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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玩全景 珍情珍意

1、正宗首选：特别安排龙山寺、大教堂景点，独家深入游览，非车观外观。（若当日无法进入，

即退赔每人 10万越盾；）

2、餐饮升级：全程六个餐次，三次标餐，一次特色，一次正宗越南传统美食宴，一次海鲜自助。

3、行程品质：行程张驰有致，彰显滨海休闲度假品味。

4、贴心服务：行程内双语双导服务，服务更贴心，避免语言交流障碍。

5、贵宾专属：国际景区，专设贵宾专属区，尊显 VIP身份。

6、品质保障：保证零自费，导游擅自增加自费景点，当场退赔每人 500万越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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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航班|——

DAY 01 飞抵芽庄

飞向芽庄拥抱大海，抵达后入住酒店（参考航班：8L853 18:35-21:00 ）
于当天提前 2 小时抵达当地国际机场，飞抵达恬静内敛的越南滨海小城芽庄。芽庄在越南语中表示“竹林河流”之地。之后入住酒店休

息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芽庄星级酒店

DAY 02 无珍珠·不时尚——大海上的迪斯尼，在水一方

睡到自然醒，早餐，10 点集合，乘车至【珍珠岛】码头，乘坐缆车或快艇登岛开始娱乐活动。珍珠岛乐园，乘坐世界最长

的跨海缆车上岛，平稳而舒适。岛上有游乐设施、4D 影院、水上乐园、激光音乐喷泉、水族馆、海豚表演、唯美海滩和 6

星级酒店。部分娱乐项目有风险、请依据自身身体状况参与活动。

一大放送：价值 188 元，海鲜火锅。

友情提示：注意下岛时间按时下岛，避免全团延时等待或漏接情况；岛上娱乐活动均有良好的避险措施，若不

慎受伤，地接社有义务协助客人与娱乐区进行理赔交涉。其中产生各种支出，能走国内旅游险的走保险，保险

无法涵盖的需客人承担。

早餐 酒店内 午餐 自理 晚餐 海鲜火锅 住宿 芽庄星级酒店

DAY 03 天堂湾之恋·碧海银沙，欢声笑语

早餐后乘车赴最美海滩——【天堂湾】,踏上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蓝，天空是湛蓝的，海水也是湛蓝的，很明媚，很

耀眼，很纯净；一眼望去是无际的白色沙滩，人很少，不用挤，还有椰林、海浪、新鲜海鲜（自理），带您体验芽庄

最美的私人海滩。晚餐特别独家安排越南百年品牌——玄香米粉。

两大放送：

A、180 元泥浆浴——泥浆保健养生、恢复体力的功能为世人公认。
B、独家安排越南百年品牌玄香米粉，佐以法棍、鲜蔬，汤鲜粉滑，令人胃口大开。

早餐 酒店内 午餐 滨海午餐 晚餐 玄香米粉 住宿 芽庄星级酒店

DAY 04 享受生活：滨海小城拥有咖啡一样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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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车至【婆那加占婆塔】（40 分钟），建于八世纪的红塔依然释放着雌性之美，梵音在耳，时间静止在铺满阳光的

午后。午餐后，乘车往【五指岩】，海边岩壁有如五指手印，这里是电影《情人》主场景拍摄地。穿过具有越南风情的建筑，

欣赏由民间艺人演奏的越南本土音乐！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团餐 晚餐 自理 住宿 芽庄星级酒店

DAY 05 极品出海·特别赠送海上酒吧红酒派对

早餐后，8：00 酒店大堂集合，乘车至芽庄湾，参加出海离岛游，木船有客仓，有甲板，中间几排长椅，可坐 30 人左右，

岛与岛之间乘船时间不等；【黑岛】（Mun 岛）的海水清澈透明，岛上纯朴自然，是日光浴的好去处，途经【沙岛】，岛上

除了翠绿树木的自然景观，还是热爱帆板、冲浪运动者的好去处，可在岛躺下晒太阳，享受宁静时光。中午，船靠【竹岛】

登岛用餐、游览，请备好泳衣，【水上酒吧派对】随时开始。

随后，乘船登【蚕岛】，岛上活动应有尽有，可以欣赏蚕岛五星酒店特有的歌舞表演(每日即时专为团队客人大众表），尽情

享受沙滩太阳浴，还可以于 2400 平米泳池尽情畅游，在歌声里，在椰风海韵在陪伴下结束海上活动。

独家安排南方庄园餐厅歌舞晚宴。

三大放送：

A、价值 199 元，极品出海之水上酒吧红酒派对

B、价值 189 元，蚕岛精品游

C、独家安排南方庄园餐厅歌舞晚宴。

特别提示：注意手机畅通，按时于指定地点集合，前往金兰机场，乘机返回家园。

早餐 酒店内 午餐 出海简餐 晚餐 歌舞晚宴 住宿 芽庄星级酒店

DAY 06 留恋海边·品味海居生活的奢华与激情 芽庄昆明 （参考航班：8L854 22：00-00：30）

早餐后，睡到自然醒，车观龙山寺、大教堂，品味海居生活的缓慢与惬意。晚上抵达长水国际机场，结束愉快休闲的芽庄

之旅。

特别提示：注意手机畅通，按时于指定地点集合，前往金兰机场，乘机返回家园。

早餐 酒店内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 X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我司有权利根据航班、签证、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保留对行程
的景点、出团时间、游览先后顺序等做出适当调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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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特别重要，我们特别提示您认真阅读并遵守：
根据《中华任命共和国旅游法·第二章·旅游者》第十六条相关法规：
“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团、脱团。”之法律约束，请您遵守并自觉维
护法律之尊严。如您在旅游过程中脱团、分团，则表明您已事实已单方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六章·第十九条·第二款》"合同解除“情形处理。您脱团、分团后，您与我们的合同关系自行取消。我们将在您
脱团、分团当天取消行程中未完成项目以及您的住房，同时您的行为亦表明您愿意承担脱团、分团后的一切费用，
包括餐饮、住宿、交通、景点门票以及个人财产、人身安全等，均由您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与损失。并愿意承担由
此引起的各种法律后果。

出发前准备：

1．旅行证件：请您务必携带本人护照，出入境如遇到因护照引起的问题而影响行程，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包括团费），均由客人自负。
行李：航空公司规定，经济舱客人托运行李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
2．着装：越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24-30 摄氏度；请携带泳装，防晒霜，墨镜等，以便你更好的与海水进行亲密接触！
3．应带物品：出团时请自备牙具，洗漱用品，拖鞋，因亚洲地区酒店不配备此类物品，主要是为环保及个人卫生。雨伞、胶卷、太阳镜、
护肤品等日用品也请自备。依照机场的相关规定，随手提行李携带的液态物品容积要小于 100ml，若超过此规格则只能托运。请自备密
封袋或其它防水包装，以便您参加水上活动时保护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不受损坏；
旅游出行须知：
1.团队机票一经开出，不得更改，不得签转，不得退票；另飞行时间、车程时间、船程时间以当日实际所用时间为准。如遇国家或航空公
司政策性调整机票、燃油税价格，按调整后的实际价格结算。此行程为参考行程，在征得客人书面同意后，我公司地接导游保留根据时
间，天气，航班的变化对行程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的权利。
2.所有酒店大床标间以酒店安排为准，三/四星酒店房间大小、有无窗户均以酒店安排为准。团队报价按 2 人入住 1 间房核算（标间大床
酒店随机安排），如出现单男单女，自由行一概无法拼房，请补齐单房差以享用单人房间。
3.为了不耽误您的行程，国际航班请您在起飞前 12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登机以及出入境相关手续；如涉及海外国内段行程，请您在航班
起飞前 6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费用包含：
昆明-芽庄往返国际机票、星级酒店住宿、行程所列用餐5早6正、境外交通、行程所列观光景点首道
门票、中文专职导游。
费用不含：签证费和离境税 550 元每人、单房差
1.护照费、机税、越南签证、昆明机场接送，航空保险；
2.私人性质的消费(如交通费，洗衣，电话，酒水,购物等)；
3.因罢工、台风、交通延误或变更等一切不可抗拒因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按旅游法执行)；
4.按照国际惯例，转机及候机的用餐自理；
5.航空公司的机票及燃油附加费临时加价以及境外大型会议或当地旅游旺季之类引起的酒店的临时加价及汇率升幅；
6.行李超重；
7.单房差。因出现单男单女或者客人要求一人一间，需要支付房差;
8.自由活动时间的餐费、交通费、出入境行李海关课税；
9.当您在旅游过程中（所有高风险的项目不在保险范围内）不慎受伤，请第一时间和导游联系，或您直接通知自己的组
团旅行社向保险公司报案，同时您应该保留所有证据（可能是照片，可能是团友或导游的书面说明），旅行社会积极配
合协助处理，但所有医疗费用，请您先行垫付，然后准备好所有发票（100 元以内保险公司不受理），按照保险公司具
体规定向保险公司理赔（所有已含项目和费用客人不参加或取消的属自愿放弃不退）。

签证资料：
1、有效期 6 个月以上护照（签证空白页需有最少三页以上）；
2、照片要求：提供白底（4*6 彩照），必需 3 张最近三个月且不与护照相同，背后必须要有客人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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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团通知最晚于出团前 1 个工作日发送，若能提前确定，我们将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5.旅途中除自由活动时间，不允许客人离团、不允许客人滞留不归，若不随团活动则需加收离团费 RMB1500 元/人。客人自愿放弃行程
将不作任何退款处理
6.如因客人个人原因需旅游途中提前回国者，回国费用自理，后面未完成行程作自动放弃处理，费用不退，如另有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若因客人出团前临时改变、取消计划，团队机票无法退或改票，地接酒店及其他相关费用均不退费，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
7. 旅游中自由活动时间内推荐的自费活动项目，均为建议性项目。客人本着“自愿自费”的原则选择参加，如您自愿参加，需在行程中
另行签署书面协议。当部分项目参加人数不足时，则可能无法成行或费用做相应调整。
8.凡孕妇、以及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胰腺炎、癌症等疾病及年满 80 周岁以上游客，请勿报名参团，如有隐瞒，一切责任及费
用由游客自理。
9.此行程非本社独立成团，与其他旅行社散客联合发团。

预订须知

【病患者、孕妇及行动不便者预订提示】

为了确保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请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如存在下列情况，因服务能力

所限无法接待：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伤寒等传染病人；

（2）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功能不全、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病人；

（3）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等病人；

（4）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等病人；

（5）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病人；

（6）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 克/升以下的病人；

（7）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

（8）孕妇及行动不便者。

【老年旅游者预订提示】

（1）70 周岁以上老年人预订出游，须持有省级定点医院或成都市级定点医院出具的《健康状况证明》并有家属或朋友（因服务能力所

限无法接待及限制接待的人除外）陪同，与旅行社签订《免责协议书》方可出游。

（2）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 80 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未成年旅游者预订提示】

（1）未满 18 周岁的旅游者请由家属（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及限制接待的人除外）陪同参团。

（2）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 18 周岁以下旅游者单独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外籍人士预订提示】

如您持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护照，请在预报前注明。本产品行程及价格均适用于外籍人士。

安全提示：

为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及旅游文明公约，使您的旅程顺利圆满完成，特拟定《旅游安全须知》和《旅游文明条约》：

（一）旅游安全须知：

为了增强游客安全意识，普及旅游安全基本常识，使游客参加活动的计划圆满、愉快、顺利地完成，请认真阅读本须知并严格履行，防

止意外事件。

一、乘车（机、船）安全事项：

1.游客在机、车、船停稳后方可上下机、车、船。并按机场、车站、港口安全管理规定或指示标志通行及排队上下机、车、船；要讲究文

明礼貌，先照顾老人、儿童、妇女；切勿拥挤，以免发生意外。请勿携带违禁物品。

2. 游客乘坐飞机时，应注意遵守民航乘机安全管理规定，特别是不要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等无线电通讯工具或电子游戏等。在机、车、船

临时停靠期间，服从服务人员安排，请勿远离。

3.游客在乘车、乘船途中，请不要与司机交谈和催促司机开快车，违章超速和超车行驶；不要将头、手、脚或行李物品伸出窗外，以防意

外发生。

4.游客下车浏览、就餐、购物时，请注意关好旅游车窗，拿完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否则出现遗失被盗旅行社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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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安全事项：

1.游客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酒店的太平门、安全出路、安全楼梯的位置安全转移的路线。

2.注意检查酒店为你所配备的用品（卫生间防滑垫等）是否齐全，有无破损，如有不全或破损，请立即向酒店服务员或导游报告。如因当

地条件所限，未能配备，请游客小心谨慎，防止发生意外。餐厅、卫生间、洗澡间地面湿滑，请游客小心慢行，防止滑倒，发生意外。

3.贵重物品应存放于酒店服务总台保险柜或自行妥善保管，外出时不要放在房间内，若出现丢失，后果自负。

4.不要将自己住宿的酒店、房号随便告诉陌生人；不要让陌生人或自称酒店的维修人员随便进入房间；出入房间要锁好房门，睡觉前注意

房门窗是否关好，保险锁是否锁上；物品最好放于身边，不要放在靠窗的地方。

5.游客入住酒店后需要外出时，应告知随团导游；在酒店总台领一张酒店房卡，卡片上有酒店地址、电话或抄写酒店地址或电话；如果您

迷路时，可以按地址询问或搭乘出租车，安全顺利返回住所。

6.遇紧急情况千万不要慌张。发生火警时不要搭乘车电梯或随意跳楼；镇定地判断火情，主动地实行自救。若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

用重衣物压火苗；必须穿过有浓烟的走廊、通道时，用浸温的衣物披裹身体，捂着口鼻，贴近地、顺墙爬走；大火封门无法逃出时，可

采用浸温的衣物披裹身体被褥堵门缝或泼水降温的办法等待救援或摇动色彩鲜艳的衣物呼唤救援人员。

三、饮食卫生安全事项

1.在旅游地购买食物需注意商品质量，发现食物不卫生或有异味变质的情况，切勿食用。

2.不要接受和食用陌生人赠送的香烟、食物和饮品，防止他人暗算和失窃。

3.旅游期间要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或贪食。

4.为防止在旅途中水土不服，游客应自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切勿随意服用他人所提供之药品。

5.旅行社不提倡、不安排饮酒，并对游客因饮酒发生的意外不承担责任。喜欢喝酒的游客在旅途中应严格控制自己的酒量，饮酒时最好不

超过本人平时的三分之一；若出现酗酒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益以及造成自身损害的一切责任由肇事者承担。

四、自由活动安全事项

1.自由活动游客需要离开酒店时，应告知随团导游或领队；在酒店总台领一张酒店房卡，卡片上有酒店地址、电话或抄写酒店地址或电话

；如果您迷路时，可以按地址询问或搭乘出租车，安全顺利返回住所。

2.在自由活动期间，切勿参加非法或未经中国政府核实的当地旅游团体提供的自费项目、行程，以免发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饮食中毒

等意外事件。

3.自由活动期间请结伴同行，切勿单独外出，并且记好财不外露，注意自身安全。

4.自由活动期间，请尽早在太阳下山前回酒店休息，切勿到僻静黑暗的地方；切勿跟随陌生人去不知名地；切勿因好奇心而行事；切勿在

深夜外出。切勿接受陌生人给予的烟、食品、饮料、啤酒等等。以防被不良分子利用。行走街道时请走人行道，注意安全，小心高空坠

物。

五、游览观景安全事项

1.听取当地导游有关安全的提示和忠告，主要应预防意外事故和突发性疾病的发生。

2.经过危险地段（如陡峭、狭窄的同路、潮湿泛滑的道路等）不可拥挤；前往险峻处观光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是否可行，不要强求和

存侥幸心理。

3.游客登山或参与行程活动中根据应自身身体状况进行，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激烈运动以及自身身体无法适应的活动，同时做好防护

工作。

4.在水上（包括江河、湖、海、水库）浏览或活动时，注意乘船安全要穿戴救生衣；不单独前往深水水域或危险河道。

5.乘坐缆车或其他土载人观光运载工具时，应服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遇超载、超员或其他异常时，千万不要乘坐，以防发生危险。

6.浏览期间游客应三两成群，不要独行。如果迷失方向，原则上应原地等候导游的到来或打电话求救、求助，千万不要着急。自由活动期

间游客不要走的太远。带未成年人的游客，请认真履行监护责任，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能让未成年人单独行动，并注意安全。

7.在旅游行程中的自由活动时间，游客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除特殊团队外，旅

行社不安排赛车、赛马、攀岩、滑翔、探险性漂流、滑雪、下海、潜水、滑板、跳伞、热气球、蹦极、冲浪、跳伞等高风险活动，也敬

请游客在旅游中的自由活动期间尽量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如若游客坚持参与，请自行承担风险。

六、购物娱乐安全事项

1.不要轻信流动推销人员的商品推荐。无意购买时，不要向商家问价或还价。

2.要细心鉴别商品真伪，不要急于付款购物。购物时应向商家索取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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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随商品推销人员到偏僻地方购物或取物。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或娱乐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提包、贵重的物品及证件；不

要单独行动，不要前往管理混乱的娱乐场所。游客在购物、娱乐时、主要应防止诈骗、盗窃和抢劫事故的发生。

4.在景点内娱乐时，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参与适应的项目；在自由活动期间外出娱乐活动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前往管理混乱的娱乐场所，不

要参与涉嫌违法的娱乐活动。

七、其他安全注意事项

1.注意听从导游的安排，记住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认清自己所乘坐的车型、车牌号及颜色；不要迟到，因迟到造成的后果由个人负责。

2.在旅游活动中，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乱扔烟头和火种；遵守各交通运输部门、酒店等有关安全

管理规定及各种法律、法规。

3.游客乘坐飞机旅游时，应带好自己的有效身份证（小孩应带户口本原件，满 16 岁未办理身份证的需持派出所带照片户籍证明原件），

并注意保存好。导游发给你机票时应先行核对自己机票上的姓名、往返时间、抵离目的地、航班号是否正确；请注意保存好机票和火车

票并配合导游把票收回。如因游客原因造成不能登机，旅行社概不负责。

4.游客在旅途中发生人身或财产意外事故时，按有关机构（如交通运输部门、酒店、保险公司、风景区管理单位）订立的条例或合同规定

处理或公安部门查处。本旅行社尽力提供必要的协助。

旅游安全是旅游活动的头等大事，搞好旅游安全是本旅行社与全体游客的共同责任。尊敬的游客，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注意旅游安

全。

（二）旅游文明条约：

1.请自觉遵守旅游规则，维护游览秩序；要按顺序购票进入；要爱护游览区的公共设施、文物古迹；不攀折花木，不践踏绿地，不乱刻乱

画，不乱扔废弃物，不随处吸烟，不乱扔火种。

2.观看演出时，要衣着端庄；不在场内随便走动，不中途退场，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瓜果皮壳，不吸烟，不吹口哨，不鼓倒

掌，不在场内使用 BP 机、手机。

3.自觉遵守国外交通规则，绿灯过红灯停；行人要走人行道，横过马路时要左右了望。

（三）高危项目活动安全须知提示：

1.浮潜：

(1)醉酒者、患有耳、鼻疾病、癫痫症、精神病、结核病、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气喘、高（低）血压等疾病的游客不能从事潜水活

动；低于 10 岁的儿童不能从事潜水活动。以上疾病类型只是简要示例，如游客尚有其他疾病可能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请主动向旅行

社告知或咨询。

(2) 游客境外出游的，在自由活动期间，切勿参加非法或未经中国政府核实的当地旅游团体提供的自费项目、行程，以免发生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饮食中毒等意外事件。

(3) 注意气候状况，阴天、雨天或风较大的天气都不适合浮潜。

(4)浮潜三宝（面镜、呼吸管及蛙鞋）皆不可少。

(5)浮潜时需注意安全，要在指定区域浮潜，并且有教练员或者工作人员的陪同。

(6)在整个活动中，务必要听从导游或者工作人员的指示。

(7)当不自觉进入流区，无论顺流或逆流，请尽速离开，以免因逆流消耗体力或因顺流被带离岸边。为节省体力，以顺流斜角游离为宜。

(8)掌握简易的镜面排水方法，当浮潜中面镜进水时，双手指头用力按住面镜上部镜缘，由鼻子喷气，水便会由面镜下部排出。请先于浅

滩处练习。

(9)掌握简易的呼吸管排水方法，当呼吸管进水时，请用力且快速吹气将水排出。另外有些设计较好的呼吸管有排水阀及逆止阀之设计，

可有效降低海水进入呼吸管的量，建议最好选择设计较好的呼吸管。

(10)浮潜时间建议以一小时为限，以免体力透支。尽量穿戴防水手表，以掌握时间。

(11)万一发生体力不支、漂流或溺水之状况，请务必告诉自己必须冷静，唯有冷静才得以自救并求援。海水浮力大，双腿若能以垂直踩

脚踏车动作持续移动，可延长救助时间。

(12)当同行伙伴发生紧急状况，请即刻就近求援，并评估自身是否具备救援能力，前往救援时，尽量携带浮具。若两人皆已在深水区域

，请务必先行评估自身救援能力，切勿贸然救援。在本身无救援能力之情况下，请以向他人求救为先，并将可提供浮力之器具传予溺水

者。

(13)浮潜属于高风险旅游项目，请旅游者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参加。旅行社在此特别提醒，建议旅游者投保高风险意外险种，酒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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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参加。

浮潜前，仔细阅读景区提示，在景区指定区域内开展活动。

2.快艇：

(1)严禁携带易燃、易爆、腐蚀性等危及人身安全的物品上快艇。

(2)严重的心脏病、精神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颈椎病、腰椎病、骨折等疾病患者不能参与快艇活动。以上疾病类型只是简要示例，如

游客尚有其他疾病可能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请主动向旅行社告知或咨询。

(3) 每位游客乘坐快艇时必须穿救生衣，找到安全绳。

(4) 上艇时不要站在缆绳附近，避免绊倒受伤。

(5) 船头颠簸剧烈，老人、儿童不能坐船头，以免发生意外身体伤害。

(6)带小孩的游客，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7) 在整个活动中，务必要听从导游或者工作人员的指示，注意安全。

(8) 乘搭快艇时，不要集中在快艇的一侧，以免快艇失去平衡。严禁在快艇内走动，头、手不要放在快艇的边缘外，以免被碰撞及发生其

它意外。

(9) 果壳等废物请放入垃圾箱内，不要抛入湖中。

(10) 参与快艇活动者在途中未经许可不得离艇下水。

(11) 必须穿戴救生衣，如发生翻艇落水，不必惊慌，救生衣能保证了您的安全，请积极配合驾驶员的救护措施。

(12) 在整个活动中，同船人员要团结、友爱、互助，在紧张刺激、快乐安全中度过全程。

(13) 快艇属于高风险旅游项目，请旅游者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参加。旅行社在此特别提醒，建议旅游者投保高风险意外险种，酒后禁

止参加。乘坐快艇前，仔细阅读景区提示，在景区指定区域内开展活动。

3.潜水：

(1)醉酒者、患有耳、鼻疾病、癫痫症、精神病、结核病、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气喘、高（低）血压等疾病的游客不能从事潜水活

动；低于 10 岁的儿童不能从事潜水活动。以上疾病类型只是简要示例，如游客尚有其他疾病可能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请主动向旅行

社告知或咨询。

(2)游客境外出游的，在自由活动期间，切勿参加非法或未经中国政府核实的当地旅游团体提供的自费项目、行程，以免发生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饮食中毒等意外事件。

(3) 在整个活动中，务必要听从导游或者工作人员的指示，注意安全。

(4) 遵守二人同行的原则，避免单独潜水，要紧跟教练，在指定区域潜水。

(5) 不要使用耳塞，在耳内感到疼痛前，须使耳压平衡，学会做反压。潜水时因为水的压力，在下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觉得耳朵疼痛，

做了反压，即无疼感。

(6) 为确保您的安全，请调整潜水衣的浮力，一定要穿配救生衣。务必要把面罩内的水清除干净，以免发生窒息；不要做超呼吸的动作，

以免体力不支。

(7) 眼睛近视的游客可选择相同近视度的潜水镜。

(8) 在完全离水上岸后再去掉蛙鞋，面罩，呼吸管。

(9) 不可尝试超越个人身体所能承受的深度限制。

(10)潜水时须掌握的几种手势语言：OK、注意(物体)方向、下潜、上升、空气要没了（在残压计为 30kg/cm 平方时就应该使用）、给我

空气。

(11) 潜水属于高风险旅游项目，请旅游者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参加。旅行社在此特别提醒，建议旅游者投保高风险意外险种，酒后禁

止参加。潜水前，仔细阅读景区提示，在景区指定区域内开展活动。

旅游小贴士 TIPS:

1.游客在境外旅游期间请务必谨慎看护好个人财产，请随团一起活动，随时留心身边的状况。一旦发生遗失或被盗我们无法为您做出相应

的补偿。（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单独遗留在以下地方：托运的行李中，大巴车上，酒店房间。）

2.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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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

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属于该网站自己标准。

3.行程中的购物点安排是合法的购物商店，客人完全自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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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搭乘船只或从事水上活动：务必穿上救生衣，船只行走时请勿走动，切勿将手或脚放置船外，以免受伤，海边戏水，切勿超过安全 警

戒线的范围，只有您自己最了解自身的情况，如孕妇，心脏疾病患者，高龄者，幼龄者，高血压病患者，骨质疏松者或任何不适合剧烈

运动之疾病者或坚持参加任何活动而引致意外，一切后果旅客自行负责。

5.越南的宾馆酒店提倡环保一般没有配备洗漱用具，请自带洗漱用具和拖鞋。

注意：

1.出发前，请您务必携带并保管好自己的护照、机票、以及其它予以证明个人身份的其它数据（如检疫证明、小孩出生证等）并对其有效

性进行核实，出境时，可能会因为您未能出示真实有效的相关证明被罚款或是阻止您登机、登船、进入某个国家，而影响您的出行。

2.登机安检时，随身携带的液体物品限量为 100 毫升。安检人员可能会要求您打开液体物品检查，因此最好请勿携带易拉罐食品、瓶装

咸菜或饮品。酒精类制品及易燃、易爆等化学物品也是严禁随身携带登机的，而且即使办理托运手续，也会有被航空公司拒绝的可能。

3.尖锐物品如修眉钳、指甲锉、剪刀、小刀、刀片剃须刀等，都必须托运。如果随身携带该些物品登机并被安检人员查及，可能会被暂扣

或没收。打火机既不能随身携带也不能托运，所以请务必不要带名贵打火机。

4.办理出入出境手续时，请注意遵守秩序，保持安静，不要随便议论有关炸弹、恐怖主义、宗教、政治或一切敏感的话题。在您出、入境

时，可能会有很多游客同时在办理手续，因此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行程中的用餐、景点游览、候船、候车及办理酒店入住等

，也可能会出现此类情况。敬请您考虑以上客观实际情况，给予理解和支持。

5.请听从领队指挥，不要私自行动，建议不要帮陌生人看管或携带行李，以防被不良分子利用。

6.遵守各国边防海关规定，禁止携带文物、生物制品、枪支、动物皮毛、违禁药品器具、非法书籍、音像数据、计算机程序和磁带、水果

、蔬菜和植物、肉类、牲畜和禽类、超过规定数目的 货币和黄金制品、超过自身治疗用量的治疗药物，宠物、鱼和野生动植物、打猎所

得。

7.前往越南入境时，请保留好自己的登机牌存根，以备移民官员查验。

8.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宗教习俗，不要对当地政局进行评论或发表个人观点，尤其在游客集中的地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事先向导

游等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士了解当地在衣着、拍照等方面的禁忌，注意文明举止，讲究公共卫生，与当地人友好相处。

9.注意保管好旅游证件及个人财务，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注意人身安全，夜间尽量避免单独外出。

10.出于环保，境外酒店一般均不提供一次性个人洗漱用品，请自备。

11.旅途中请不要离团单独行动，每到一站请一定要记下酒店的地址、电话、领队、导游房号、旅游车牌号、司机联系方式等，以防万一

走失可找到团队。参观旅游景点或购物时一定要记清集合时间、地点，离开团队一定要告知领队，离开酒店时一定要索要酒店名片以便

坐车和询问路线。

12. 行程中需要搭乘多次国际航班，期间也有一些为时不短的行车，舟车劳顿，体力消耗很大。特别是出团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大多

都是晚航班，无法正常睡眠。因此请注意“游逸结合”，及时休息。

越南旅游温馨提示：

1.货币――越南的货币单位为“越南盾”，旅客入境兑换越南盾可在中国银行兑换。以当天银行牌价为准，在当地机场、酒店及旅游点的银

行也可兑换。与人民币的兑换率为 1：3200 左右。

2.时差：越南时间比中国北京时间晚 1 小时。

3.电压：越南的电压电同中国一样为 220V，50HZ。游客可携带电器充电设备使用。如果自行携带了很多电子产品，建议带一个接线板

和一个万用插座（圆头的那种），越南的电压为 220 伏特，插头是两脚扁身的，要注意！（当地要找三脚转两脚的插头很不容易）。

4.禁忌：越南禁赌,即使在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5.医疗卫生：东南亚国家一些药品的剂量和名称与我国有所不同，也不能在药店随便购买。请自备一些常用药，如感冒药、消炎药、止痛

药、创可贴、晕车药、肠胃药等；年长者也请针对自己身体情况的需要，带好备用药品。

6.文化：由于有着不同的文化教育及成长环境，各国地接导游的讲解、表达、服务、行事等很多方面与您的想象会有较大的差距。

7.小费：越南是一个小费制度国家，我们再此提醒客人，当地酒店和司机帮助提行李，客房送水，献花等按照礼貌是要给小费的，每次一

般折合人民币 5 元。请做好支付的心理准备。

8.酒店：越南的旅游业发展得很成熟，很多星级酒店年份久已，因此设施相对陈旧。此外，越南酒店的房间内不供应开水，如有需要可让

服务员送。越南酒店内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最好购买矿泉水。 东南亚的宾馆酒店一般没有洗漱用具，请自带洗漱用具和拖鞋。东南亚

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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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网站所

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属于该网站自己标准。



·

购物店（全程 5 选 4 店）：

序号 地址 商场名称 停留时间
1 芽庄 彩姆彩码时尚彩妆店 50 分钟
2 芽庄 宝石店 50 分钟
3 芽庄 乳胶店 50 分钟
4 芽庄 丝绸馆 50 分钟
5 芽庄 沉香博物馆 50 分钟

我本人已详细阅读了本协议书全部材料，充分理解并清楚知晓此次旅游的全部相关信息，平等自愿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协议
并确认：
1、旅行社已就本次旅行的上述协议项目（推荐自费项目） 、旅游者自愿参加自费项目的相关权益及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
告知、提醒。经慎重考虑后，我自愿选择并参加上述协议项目（推荐自费项目），此协议的签订过程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
将按照导游提醒自愿参加上述项目理性消费，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因旅行社不能控制原因无法安排的，我对旅行社予以
理解，双方互不追责。
2、本人同意导游在不减少行程所含旅游景点数量的前提下，为优化旅游体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3、游客参与当地其他旅行社安排的自费项目，均视为旅游者个人行为，期间导致的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我自愿同意此协议为旅游合同补充协议，即效力等同旅游合同。
费用包含行程表内所列的景点、旅游大巴、中文领队及导游 行程表所列用餐；酒店(两人一房)若出现单男单女情况，旅行社
有权采取加床行程表内所列机票及全程机场税、保安税、燃油附加费 旅游意外险此文件作为《出境旅游合同》的附件与《出
境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文件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如已经阅读以上条款，并同意，请签字确认。请仔细阅读以上内容，如全部知悉并同意，请手写以下内容并签名
（我已全部知悉并同意以上所有内容）

游客签字：

年 月 日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