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新加坡 CAN-SIN TR101 1040-1500 第一天（去程）

新加坡-广州 SIN-CAN TR100 0515-0925 第六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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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新加坡-鱼尾狮公园-滨海湾花园 —— —— 黑胡椒螃蟹餐

DAY2
圣淘沙欢乐世界-药油超市-珠宝中心-乌节路 DFS-渡轮码

头-巴淡岛
酒店

米其林推荐餐厅-松发

肉骨茶
印尼风味餐

DAY3 天恩弥勒佛-印尼文化村--公主湾海边沙滩俱乐部侏罗纪 酒店 印尼皇家宴 印尼风味餐

DAY4 白沙岛出海一天(含水上项目） 酒店 岛上自助简餐 ——

DAY5
彩虹桥-丝绸店-乳胶店-特色奎龙海鲜餐-美食夜市-轮渡

码头-新加坡机场-星耀樟宜
酒店 奎龙海鲜餐 夜市自理

DAY6 新加坡--广州 —— —— ——

城东乐怡乐怡渡假村 瑞丽酒店 RELC 国际酒店

TRAVELODGE BATAM 巴淡岛水上屋 HORISON KING

声明：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适合国人巴淡岛旅行的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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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参考

1 晚新加坡四星酒店参考

城东乐怡乐怡渡假村（主推）/瑞丽/RELC/京华/帕克道樟宜/品质或同级

1 晚巴淡岛当地五星酒店

ASTON BATAM 阿斯顿/SWISSBELL/BESTWESTERN 酒店或同级

2 晚巴淡岛水上屋

SBS 度假村 http://www.sbsresort.co.id/



【行程参考】

DAY1：广州 新加坡-鱼尾狮公园-滨海湾花园
早：敬请自理 中：敬请自理 晚：黑胡椒螃蟹 酒店：新加坡四星酒店

于指定时间（具体时间以出发前通知为准）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出发厅集中，在我公司领队带领下乘坐国际客机飞往

亚洲四小龙之一，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飞行时间约 4 小时）。抵达后专业导游接团，游览新加坡象征【鱼

尾狮公园】（约 45 分钟）,坐落在新加坡河畔，是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政府大厦、维多利亚公园、旧国会大厦等著

名建筑也尽收眼底。下午前往参观【滨海湾花园】（约 40 分钟），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分布于公园各处的１８棵“擎天

大树”，游客可登上高达２２米的连接在两棵“擎天大树”之间的空中走道，鸟瞰滨海南花园、滨海湾金沙、摩天观景

轮以及其他新加坡具有标志性建筑。

注:滨海湾花园不安排入温室参观。

DAY2：圣淘沙欢乐世界-药油超市-珠宝中心-乌节路 DFS-轮渡码头-巴淡岛
早：酒店早餐 中：米其林推荐餐厅-松发肉骨茶 晚：印尼风味餐 酒店：巴淡岛当地五星酒店

早餐后，前往度假胜地【圣淘沙欢乐世界】，这里是被誉为最迷人的度假小岛，占地 390 公顷，曾经只是一个小渔村，

现在已改造为多姿多彩的娱乐设施和休闲活动区域，素有"欢乐宝石"的美誉。圣淘沙被视为新加坡旅游与娱乐业的璀灿

明珠，是集主题乐园、热带度假村、自然公园和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历史和文化的重现、昼夜不眠的娱乐、

郁郁青葱的环境、修剪齐整的花园、细浪拍岸的海滩，让人流连忘返。之后前往【药油超市】进行参观（约 60 分钟），

新加坡以现金技术闻名，选购新加坡最著名的药油：千里追风油、鳄鱼油、蜜蜂疗、狮子油等。

之后前往【珠宝中心】（60 分钟）了解先进的珠宝加工过程,其后可在珠宝展示厅自由参观选购各式各样的珠宝 及钻石

精品。午餐前往享用【米其林星级推荐餐厅-松发肉骨茶】，极具南洋特色的胡椒肉骨茶，香味浓郁，肉质鲜嫩，经过新

加坡必尝的地道风味食品。之后前往潮流购物天堂-乌节路【免税店 DFS】(约 60 分钟)，在此可选购各式世界名牌包包、

化妆品。指定时间集合，前往轮渡码头，乘船前往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省最大的岛屿—【巴淡岛】。巴淡岛是印尼国内仅

次于巴厘岛的第二大旅游目的地，享有"小巴厘岛"之称。它是印尼距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小岛，因为是个免税港，几乎所

有新加坡人都喜欢到巴淡岛来消费和玩乐。后送回酒店休息。



DAY3：天恩弥勒佛-印尼文化村-公主湾海边沙滩俱乐部侏罗纪
早：酒店早餐 中：印尼皇家宴 晚：印尼风味餐 酒店：巴淡岛水上屋

早餐后，前往【天恩弥勒佛】(约 60 分钟)，是当地最大型的佛教大学，位于巴淡岛市区。体验独有的印度尼西亚风

情，参观巴淡岛佛寺之一，天恩弥勒佛院。寺庙带有明显的中国建筑特色：红色的寺身，还有悬挂在天花板的红灯笼。

在此为亲朋许愿祈福，求得平安。前往【印尼特产工业园】(约 30 分钟)，了解园内各种具有当地特色手信，咖啡、

特产等。之后前往【印尼文化村】(约 60 分钟)，这里各种不同的民族建筑，俨然成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天堂圣地。

我们邀请游客开启体验印度尼西亚的旅程，从不同种族的平和生活、房间到印尼特色的艺术表演，从印尼的建筑上体

验到印度尼西亚时代的变化。午餐在内品尝极具特色的印尼皇家宴-黄姜饭。

之后前往【公主湾海边沙滩俱乐部侏罗纪】(约 120 分钟)，可以在海滩边上自由活动，畅享阳光海滩，可以免费体验

俱乐部内的配套设施：兔子乐园，侏罗纪森林，猴园，远洋之路，滑水道，高尔夫球场（含每人 20 颗球的挥杆数）。

晚餐后，入住巴淡岛水上别墅，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宁静时光。

DAY4：白沙岛出海游玩一天（含水上项目）
早：酒店早餐 中：岛上自助简餐 晚：敬请自理 酒店：巴淡岛水上屋

白沙岛是一座十分漂亮的私人岛屿上，岛上铺满柔软细腻的白沙。小岛独立于海上，幽禁的环境使这里的海水格外的

澄静，蓝天白云细沙碧水，这里不仅吸引着外国游客，也是本地居民休闲度假的场所。

酒店前往码头（约 90 分钟），码头乘大船前往白沙岛（约 30 分钟），可尽情游玩【欢迎饮料】【麻将】【飞镖】【象棋】

【沙滩排球】【沙滩椅】【独木舟】【皮皮圈】【水上乐园】



DAY5：水上屋-彩虹桥-奎龙海鲜餐-乳胶中心-丝绸店--美食夜市-码头-新加坡机场
-星耀樟宜
早：酒店早餐 中：奎龙海鲜餐 晚：夜市自理 酒店：温馨的家

早餐后，驱车前往【彩虹桥】(车观，约 30 分钟)，由六个壮观的桥链接芭淡岛及其他岛屿，各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使它成

为了巴淡岛的代表性标志。从第一座桥梁到最后一座桥梁的行驶需要约 20 分钟。午餐前往享用巴淡岛特色奎龙海鲜餐，

下午前往【乳胶工厂】(约 60 分钟)，印尼是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国，在这里有货真价实的乳胶床垫。前往【丝绸店】(约

60 分钟)，观赏印尼特色蜡染丝绸制品。结束后前往【美食夜市】，可以在夜市内品尝海鲜以及当地美食（费用自理）。指

定时间集中，乘坐渡轮返回新加坡(约 45 分钟)，乘专车前往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有充足时间慢慢欣赏有着世界最佳机

场之称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其最不容错过的景观——“星耀樟宜”。（内部布满绿植和自然景观，兼具商业、休闲娱乐等

多功能体的空间。）最值得每一个路过的旅人，都驻足欣赏一番。

DAY6：新加坡机场—广州
早：自理 中：自理 晚：自理 酒店：温馨的家

乘坐国际航班返回广州(飞行时间约 4 小时)，抵达后散团，结束愉快小马代旅程，愿你有个美好的回忆，我们下次再聚！

(新加坡与巴淡岛有 1 小时时差，以实际船班时间为准)

所有景点行程当地导游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的顺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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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床按照正价加 300 元/人；12-18 岁必须占床加收 1000 元/人。

● 香港、台湾以及外籍护照：加收￥1000/人。● 单房差：1200 元/人/团（节假日另行通知）。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新加坡当地 4 星酒店 1 晚、巴淡岛当地 5 星酒店 1 晚+巴淡岛水上屋 2 晚。

2、 新加坡团队签证。

3、 7 正餐、4 个酒店早餐。（请参照行程内容，早餐酒店内享用、正餐餐标新段 RMB50/人，

巴段 RMB 30/人。围餐以八菜一汤或七菜一汤为标准。）



4、用车为当地空调旅游巴士，一人一正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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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行程中所列明的景点费用（部分不适合小孩行程，并且无费用可退，敬请谅解！）

7、往返 20KG 行李托运；

费用不含

1、不含导游服务费 300 元/人。

2、境外一切个人消费。

3、航空公司临时上涨燃油附加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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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非大陆护照客人增加￥1000/人，签证自理。

6、12-18 岁小孩必须占床加收 1000 元/人，12 岁以下小孩不占床加收 300 元/人；

7、客人必须全程跟团

8、60 岁以上收老人附加费 300 元每人。

9、全程单房差 1200 元/全程。（如遇节假日则另行通知）

10、往返航机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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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费项目

日期 自费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 备注

望新台下午茶+海鲜晚餐+SPA 含上行程所列项目

自费项目说明：1、上述项目参加人数若未达到约定最低参加人数的，双方同意以上项目协商条款不生效，且对双方均无约

束力；2、上述项目履行中遇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双方均有权解除，旅



行社在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3、签署本协议前，旅行社已将自费项目的安全风

险事项告知旅游者，旅游者应根据身体条件谨慎选择，旅游者在本协议上签字确认视为其已明确知悉相应安全风险事项，

并自愿承受相应后果；4、旅游者自行选择的自费项目导致人身财产损失，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购物场所

地点 名称 简介（主要商品种类、特色等） 停留时间 备注

新加坡 药油超市 主营：药油千里追风油、鳄鱼油、蜜蜂疗、狮子油等 60 分钟 客人自行

要求在旅

游过程进

入上述地

点~

新加坡 珠宝中心 主营：七彩宝石、时来运转、宝石系列 60 分钟

巴淡岛 丝绸店 主营：蜡染丝绸制品 60 分钟

巴淡岛 乳胶中心 主营：枕头，床垫等等各种乳胶加工品。 60 分钟

购物场所说明：

1、行程单中的购物场所说明：协议购物店 4 站，土特产店、免税店、巧克力中心、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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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程单中的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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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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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