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芽庄 CANCXR 3U8397 广州-芽庄 1955-2155 去程

芽庄-广州 CXRCAN 3U8398 芽庄-广州 2255-0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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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行程

简要

DAY1 广州芽庄-入住酒店休息 自理 --- ---

DAY2 芽庄出海游（黑岛、蚕岛） 酒店 蚕岛自助餐 人气牛杂火锅

DAY3 珍珠岛乐园畅游 酒店 自理 自理

DAY4 五指岩-芽庄大教堂-占婆塔-机场广州 酒店 越式特色餐 自理

酒店星级 酒店名

酒店

参考
五星酒店

芽庄夸亚酒店 D＇Qua Hotel

芽庄维斯那酒店 Vesna Hotel

芽庄地平线酒店 Nha Trang Horizon Hotel

孟清奢华温特鲁酒店 Muong Thanh Luxury Vien Trieu Hotel

芽庄夸亚酒店 芽庄维斯那酒店 芽庄地平线酒店

声明：以上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适合国人旅行的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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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精品酒店，请务必收客之前给客人介绍!

【行程参考】

DAY1 广州芽庄
早：敬请自理 中：敬请自理 晚：敬请自理 酒店：芽庄五星酒店

于指定时间在白云机场出境大厅集中，搭乘客机飞往越南“东方马尔代夫”之称——芽庄（飞行时间约 3 小时）。时差

比中国北京时间慢 1 小时）



DAY2 芽庄出海游（黑岛、蚕岛）

早：酒店早餐 中：蚕岛自助餐 晚：人气牛杂火锅 酒店：芽庄五星酒店

早餐后前往【黑岛（Mun）】：黑岛的海水清澈透明，晴朗天气下海水能见度达 20 米，船在码头区域停下来，游人登船上

岛可以在海边尽情游弋，观看海底美丽的珊瑚，象丛林一般在水中摇摆，巨大的贝壳悄悄匍匐在礁石上，海星满不在乎地踱

着方步，大大小小的热带鱼在珊瑚间游弋，啄食着珊瑚上寄生、的生物。 清晰感受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地和你融为一体。

【蚕岛游】我们将更多的时间留在此岛。属于星级度假胜地，悠长细白的海滩绵延 1000 米、沙白水清；是各种上活动爱好

者的必游之地。宁静优雅，拥有芽庄最美丽的沙滩和海岸线。在这里游客可以在大海边尽情游弋和漫游蓝天碧水。在岛上可

以欣赏到蚕岛特有的歌舞表演（上午 09；00-10:00 和下午 14:00-15:00），每人赠送热带水果一盘（含荔枝、西瓜、芒果、

菠萝等）。蚕岛上各类生活、娱乐设施齐全，如游泳池，露天吧台、特色餐厅等等。您还可以自费参加各种水上娱乐活动，

如摩托车、托翼伞。更可以免费使用水上独木舟和儿童乐园水上活动

DAY3 珍珠岛乐园畅游
早：酒店早餐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芽庄五星酒店

早上用餐后前往码头，乘坐缆车到珍珠岛，珍珠岛位于芽庄最大的竹岛，占地 20 万平方公里。岛上有 5 星级酒店、 别

墅、高尔夫球场、大型水上乐园 Vinpearl Water Park）（包括人工造浪池、刺激的滑水道、全长 900 米的懒人河等等水上游

乐设施）、绵延的私人沙滩、越南最大的室内水族馆 （VinpearlUnderwater World）、大型游乐场（Game Zone）包括高山滑

车、云霄飞车、海盗船、碰碰车、旋转木马等）、美食村（Vinpearl FoodVillage）以及购物街。珍珠岛全年阳光明媚，岛上热

带花卉姹紫嫣红，沙滩绵延细白，您可以在这座无忧岛上尽享最美好的时光。

DAY4 五指岩-芽庄大教堂-占婆塔--机场广州

早：酒店早餐 中：越式特色餐 晚：自理

早餐后前往【五指岩】(游览时间 40 分钟）这里有芽庄少有的花岗岩海岸，日出日落时分非常宁静，突起的岩石朝着大

海的方向延伸，可以感受到惊涛骇浪。前往【芽庄大教堂】（外观）是一座哥特式教堂，建于 1928～1933 年．也很有法国味，

教堂有钟塔和美如锦花、绘满《圣经》故事的天窗玻璃，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清凉之意。教堂外是繁杂吵嚷的街头，教

堂内则静谧平和，俨然另一个世界。教堂每天早晚举行弥撒活动．常能在门外听见诵经声或唱诗班美如天籁的歌声。然后前

往【占婆塔】(游览时间 40 分钟），此处供奉的是占婆神话中的天依女神婆那加。她是古时候统治芽庄的占婆王国之母，印



度教徒称占婆女神是印度教希瓦神(Siva)的化身，越南佛教徒称她为天依女神。占婆(champa)，是在今天越南中南部存在过的

古老国家，梵文名占婆补罗，意为占族所建之城。然后乘车前往芽庄机场，返回广州机场，结束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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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岁为小童价，减 300 元/人；12 岁以上必须占床按照成人价。

● 单房差：600 元/人/团（节假日另行通知）。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芽庄五星酒店 （一共 3晚）双人标间， 一人一床位。

2. 3 正餐（8菜 1汤，餐标 40 元/人）、3 个酒店早餐。（请参照行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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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行程中所列明的景点费用

费用不含

1. 导游服务费 200 元/人。

2. 越南落地签证 250 元/人。

3. 境外一切个人消费。

4. 航空公司临时上涨燃油附加费。

5. 内候机和转机的餐食，一切私人费用及不可抗力因素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等。

6. 2 至 11 岁为小童价，减 300 元/人；12 岁以上必须占床按照成人价。

7. 非大陆护照附加费 500 元/人

8. 行程里面的购物安排必须参加，若不参加或因其它原因不能参加，需交付 800 人民币离团费。

9. 全程单房差 600 元/全程。（如遇节假日则另行通知）

10. 离团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责任客人自理，出现单间需补足差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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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包团领队的费用，个人出境护照费用。

13. 机场往返程交通费用。

14. 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

15. 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16. 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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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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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20. 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签 证 资 料 VISA NEED



1. 落地签需要批文才能拿登机牌，落地后准备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原件+2 张 4*6 厘米白底彩照+落地签表格；

2. 免签信息（以领馆落实为准）：韩国、日本、芬兰、俄罗斯、挪威 15 天免签；菲律宾 21 天免签；印尼、老挝、泰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 30 天免签；

3. 持美国/香港等地的护照不免签，需按正常签证流程办理；

4. 持有 APEC 商务旅游卡越南签证可免签。

如果客人因护照原因，有出境不良记录，拒情节严重，出签时间可能变长也有可能会被拒签！

特别提醒：根据柬埔寨、瓦鲁图等国领馆通报，曾用柬埔寨、瓦鲁图等国签证前往澳门/香港但没有以上国家真实入境记录

的客人，将不发放签证。同时，客人因外出旅游等原因持其他国家真实签证出境，在办理出境手续时，如曾有用以上国家签

证前往澳门而没有真实入境记录的经历，各关口边检有权利拒绝客人出境。如客人有以上经历而被拒签，或被边检拒绝出境，

所造成之一切损失由客人承担，与我司无关！如因客人护照原因导致不能出境所有责任由客人承担！

因客人的护照、签证或其他私人问题以及有关边检、海关等政府行为，而导致客人不能如期出境或不能出境；非旅行社过失

的，我司概不负任何责任及作任何赔偿。如因客人护照上有不良记录，包括假签证和借证过境等，如被边检拒绝出境，团费

不作任何退款

注意事项

1、时间及气候：越南时间比中国时间慢 1 小时；越南全年高温多雨，年平均气温在 24℃左右，南部分旱雨两季月至 10 月

为雨季；

2、着装：白天温度比较高，可穿着轻便夏装，注意防晒！夜间有时较凉，可携带一件薄外套，请携带鞋应以轻便合脚适宜

行走为主，不宜穿新买的鞋、高跟鞋；

3、个人携带物品：剃须刀、护肤品、化妆品、太阳帽、太阳镜、防蚊水、防晒霜、等个人用品，请视自身需要携带；

4、货币：越南有些地方不流通人民币，您可以携带人民币到当时跟地接导游兑换越南盾，或者您可以在出国前将人民币兑

换为美元，到当地再兑换为越南盾，或者到达越南有银联标志的 ATM 取越南币（各个银行手续手续费各不一样，请提前致

电各大银行）；

兑换的货币够用即可在越南购物，大商店多可刷银联卡、MasterCard、VISA 卡，人民币兑换越南币参考汇率 1：3100－3300；
5、海关：海关规定每人最多可以携带人民币 20000 元或折合 5000 美金的等值外币，超出部分需要向海关书面申报，请尽

量不要超过规定，超出部分可能会面临征税、罚款或没收，携带单价超过 5000 元的摄像机、相机、镜头等贵重物品需在托

运行李前向海关申报；每位旅客可免税携带 1 升酒类、250 克烟草或 200 支香烟或 50 只雪茄，大件越南红木家具及工艺

品出境需报关，购买的古董或复制品要从卖主手里取得收据和清关证；

6、通讯：越南拨国内座机：0086+（第一位是 0 的省去不拨）区号+电话号码；越南拨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码国内拨越

南座机：0084+（第一位是 0 的省去不拨）区号+电话号码；

7、酒店：酒店内一般设有收费电话、房间内有偿饮料及小食品等，请询问清楚后使用，以免结账时发生误会；吸烟注意安

全，离开酒店时请仔细检查个人物品，不要遗漏。

8、越南特产：木雕、香水、咖啡、绿豆糕、菠萝蜜干、乳胶制品、沉香等是到越南旅游值得购买的纪念品，自用或馈赠亲

友均宜；

9、小费：越南是一个有付小费习惯的国家，餐厅酒吧的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酒店行李员、按摩店服务员等提供了服务是

需要付小费，一般付 2 万盾；

10、随团注意事项：请听从领队和当地导游安排，不得擅自离队；旅游大巴车内禁止吸烟，保持车内卫生；记住导游宣布集

合的时间和地点、所乘大巴的颜色、牌照号码；集体活动时要遵守时间，避免因个人迟到、掉队影响全团的正常行程；在不

减少原行程的游览景点及保证游览时间的基础上，导游可对原行程游览先后顺序进行适当的调整；

11、越南紧急电话：救护车 115、火警 114、 警察 113；
12、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以及脊椎，腰椎，关节本身有伤病的客人，孕妇，小孩以及 50 岁以上的老人等不适于乘船

过岛，如坚持要过岛者若发生意外事件，一切后果请自行负责。在出海乘坐快艇中出现的受伤，生命危险或者死亡的情况，

我们会尽力协助客人，但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客人承担，同时就此我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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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