导游服务费￥300/人（需出团前付清）

2.2 至 12 岁为小童价，不占床按正价加 300 元/人；12-21 岁必须占床按照正价加 600 元/人。

3.客人不得随意离团，否则将收取 RMB1000/人/天离团费用，离团期间出现安全事故，责任客人自

理，出现单间需补足差价。

4.除行程表所列之外的个人消费，超重行李、航空及个人意外保险。

5.包团领队的费用，个人出境护照费用，机场往返程交通费用，护照费用。

6.全程单房差 1000 元/全程。（如遇节假日则另行通知）

7.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

8.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9.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10.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11.非我社所能控制因素下引起的额外费用，如：自然灾害、罢工、境外当地政策或民俗禁忌、景

点维修等。

12.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13.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注意事项

1. 此价格为中国人价格，外籍护照需加收￥500/人。

2. 特价团，小童与成人同价，包团小童请咨询我司销售专员。

3. 如出现有单人或单男单女，则以加床为原则，出现单人房须收取单间差价费用。

4. 团体以 16 位成人成行；如不足 16 位成人，我司将不派领队。

5. 此行程为团队往返，行程表上的行程当地导游在征求客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调动时间顺序，但出现的景点必须会游览。

6. 航班时间以航空公司公布为准。航空公司有权对航班作出任何更改，如有变动，我司恕不另行通知，请以电话确认为准。

7. 巴厘岛对持中国护照的客人实行免签，客人无需寄/交护照及任何证件给我司。

8. 护照要求：有效期为半年以上的出境护照，三页以上空白页，客人务必检查清楚。

服务标准



机票标准

广州起止全程团队经济舱机票及机场税，团队机票不允许改名、退票、改票、改期。（不含航空公司临时新增的燃油附加费）

酒店标准

行程中所列酒店的双人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或我社有权提前说明情况并调整夫妻及亲属

住宿安排）

用餐标准

行程中所列餐食，午晚餐为中式团队餐（10-12 人一桌，餐标八菜一汤)或西式餐（套餐或自助餐）或当地特色餐。如果不

用餐或因个人原因超过用餐时间到达餐厅无法安排餐的情况，不再另补且费用不退。（用餐时间在机场候机或飞机上的餐食

由客人自理）

景点标准

行程中所列景点的首道门票（不含景区内的二道门票及个人消费）。行程表中标明的景点游览顺序和停留时间仅供参考，我

公司有权根据当地交通等情况调整景点顺序，实际停留时间以具体行程游览时间为准。

用车标准

空调旅游巴士。

导游司机标准：全程中文领队；境外专业司机和中文导游。

购物标准

按行程表所安排购物店为准，不增加额外购物店（如增加须经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为自愿购物，

所购商品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行程内经过的景区商店、餐厅、商场、集市、中途休息站等商店不属于旅游定点购物店，

若游客在此类购物店所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费标准

以行程表所安排的自费项目为准，不增加额外行程项目（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具体安排详见《自费项目表》。

声明：如因航空公司或天气原因造成飞机延误，所造成的费用，我司将不做出任何补偿。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

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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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该酒店的真实

档次或星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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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购物安排补充协议

编号：GZGJ-2015-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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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能影响其他旅游者的行程

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本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旅游购物场所，具

体约定如下：

一、购物场所简述及安排

购物场所名称 购物场所特点（指主要售卖商品等） 停留时间 备注

土特产 土特产 1 小时

丝绸店 丝绸产品 1 小时

乳胶店 乳胶工厂 1 小时

Polo 衫 服装等等 1 小时

其它：

1、行程单中的购物场所说明：协议购物店 4 站，、免税店、Polo、景点内手工制品不属于协议购物点，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

济情况谨慎购买，所购商品如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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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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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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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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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约定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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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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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行程单中的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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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不建议购买，如购买

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三、关于退换货

1、本协议约定旅游者在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购物的产品，如旅游者有退换货要求时需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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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购物场所

协议购物店 3 站，土特产店、免税店、景点内手工制品不属于协议购物点，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谨慎购买，所购商品

如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受组团社及地接社委托该团导游为甲方授权签字代表，乙方为旅游者本人（18 岁以下

未成年人需监护人签名）。

甲方（旅行社）：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旅游者）：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导游：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