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新加坡 CAN-SIN CZ353 0835-1230 第一天—去程

吉隆坡-广州 KUL-CAN CZ350 1335-1740 第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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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环球影城畅玩 4小时-晚餐 —— —— 黑胡椒螃蟹餐

DAY2
鱼尾狮公园-滨海湾花园-乌节路 DFS-健康生活馆-珠宝中心-新

山-马六甲
酒店 松发肉骨茶 中式围餐

DAY3 马六甲-云顶高原-布城-缅玉馆-吉隆坡 酒店 —— 中式围餐

DAY4
吉隆坡-黑风洞彩虹天梯-马拉皇宫-土特产-乳胶-双子塔外观-I

LOVE KL 文化馆-独立广场
酒店 中式围餐

花雕黄酒鸡

特色餐

花雕黄酒鸡

特色餐

DAY5 吉隆坡-巧克力中心-机场广州 酒店 —— ——

酒店

参考

新加坡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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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六甲 3 星酒店

CASA BONITA/颐庭酒店/TERRA NOVA 或同级

吉隆坡升级 2晚网评 5钻酒店

吉隆坡 帝盛酒店/Saujana sha 绍嘉纳酒店酒店或同级

声明：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适合国人度假旅行的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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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参考】

DAY1：广州新加坡-圣淘沙-环球影城畅玩 4 小时-晚餐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黑胡椒螃蟹餐 酒店：新加坡 4 星酒店

是日于指定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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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队协助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南

方航空国际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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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后前往度假胜地【圣淘沙欢乐世界】(约 6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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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入【环球影城】，游玩（约 4 个小时）。【圣淘

沙环球影城】坐落在新加坡最大规模的亲子家庭休闲目的地-圣淘沙名胜世界，在这里让电影世界的神奇，为您掀开探险旅程

的序幕。斗恶霸、追明星，您将随著不同电影的剧情，从—个荧幕转移到另—个，沉浸在星光大道的耀眼光芒。在新加坡环

球影城（赠送环球影城门票），您将被独有的娱乐体验深深吸引、惊叹不已。

环球影城设置 24 个游乐设施和景点，各自精彩，其中包括深具创意的双轨过山车，一人坐著另一人悬挂，彼此在高空擦



身而过。这个最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设计了突如其来的扭转、出其不意的快速下坠、及贴身交叉交错等令人窒息的变化，绝

对让您嘶喊尖叫。

此外，恐龙、狐猴、可爱怪物以及埃及木乃伊等，务必为您的探险添加无数的惊险和刺激。 拥有 18 项专门为新加坡环

球影城设计或修改的游乐设施，将让您有一个难忘旅程。一阵阵欢笑声和尖叫声此起彼落，为您拼凑出无数美好的回忆。除

了主题餐馆和商店，这里也能开放为企业活动量身定做节目，提供独—无二的活动场所。

晚餐后入住酒店。

DAY2：鱼尾狮公园-滨海湾花园-乌节路 DFS-养生馆-珠宝中心-新山-马六甲
早：敬请自理 中：松发肉骨茶 晚：中式围餐 酒店：马六甲当地三星酒店

酒店早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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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前往【滨海湾花园】，建有多棵巨大的超级树 (Supertree)，十分引

人注目。这些超级树其实是一座座 16 层楼高的垂直花园（备注：滨海湾花园不安排进入室内植物园参观）。随后前往【健康生

活馆】进行参观（约 6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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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前往【珠宝店】(约 60 分钟)，新加坡珠宝中心历史悠久，在此可欣赏到精巧品质优良的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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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后驱车前往新山关口，驱车前往新山过关（车程约 3 小时），驱车前往马六甲，开展【欧陆风情之旅】（约 30 分钟）。

【葡萄牙广场】此广场建于 1980 年代后期，是仿造葡萄牙同类型建筑的样式而建。【荷兰红屋】约 300 多年来，它一直是政

府机关所在地，直至 1980 年才改为马六甲博物馆,【圣保罗教堂】位于马六甲城的最高点，是欧洲人在东南亚修建的最古老的

教堂。

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DAY3：马六甲-云顶高原-布城-缅玉馆-吉隆坡
早：酒店早餐 中：敬请自理 晚：中式围餐 酒店：升级吉隆坡网评 5钻酒店

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有避暑胜地之称的【云顶高原】这里山峦重叠，林木苍翠，花草繁茂，空气清新怡人。东面有森

巴山，西面是朋布阿山，登山公路曲折迂回。云顶的建筑群位于海拔 1772 米的鸟鲁卡里山，在云雾的环绕中犹如云海中的蓬

莱仙阁，又如海市蜃楼。在这里可以饱览云海变幻莫测的奇观。晴空万里时，视野辽阔，夜间西观可欣赏吉隆坡辉煌的灯火；

凌晨东眺，云海晨曦，绚丽无比。进入云顶后，自由活动，有机会前往娱乐城小试身手,说不定可以满载而归。更可以在这里

寻觅各色东南亚美食，满足你们吃货的心。



敬请自理午餐。

下午返回市区，驱车前往吉隆坡，游览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布城 Putra jaya】，又称太子城：【布城清真寺 Putra Mosque】

（约 10 分钟）(温馨提示:游客可进入参观，但女性游客需在入口右方自行借取罩袍才能进入，开放时间至下午四点。)，【布

城湖】（约 10 分钟）、【首相府 Pedana Putra】（约 10 分钟）(温馨提示:此景点为政府部门办公地点，不对外开放，仅可

在外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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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DAY4：吉隆坡-黑风洞-皇宫-土产店-乳胶店-独立广场-马来高脚屋-I LOVE KL 文化馆-双子塔
外观
早：酒店早餐 中：中式围餐 晚：花雕黄酒鸡特色餐 酒店：升级吉隆坡网评 5钻酒店

酒店早餐后，前往参观【黑风洞】（约 30 分钟），黑风洞是印度教的朝拜圣地，位于吉隆坡北郊 11 公里处，是一个石

灰岩溶洞群，处在丛林掩映的半山腰，从山下循 272 级陡峭台阶而上即可到达，也有缆车直抵洞口。前往【乳胶工厂】(约 60

分钟)，马来西亚是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国，在这里有货真价实的乳胶床垫。下午开展市区观光，游览【皇宫】（约 20 分钟）

【独立广场 Dataran Merdeka】（约 15 分钟），【吉隆坡城市画廊（I LOVE KL）】（约 30 分钟），前往【独立广场】（约

20 分钟），吉隆坡的标志性建筑【高等法院】（约 10 分钟），【马来高脚屋】，高脚屋是由木桩架空离地数尺的单层建筑，

离开地面越高，说明男主人的地位越高。高脚屋不仅可以防湿防潮，它的木桩都是四方形的，可以防止动物的攀爬，特别是

防止蛇的侵袭。在高脚屋的四周，种植着许多热带植物，让人感到马来人的生活是那么的悠闲祥和。之后前往【土特产店】

（60 分钟）。前往吉隆坡著名的【双子塔】（约 2 0 分钟），马来西亚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塔高 452 米，共地上 88 层，

是吉隆坡的知名地标以及身份象征，此处安排外观拍照留念。

温馨提示: 皇宫景点为元首宫邸，不对外开放，仅能在外围拍照。

DAY5：：巧克力中心-吉隆坡机场-广州机场
早：酒店早餐 中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温馨的家

酒店早餐后，之后前往【巧克力中心】（约 60 分钟）,马来西亚是巧克力原产国，这里的巧克力便宜又好吃，而且大

部分都是坚果夹心的，超级实在，回国送朋友送亲戚的首选！！！后乘车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坐国际航

班返回广州(飞行时间约 4小时)，抵达后散团，结束愉快新马之旅，愿你有个美好的回忆，我们下次再聚！

https://baike.so.com/doc/6022715-62357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5002-3335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03054-6516578.html


(新加坡与吉隆坡跟中国时间没有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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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元/人。

● 香港、台湾以及外籍护照：加收￥500/人。● 单房差：1200 元/人/团（节假日另行通知）。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住宿标准：新加坡当地 4 星酒店 1 晚、马六甲 3 星 1 晚、吉隆坡网评 5 钻星酒店 2 晚。

2、新加坡团队签证。

3、全程含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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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50/
人，马段 RMB 30/人。围餐以八菜一汤或七菜一汤为标准，含特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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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电子旅游签证费用 250 元/人；

（马来西亚酒店税需客人自理，现付酒店。约为 10 马币/间/晚）

（签证所需资料：客人在 3 个月内没有进入过马来西亚+护照复印件+电子版 2 张白底大一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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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陆护照客人增加￥500/人，签证自理。

7、12-18 岁小孩必须占床加收 ¥800/人，12 岁以下小孩不占床加收 300 元/人；

8、客人必须全程跟团

9、60 岁以上收老人附加费 300 元每人。

10、全程单房差 1200 元/全程。（如遇节假日则另行通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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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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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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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店 主营：各式珠宝、玉器、宝石制品 60 分钟

马来西亚 乳胶店 主营：枕头，床垫等等各种乳胶加工品 60 分钟

马来西亚 土特产中心 主营：保健品、东革阿里、各式干货特产 60 分钟

马来西亚 珠宝中心 主营：各式珠宝、玉器、宝石制品 60 分钟

马来西亚 巧克力中心 主营：当地巧克力\锅具制品 60 分钟

购物场所说明：

1、协议购物店 6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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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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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