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信息

航段 代码 航班时刻 备注

广州-普吉岛 CZ6057 2245-0120+1 去程

普吉岛-广州 CZ6058 022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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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普吉岛 —— —— 敬请自理

DAY2
普吉-攀牙湾-红树林长尾船-007 岛[含上岛]-割喉岛+

泛舟之旅-水上回教村-沙发里丛林四合一-人妖表演
酒店

红林林马来水

上屋
永合餐厅

DAY3 斯米兰群岛出海一日游 酒店 岛上简餐 泰式 BBQ 烧烤自助餐

DAY4 珊瑚岛-人蛇大战表演-泰南天然橡胶中心-普吉老镇 酒店 岛上简餐 碧海蓝天餐厅

DAY5 珍宝苑-神仙半岛-四面佛-普吉机场 酒店 王大福海鲜餐 Kingpower 国际自助餐

DAY6 普吉机场-广州 自理 —— ——

酒店

参考

2 晚网评五星泳池别墅

酒店名 网址

卡西塔普吉酒店 The Casita Phuket http://thecasitaphuket.com/

普吉岛莱斯棕榈瀑布别墅 LesPalm Waterfall Pool Villa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9988945.html

2 晚海边网评五星酒店或同级酒店

攀瓦日落度假村 Panwa Sunset Resort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

普吉岛阿里斯托酒店 The Aristo Resort Phuket http://www.aristoresort.com/

纳玛卡度假卡马拉酒店 Namaka Resort Kamala https://www.namakaresortkamala.com/

查龙奇迹湖景酒店 Chalong Miracle Lakeview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1530651.html

普吉岛阿里斯托酒店 纳玛卡度假卡马拉酒店 普吉岛莱斯棕榈瀑布别墅

声明：以上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适合国人普吉岛旅行的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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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makaresortkamala.com/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1530651.html


【行程参考】

DAY1 广州-普吉岛

早：敬请自理 中：敬请自理 晚：敬请自理 酒店：网评五星泳池别墅

指定时间白云机场集合，由专业领队带领乘坐南方航空豪华客机前往－普吉岛，在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柔波里，环拥着一颗璀璨

的明珠—普吉岛。阳光、沙滩、海洋，充满动感的热带风情，使泰国这座最大的岛屿，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富盛名的休闲度假区。

DAY2 普吉-攀牙湾-红树林长尾船-007 岛[含上岛]-割喉岛+泛舟之旅-水上回教村-沙发里丛林四合一-人妖表
演
早：酒店早餐 中：红树林马来水上人家 晚：暹罗古式餐厅/永合餐厅 酒店：网评五星泳池别墅

酒店早餐的，午餐于【马来水上人家】。随后带上防晒用品，乘车前往码头搭乘长尾船漫游有国电影“007 金枪客”拍摄地之

一【占士帮 007 岛】（含上『15m』，一线天为海中独有，亦为攀牙“海上小桂林”美誉的【攀牙湾】『普吉岛距攀牙湾 75 公里，

车程约 70m』，攀牙湾山峰耸峙，怪石嶙峋，海景如画，风光雄浑壮丽，景色变幻万千，两岸尽是连绵不绝的红树林，宛如蓬莱仙

境，实属世界奇景。

特别赠送惊险刺激的【割喉岛泛舟之旅】『45m』（温馨提示：请自付教练小费 100 铢/艇），首先于船上完成两人或三人一组

的配对，前往参观美丽而灿烂的钻石洞及滴成冰淇淋形状之钟乳石，不禁令人赞叹造物者之神奇，奇岩怪石、嶙嶙峋峋的围绕在您

周围，九弯十八拐地循序造访，仿佛置身于瑶池仙境中。

【沙发里四合一】（丛林骑大象+猴子学校+大象表演+割橡胶）沙发里乐园展现了一副原汁原味的泰国南部风土画卷，葱郁的热

带雨林里，典型的泰国乡村小路蜿蜒曲折，茅草屋、泰式高脚屋错落有致地散布园中。不体验一次【丛林骑大象】你的普吉岛之旅

都不算完整。骑在温和的大象背上，趟过潺潺的溪水，悠然漫步在热带雨林间，原始丛林风光一览无余。乐园里的【大象表演】非

常精彩，聪明的大象能用鼻子转圈、掷飞镖、踢球、投篮，幸运的观众还能上台与小象互动。接着观赏【猴子学校】走钢丝、骑车、

打伞、采椰子、打篮球等等精彩表演；了解泰南【割橡胶】以及橡胶半成品的制作过程。

前往欣赏【人妖秀表演】约 1 小时，华丽壮观的场景和美轮美奂的妆扮一定让您大开眼界！看看那些比女人还要女人的人妖们，

风情万种令人难忘的表演。

温馨提示 1：若需和人妖拍照，请自备好小费。

DAY3 斯米兰群岛出海一日游
早：酒店早餐 中：岛上简餐 晚：泰式 BBQ 烧烤自助餐 酒店：海边网评五星酒店

今天提前赶紧把漂亮的比基尼、太阳镜、防晒油（非常重要）通通拿出来，“武装”好自己！

早餐后，出发前往【斯米兰群岛】。斯米兰群岛是泰国非常适合潜水的水域，拥有 11 个岛屿。这里是宁静的热带群岛，且这

些岛屿都未经开发，岛上呈现原始、纯朴的大自然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岛下遍布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因此这里也被潜水

爱好者誉为世界十大潜水胜地之一。您可以尽情的游泳与浮潜，同时可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自由活动。斯米兰岛的美丽是无

法用言辞来形容的，只有您的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4号安岛】

这里大片坚固的珊瑚礁高度逐渐地降低到大概 30-40 米，由于海水深度的增加，这个位置被沙子所代替了。在这些岛屿周围



形成的旋涡状的、营养丰富的水域有着大量色彩艳丽的热带鱼, 在这些水域观赏到巨大鱼儿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在这你也

许会偶然碰到美洲豹鲨鱼，甚至鲸鱼。这里有二十多处合格的潜水点，有许多已发展起来拥有自己的国际声誉。

【7号巴布岛 koh pabu】

这里的【仙境礁(Fantasy Reef)】, 是适合于勘探大量水下岩石形成的受欢迎的地点，同时在这也能碰到一些活的发光物

体。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浮潜】，一览海底世界丰富的鱼群，及五彩缤纷的珊瑚。

【9号班古岛浮潜】

9 号岛上的【圣诞角（Chrismas Point）】,这里是以系列蜿蜒迷人的海湾而得名，多彩成群的蓝鳍鲹，金枪鱼穿梭其中，潜

水爱好者您不妨体验畅游其中的乐趣这里是以系列蜿蜒迷人的海湾而得名，多彩成群的蓝鳍鲹，金枪鱼穿梭其中，潜水爱好

者您不妨体验畅游其中的乐趣。

【8号斯米兰岛】

8 号斯米兰岛上的象头岩(Elephant Head)可能是这群岛屿中著名的潜水地带，这里是以伸出海面到斯米兰岛西南角的、形状

不规则的岩石而命名的。【仙境(Fantasy Reef)】, 是适合于勘探大量水下岩石形成的受欢迎的地点，同时在这也能碰到一

些活的发光物体。

温馨提示 1：岛上餐通常较为简单，因为食物原材料需随交通工具运送上岛资源有限望谅解！

温馨提示 2：旅客于离岛或海边参与水上活动时，请注意自身安全，患有高血压、心脏衰弱、癫痫、刚动完手术、酒醉、

孕妇等恕不适合参加。

温馨提示 3：特别提醒每位游客乘坐快艇时必须穿救生衣，不能坐船头，若不按规定乘坐，发生意外身体伤害，旅行社只

负责协助办理意外保险，旅行社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若遇大风大浪不能出海经协商更改其它行程或乘大船前往游览。

DAY4 珊瑚岛-人蛇大战表演-泰南天然橡胶中心-普吉老镇
早：酒店早餐 中：岛上简餐 晚：碧海蓝天餐厅 酒店：海边网评五星酒店

早餐后，泰国【珊瑚岛】是印度洋安达曼海上的一个小岛，普吉蓝钻岛拥有洁白闪亮如钻石的细沙，从透明渐变到深蓝

的海水，这个美丽的袖珍海岛，就像一颗钻石镶嵌的安达曼海上！

午餐后返回市区，前往【毒蛇研究中心】，可欣赏精彩的人蛇大战，其园与泰国皇室合作，共同研究金刚眼镜蛇的毒液

萃取物对人体的抗毒、解毒及清毒的功效。参观【泰南天然橡胶皮革中心】，您在这里可以亲身感受下乳胶制品的舒适、透

气、抗菌等特性。是自用及赠送亲友的最佳礼物。我们前往【普吉老镇】，作为普吉岛的第一条街，从琳琅满目的老招牌中

可以窥见这个小岛的历史。五颜六色的南洋风格老建筑也非常适合拍照，分分钟拍出文艺少女的感觉。

而且老街周围有很多非常棒的餐厅和咖啡厅，绝对不能错过哦~

温馨提示 1：旅客于离岛或海边参与水上活动时，请注意自身安全，患有高血压、心脏衰弱、癫痫、刚动完手术、酒醉、

孕妇等恕不适合参加。

温馨提示 2：特别提醒每位游客乘坐快艇时必须穿救生衣，不能坐船头，若不按规定乘坐，发生意外身体伤害，旅行社

只负责协助办理意外保险，旅行社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若遇大风大浪不能出海经协商更改其它行程或乘大船前往游览。

DAY5 珍宝苑-四面佛-神仙半岛-普吉机场-广州



早：酒店早餐 中：王大福海鲜餐 晚：Kingpower国际自助餐

前往【珍宝苑】泰国是世界红蓝宝石的主产地之一(世界 ISO9002 质量鉴定保证)琳琅满目的红、蓝宝石、印度洋深海珍

珠、泰丝等让您任意选购自己锺意值优且工艺精细的珠宝饰物，并有国际保证书及售后服务等双重保障，苑内休息厅亦备有

各式免费果汁、啤酒、咖啡任您畅饮。【四面佛】四面佛的四面顺时针方向第一面求平安、第二面求事业、第三面求爱情婚

姻、第四面求财运。烧一套香烛，插一小束花在佛前，据说是很灵的。【神仙半岛】『45m』，位于普吉的最南端，因景致迷

人，情调浪漫，又有四面佛供奉于此，被称为神仙半岛。参观结束后，还可带一些手信回去给亲朋好友。

指定时间前往普吉国际机场，乘机返回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自行散团，返回温暖的家。

DAY6 普吉机场-广州 早：敬请自理

返回温暖的家，结束浪漫的普吉之旅。愿您留下美好回忆，并期待下一次相逢！

以上行程和航班时刻均为大家参考，一切都以出团通知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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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通知：根据泰国出入境规定中国三个省：新疆省，河南省，湖南省，这三个省入泰国必须要有身份证。另回族同胞

也必须要身份证。其他省份没有要求。2016 年 3 月 1 日开始执行。请参加普吉岛旅行团的客人的注意查看护照并带上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

注意事项

1、此价格为持中国护照的销售价格，持非中国护照（外籍护照或港澳护照）需加收￥500/人。（注意：持香港或澳门

行政区特区护照出团时必须携带回乡证等有效证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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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位成人成行；如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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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现的景点必须会游览。

6、如客人不随团由指定口岸出境，请自理签证及前往机场交通费，不作任何退款。

7、航班时间以航空公司公布为准。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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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签证所需提供的资料：护照原件（须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足够的签证空白页）、半年内的近期 2寸彩色照片 2张（限

白底）

9、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这次旅行，旅行当中的景点门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餐费、车费等均不退还；由于

客人个人取消后所产生的房损也需由客人自己承担费用。

10、游客的购物属于客人的自行购买行为，我公司不承担客人的自愿购买行为责任。

11、行程表中所列自费项目，客人有权自愿选择参加。我社提供的自费项目参考价格适用于 10 人以上团队，如果参与

人数不够 10 人，将无法享受此团体优惠价格，具体价格视参加人数而调整。如客人参加自费涉及到用餐的，餐费已经退在

自费项目内，不另退餐费或安排用餐。

12、境外的当天行程到酒店休息为止，客人私自外出发生一切意外均与旅行社无关。

13、客人不得随意离团，否则将收取 RMB1500/人/天离团费用；离团期间出现安全事故，责任客人自理！

14、60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需有直系亲属的陪同，患病旅行者和孕妇不得参团。

15、普吉岛五月至十月为雨季，有时海上风浪较大，因天气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赠送项目及自费不能进行，我公司

将不予退费，可协商更换其它项目或推后行程。

16、客人和导游之间兑换当地货币，若返程之时未用尽，请及时同当地导游兑回，回国后我社不代为兑换。

17、【特别提醒】应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失信人（包括失信人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人员）不得乘坐飞机之规定，各大航空

公司均不允许失信人购买飞机票（详细限制内容参见；中国执行信息共开网相关声明 http://zxgk.court.gov.cn/）。如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4 晚酒店（以两人一房为标准），泰国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酒店星

级标准以国内主流网站评定为准；海岛游多大床，请出团前务必告之房型，我司尽量安排。

2、含行程所列正餐及酒店早餐。

3、用车为空调旅游巴士。

4、

团体经济舱机票、燃油附加费、旅行社责任保险。

费用不含

1、当地导游服务费￥300/人。（需出团前付清）

2、签证费。（个人旅游签/提前签 250 元，请提前 15 天寄护照）

3、包团领队的费用。

4、11 岁以下小童不占床大小同价，占床加收 600 元/人，12 岁-18 岁小孩必须占床加收 600 元/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加收 500 元。

游客属失信人，请勿报团出行！如已列为失信人的游客仍决定参团出游的，请于报名缴费前向旅行社明确说明此情况，由

旅行社安排是否参团。2、如游客违反告知义务，需自行承担旅游不能成行、购机票款不能退回的损失（包括因占位虚耗机

位未能出票的机票全款损失）旅行社将按照旅游法之规定退款，且不能开具任何发票。游客违反告知义务，若导致航空公

司取消全团旅客座位，将承担其他游客购票损失及不能按时出行之损失的赔偿责任。国家法院失信人验证网站为

http://shixin.court.gov.cn。

特别提示注意事项：水上活动及快艇搭乘

贵宾在参加海岛活动时请根据自己的水性来选择参加。游泳及浮潜时请注意水下环境，以免被珊瑚等海洋生物碰伤。

不要故意去触摸水中的各种热带鱼群，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害。海边戏水游泳时不要单独活动，更勿超过海边、海上安全

警界线的范围。在出海搭乘快艇过程中，因快艇比较颠波，请坐在船舱内，切勿坐船头或船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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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前往斯米兰需乘坐将近 2 小时快艇，为了保证游客安全，0-3 岁及 60 岁以上无法安排出海，出海当天旅行

社将安排不能出海的客人在码头等候，无费用增减，敬请客人留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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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6、个人出境护照费用。

7、往返国际机场交通费用或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8、全程单房差 1500/人。

9、外籍护照（包括港澳台地区）：加收￥500/人外宾附加费。

10、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

11、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12、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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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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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泰国海关规定，半年有效期以上的护照原件+约 20000 泰铢等值货币作为旅游备用金，有可能

会在海关抽查，如因备用金引起的所属情况，额外产生的旅游费用请自理。

泰国普吉岛补充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

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旅游法释义条款规定：经双方协议安排购物和自费，必须向旅游者披露购物场所和自费项目的真实情况，包括购物场所

名称、自费项目内容和价格、以及购物自费时长等，且在不得有前款所致诱骗情形下，与旅游者协商一致。

出发日期：_____年__月___日；线路名称：_______日游；团队编号：___________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经过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本协议所约定之购物项目，均为甲方主动要求增加，乙方无任何强迫性行为，在约定的购物项目活动中，甲方同意自

行承担相关风险。

2、此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作为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因不可抗力或无法预见的

情况导致行程变更或人数太少等原因无法安排时，请您谅解，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3、请您注意当地及我国法律针对物品种类、物品数量、关税、退税、信用卡等方面相关规定，有疑问时请咨询接待导游

或相关人员，因您自身原因产生的问题我社不承担责任。（此条不适用境内游）

4、协议行程指应旅游者要求安排的议定行程，本协议行程应旅游者要求，安排以下当地特色旅游购物店

购物场所名称 商品 说明

珍宝苑

主营：主营泰国红、蓝、黄、白宝石首饰，以及其它

稀有有色宝石饰品。兼营：珍珠、玛瑙、翡翠等饰品，

以及银器、木雕、橡胶手工艺制品等。

面向各个国家游客。红黄蓝宝石为泰国特

产天然宝石，红宝石象征爱情，最稀有最

昂贵；黄宝石象征财富，价格次于红宝石；

蓝宝石象征事业，三宝中价格最低。另外

还有一种白宝石价格最实惠。

国立毒蛇研究中心
主营：具有提取毒蛇有效成分和精华的解毒丹、蛇油

丸、风湿丸、蛇胆丸、蛇鞭丸、蛇粉、调经丸

这是继巴西之后设立于泰国的世界仅有的

生物科研机构，由泰国五世皇创办，目前

由泰国皇家政府主办。PS：这里的标价以

美金计。

泰南乳胶皮革店
主营：枕头，床垫等等各种乳胶加工品、泰国鳄鱼皮、

珍珠鱼皮、大象皮制饰品。

泰国原产的纯天然乳胶，可以制作成各种

环保安全的枕头，床垫等。

泰国鳄鱼皮、珍珠鱼皮、大象皮制饰品。

二、购物项目说明

1、行程单中的购物场所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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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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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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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费项目说明（自费表请看附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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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天气原因或预定不成功的情况除外）；并请



您务必签字确认交给领队，以保证您的权益。

2、自费项目，以自愿为原则，客人可自由选择，具体价格请以当地地接报价为准！

3、潜水、海底漫步、漂流、浮潜、香蕉船或高空滑翔等高风险项目，请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在充分了解到此项目

的风险性后谨慎选择，我社不建议游客参加上述高风险项目。个人旅游意外险对高风向项目是不承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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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