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ul on the way
新加坡

一城即一国，有“花园城市”的美誉，这里是美食主义者、城市探索者、精品收藏家、文化爱

好者汇聚的地点，新加坡提供的旅游体验，不仅限于丰富多彩的景点，无论您爱好大自然，喜

欢文化，或者热衷刺激冒险，新加坡都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应有尽有，近在咫尺，方

便简易。

民丹岛

新加坡的后花园，民丹岛旅游区是新加坡向印尼租借的地方（印尼政府将滨丹岛北部计 3,200

公顷，划为特别行政区；民丹岛终年阳光普照，海水清澈蔚蓝，沙滩白净，海洋生态则相当丰

富。

【最.新民】民丹岛+新加坡 4 晚 5 天-乐游之旅-广州直飞

《设计理念》

探寻赤道秘境，见证一段地貌一段风情，一座岛，一个国，沿途尽享双国风貌。探秘丛林海岛——穿梭红树林、环游马坡岛；

见证惊奇景观——黄金沙漠海洋；疯狂水上玩乐——东海湾水上活动中心；醉卧霓虹夜色——观光狮城。

一次出行，两国尽享，民丹淳朴，现代狮城。住亦舒适，民丹岛当地 4 星住宿，尽享休闲舒适度假时光；新加坡一晚四星酒店

暖暖舒适。

异域风情餐，饕餮海鲜，民族特色，无一不在期待着您的出现。

《行程特色》

★行程休闲，民丹岛休闲度假与玩乐，不需天天赶行程，更预留充足时间自由活动；

★民丹岛蓝天碧海，沙滩无际，阳光明媚，特色水上活动，丰富多彩，一个都不能错过！

★淳朴民丹，探秘红树林，定制高尔夫，丰富的海鲜，海边 SPA，体验印尼风情万种的海岛度假方式！

★科莫多龙公园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科莫多岛是科莫多龙的栖息地，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

★游览新加坡鱼尾狮公园,市区观光,名胜世界娱乐城！

★特别安排当地特色美食、红树林中华料理、印尼风味餐。

《景点扫描》

■【红树林生态之旅】

民丹岛作为新加坡的“后花园”，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就是沙滩和思梦河的红树林。根枝交错，生长在水中的红树林本身就是自

然界的奇景，而游冶其中的各种动物则为它增趣不少。游览思梦河有白天和夜晚两种行程。白天的行程主要是看红树林，夜晚

的行程是看萤火虫，整个水道上方都是萤火虫，闪闪发光的场景像动画片！



■【科莫多龙公园】

这里是海关查获的珍稀动物的保护园，有马来熊，科莫多龙和大猩猩，集纯朴天然珍稀为一体。

■【东海湾海滩】

位于东海岸的地古拉，拥有备受欢迎的海滩，白色的沙子和蓝色的海水。 在周末和假期当地人会来这里休闲放松。您可以参观

附近的渔村，甚至看一看传统木制渔船是如何手工制做的。

浮潜

■【大坡渔村、大坡庙】

民丹岛第一代华人居住在地，大坡渔村，漫步海上人家您可以了解到华人最早期在印尼的生活状况，并参拜他们的精神寄托—

妈祖，真武，观音同存的大坡庙。

■【鱼尾狮公园】

鱼尾狮公园内设有站台、购物商店和饮食店供游人合照和休息，看台也能变成可容纳 100 名表演者的舞台，观众坐在阶梯上，

就能背靠滨海湾，在星空下欣赏音乐会和精彩的表演。鱼尾狮公园的两尊大小鱼尾狮塑像是已故新加坡著名工匠林浪新先生用

混凝土制作的。新加坡的标志性景点之一。代表新加坡形象的鱼尾狮吐出强劲有力的水柱。公园不大，一般都是四面八方的游



客。因为临河临海，微风徐徐，在公园里散步也是非常惬意的。

■【滨海湾花园】

新加坡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由滨海南花园、滨海东花园和滨海中花园三个风格各异的水岸花园连接而成。该花

园占地 101 公顷，位于滨海湾亲水黄金位置，是整个滨海湾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

■【滨海艺术中心】

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位于新加坡著名的滨海区，是最具特色的现代建筑之一。该艺术中心于 2002

年 10 月正式落成，已成为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艺术中心的主设计方为 DP Architects，其建筑师团队以昆虫的复眼为灵感，

造就了其独特的外观。又由于平视建筑时，艺术中心主体宛如两颗榴莲，因而又名“榴莲艺术中心”。

《精选酒店》

民丹岛雅阁海滩度假村(Bintan Agro Beach Resort & Spa)

这家海滨度假村处于民丹岛的东南沿海，设有各种娱乐设施，配备一个水疗中心和 2个游泳池。度假村的空调客房

配备木制家具。客房内的设施包括卫星电视、迷你吧和茶/咖啡冲泡设施。每间客房均配备带淋浴设施的私人浴室。

度假村的水上活动包括潜水、浮潜和皮划艇。

西德民丹岛海滩度假村 (Sahid Bintan Beach Resort)

萨西德民丹岛海滩度假村是商务人士和观光游客前往民丹岛的理想下榻之处。 完善的设施，精美的装饰，这些都

可让您在住宿期间感受到更多愉悦。 享受酒店内设的代客泊车, 餐厅, 吸烟区, 礼宾接待服务, 池畔吧等设施。

客房内饰优雅，便捷设施齐全。 酒店环境宁静，还设有室外游泳池, 水上运动项目(非机动项目）, spa, 花园, 游



泳池（儿童）等休闲设施。 萨西德民丹岛海滩度假村可满足您的一切需要

舒适酒店 (Comfort Hotel)

位于风景优美的丹戎槟榔区，从舒适酒店可俯瞰民丹岛，是享受观光, 海滩, 文化古迹的绝佳选择。 距离市区繁

华地段仅有 1.0 km 的路程，这家酒店的位置非常优越，方便出游。从酒店到市内几大地标都相当方便，如 Pembantu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罗摩衍那商场, Tiara Bunda Clinic。

行程内容

每日行程 (2018/03/20 更新)

第 1天

广州-新加坡-民丹岛-科莫多龙公园

参考航班信息：TR107 参考起飞时间 03：45 参考抵达时间 08：30

晚上 12 点 45 分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集中，专业领队办理登机手续，乘豪华客机飞往素有“花园城

市”之称的亚洲动感都市---新加坡，抵达【新加坡】，办理入境手续后，在机场由领队安排每人一份

简单早餐，之后专车接往【丹那美拉码头】（Tanah Merah Ferry Terminal）乘坐渡轮沿途欣赏异国

景致后抵达新加坡后花园静谧天堂——【民丹岛】，抵达后午餐。前往科莫多龙公园参观（时间约 1

小时），后入住酒店，晚餐自理。

【科莫多龙公园】这里是海关查获的珍稀动物的保护园，有马来熊，科莫多龙和大猩猩，集纯朴天然

珍稀为一体。

餐：早餐／机场早餐 午餐／中式围餐 晚餐／自理

酒店：雅阁 Agro Beach Resort /阿斯顿 Aston Hotel/萨西德 Sasid Hotel/CK Hotel/珍珠酒店 Pearl

Hotel /舒适酒店 Comfort Hotel

第 2天 大坡渔村-观音山梅峰寺庙-红树林生态之旅



酒店早餐后，前往大坡渔村与大坡庙参观（时间约 1 小时）领略当地华人村风情；之后前往参观【观

音山梅峰寺】（时间约 30 分钟），后前往咖啡工厂参观选购（时间约 1.5 小时），之后前红树林区进行

生态游船之旅（时间约 1 小时），行程结束后返回酒店休息。

【大坡渔村、大坡庙】了解民丹岛第一代华人居住在地，大坡渔村，漫步海上人家您可以了解到华人

最早期在印尼的生活状况，并参拜他们的精神寄托—妈祖，真武，观音同存的大坡庙。

【观音山梅峰寺】占地面积大，气场强，您可以在此礼佛，或许愿，据当地华人讲遇天气好，可以怀

着心愿求上一签，有求必应。

【红树林生态之旅】生态之旅带您回归自然，探索民丹岛度假胜地中的红树林。乘坐快艇顺着由红树

林围绕的思梦河河道漫游，可以看到红树林错综密集的根系壮观景象。“红树林”实际是一处原始丛

林区，保护海岸免受侵蚀，同时在海浪退离海岸时阻止沙砾流入海中，确保海水常保澄清。外观一片

绿色，沿着锡邦河而上，您可以观赏到红树林中丰富的生态景象，各种鲜艳夺目的花朵及果实点缀着

碧绿的红树林树。但只要驶进丛林深处，剥开万年古树的表皮，便能看到红色树干，除了可以在此观

赏到各种罕见的野生植物外，还可以近距离观看银叶猴、蜥蜴、翠鸟等珍稀动物，它们大胆地爬到游

客头顶的树枝上闲庭信步，毫不胆怯地打量着外来“闯入”者，让您充分感受原生态自然的魅力。

【咖啡工厂】主营印尼当地的咖啡、比如著名的猫屎咖啡等；

餐：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印尼风味餐 晚餐／中式围餐

酒店：雅阁 Agro Beach Resort /阿斯顿 Aston Hotel/萨西德 Sasid Hotel/CK Hotel/珍珠酒店 Pearl

Hotel /舒适酒店 Comfort Hotel

第 3天

东海湾水上活动中心 – 自由活动

酒酒店早餐后，前往东海湾水上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约 2 小时），赠送价值￥400/人的出海浮潜；午

餐后前往乳胶工厂（时间约 1.5 小时）和 Polo 工厂（时间约 60 分钟）参观选购，晚餐后返回酒店休

息。

【东海湾水上活动中心】海湾是民丹岛水上项目的集中地，在这里，您可以尽情的自费体验各种水上

活动：飞鱼，摩托艇，拖曳伞，大沙发，香蕉船，深潜等等。

【出海浮潜】出海浮潜由于需要视潮水的涨潮情况而定，所以可能会调整具体的时间，敬请谅解！

1、 请各位贵宾带上毛巾、防晒霜、泳衣，轻便着装，多备一套衣服，以便水上活动之后可以更换；

2、 出海务必穿上救生衣，并注意人身安全，如有疾病或其它原因不适合出海的，请一定要告知领队，

以妥善安排合理行程，不能勉强出海；

3、出海过程，可能有珊瑚和贝壳划伤，客人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电器产品使用过程易进水请小心使

用；请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Polo 工厂】主营印尼民族风情服饰以及当地小饰品等；

【乳胶工厂】主营商品：颈椎枕、肩周枕、按摩枕、乳胶床垫等；功效：缓解疲劳和压力，改善睡眠



质量，促进血液循环。

【Polo 工厂】主营印尼民族风情服饰以及当地小饰品等；

餐：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印尼风味餐 晚餐／自理

酒店：雅阁 Agro Beach Resort /阿斯顿 Aston Hotel/萨西德 Sasid Hotel/CK Hotel/珍珠酒店 Pearl

Hotel /舒适酒店 Comfort Hotel

第 4天

民丹岛码头 - 新加坡 - 鱼尾狮公园 - 滨海湾花园 - 滨海艺术中心（外观）圣淘沙名胜世界

早餐后，前往土特产店参观选购（时间约 1.5 小时），之后送码头乘船返回新加坡（60-120 分钟船程），

午餐自理，抵达新加坡后，游览著名的【鱼尾狮公园】（时间约 1 小时），然后前往滨海湾花园（参观

时间约 1.5 小时），（不包含花穹和云雾林，树顶漫步费用）。之后前往滨海艺术中心参观（外观）（时

间约 45 分钟），晚餐后送回酒店休息。

当晚可以选择报名我司为您精心选择的各种新加坡活动套餐。

推荐自费项目（费用 280 元/人），体验更丰富的新加坡（自费内容：夜游新加坡河+滨海湾花园（不

含登顶门票）+金沙的水幕灯光秀或滨海湾花园灯光秀）:贯穿于整个城市的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生命

之河，欣赏两岸迷人的璀璨夜景，坐船夜游新加坡河绝对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土产店】主营印尼民丹岛当地燕窝、胡椒粉、咖哩、鸡汤酱、虾饼等；

【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像就坐落于新加坡河畔，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公园周围地带的其它新加坡

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政府大厦】、【高等法院】、【维多利亚剧院】、【国会大厦】、【莱佛士铜像】等等

的市区观光（外观），

【滨海湾花园】这座位于市中心的超级花园以 10 亿元造价成为新加坡最新的地标，游客可在花园中

巨大的半球形温室里观赏到超过 25 万棵奇花异草，和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园区共分成三个部分：滨

海南花园、滨海东花园，以及衔接二者的滨海中花园。其中最大的滨海花园属滨海南花园，其中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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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树顶可以鸟瞰整个花园景色。此外，超级树还具备多项实用性功能：收集雨水、生成太阳能以及

充当公园温室的通风管道。

【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位于新加坡著名的滨海区，是最具特色的现代

建筑之一。该艺术中心于 2002 年 10 月正式落成，已成为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艺术中心的主设计

方为 DP Architects，其建筑师团队以昆虫的复眼为灵感，造就了其独特的外观。又由于平视建筑时，

艺术中心主体宛如两颗榴莲，因而又名“榴莲艺术中心”。

【圣淘沙名胜世界】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为亚洲著名的家庭度假目的地。圣淘沙名胜世界集吃喝玩

乐购及住宿于一身，让时尚年轻一族、全家大小、会奖企业等都可于此欢度悠闲假期，放松身心的好



去处。是云顶新加坡耗资 65.9 亿新元（约 300 多亿人民币）兴建发展的项目。占地 49 公顷的综合

度假城，拥有东南亚首个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多家风格迥异的度假酒

店、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和多家名厨餐厅及时尚零售店等

餐：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中式团餐

酒店： 新加坡当地 4 星级酒店

第 5天

乌节路 DFS自由购物-新加坡-广州

参考航班 TR106起飞时间：21：55 参考抵达时间：02：05+1

早餐后前往【珠宝展示中心】参观选购（时间约 1 小时），继而前往【百货批发中心】精心选购琳琅

满目的各式商品。（时间约 1 小时）。之后送往新加坡最的热闹的商业区：乌节路，在 DFS 自由购物，

晚餐自理，指定时间集中送入机场，乘飞机返回广州，次日凌晨 2 点抵达广州后行程圆满结束

。

【珠宝展示中心】新加坡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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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批发中心】新加坡特产红花油、狮子油、鳄鱼油、铁树油等；

【乌节路】乌节路（Orchard Road)新加坡著名的旅游购物街，时尚潮流的集结地！不同于新加坡的

其他街道，乌节路并不是因为某位特别的人物而命名的。赫赫有名的乌节路是现代化新加坡的橱窗和

资本主义的美好成果，犹如新加坡的银座，属于新加坡的中央购物区，商场多、商品全、选择余地大，

是游客到新加坡血拼必去之地。

餐：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中式团餐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温暖的家

本行程仅作界定旅游线路、接待标准以及游览项目之用，由深圳趣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委托旅游目的地具有相应资质的地

接社承接本旅行团在当地的接待业务，地接社的相关信息、本旅行社委派的领队姓名和电话，以及具体航班时间、最终行程

（游览顺序）及入住酒店的具体名称等信息，一并在出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中告知，客人对此表示同意。

费用包含 不包含费用

1、 广州往返新加坡经济舱机票含税 l 酷航每

人 20kg 行李

2、 新加坡-民丹岛-新加坡来回船票；

3. 行程所列酒店四晚，两人一间，含早餐

4. 行程所列 6 正餐

1、 专属导游司机服务费￥350/人（需出团前付清）*16 人以下独立成团

司机导游服务费为￥500/人

2、 60 岁以上老人报名加收￥200/人的附加费，并提供医院开具健康证

明，还需签订免责协议书

3、 70 岁以上老人报名加收￥1000/人的附加费，并提供医院开具健康证

明，还需签订免责协议书



5. 新加坡与民丹岛当地司机及中文导游服务

6 行程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7 新加坡团队旅游签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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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团领队的费用

5、个人出境护照费用

6、广州机场返回市区

7、全程单房差

8、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

9、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8、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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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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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参考酒店（以下供参考，但不仅限于以下酒店）

民丹岛段：雅阁 Agro Beach Resort /阿斯顿 Aston Hotel/萨西德 Sasid Hotel/CK Hotel/珍珠酒店 Pearl Hotel /舒适酒

店 Comfort Hotel

新加坡段：新加坡海佳大酒店/新加坡京华酒店/新加坡云顶裕廊酒店/樟宜海逸/BOSS Hotel/雅柏/华星或者同级

服务标准

机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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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酒店的民丹岛当地酒店住宿多为大床房，酒店会在团队入住时候根据

当天酒店房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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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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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专业司机和中文导游。16 人以上散拼团队会排专业领队，16 人以下散拼团队或者特殊小团体则不派

领队，特殊团体如需领队与我司销售人员沟通落实。

购物标准 此行程为购物团。共进 6 个店：土特产、咖啡工厂、乳胶体验中心、POLO 工厂、珠宝中心、新加坡百货

商场每个店停留 1-1.5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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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参加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具体安排详见

《自费项目表》.

旅行社责任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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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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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

1、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景点门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餐费、车费等均不退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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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程表中所列餐食“X”表示该餐食不包含在行程中；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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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保险说明：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游客人身意外保险”，如旅行社出资为游客投保，如客人发生意外伤害事件，视事实

情况保险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游客获得保险公司理赔金额后，相应免除旅行社的赔付责任。“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的适用范围以及条件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为原则。

注意事项

1、此价格为中国人价格，外籍护照需加收￥1300/人。

2、特价团，小童与成人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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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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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航班时间以航空公司公布为准。航空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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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此行程免签，客人无需寄/交护照及任何证件给我司。请自行携带有效期为半年以上的出境护照，确保护照还有 3 页以上

空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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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关口边检将拒绝客人出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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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注意事项

签证说明：（办理新加坡团队签）

团签所需资料：

客人护照清晰版，有效期为半年以上的出境护照，且需有 4 页以上空白页

注意：我司负责送签 ，但审批结果不在我司控制范围。

一旦团签被拒，如需要申诉，我司将收取250元/人作为申诉服务费，但审批结果不在我司控制范围 （不退还） ，届时需要

请提供 ：

1.客人护照扫描件 （清晰版)

2.身份证扫描件 （清晰版)

3.在职声明（公司盖章抬头）-列明职位，年薪， 出游，旅游后将返回公司上班 。

此外， 持港澳台护照，需交附加费1300/人；持外籍护照，需交附加费1300/人；签证自理！

温馨提示：



 所有旅客相关资料本公司仅为代送到领事馆，申请的签证是否成功，取决于相关国家领事馆签证官的直接审核结果。领

事馆对有以下情形的护照，可能会拒签：有DT，年轻女子，护照有效期不足半年，相片不合格，有延期或违反相关出

入境记录等不良记录。注意：有被拒签的护照，领事馆照常收费。

 “预计工作日”为领事馆签发证时，正常情况下的处理时间，若遇特殊原因如假期、使馆内部人员调动、签证打印机故

障等，则有可能会产生延迟出证的情况，对申请人后续旅程安排所造成的可能经济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别注意：

● 按照航空公司条例：提前出团队机票，一旦误机或出票后因客人个人问题不能参团机票款及机场税均不允许退税；

●若中途离团需交800元/天/人，且其他费用均不退；

●由于新加坡段目的地特殊，团队不足人数有可能会安排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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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70 岁老人

不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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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购物安排补充协议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需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能影响其他旅游者的行

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本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旅游购物场所，具体

约定如下：
一、 购物场所简述及安排

二、

乳胶店
主营商品：颈椎枕、肩周枕、按摩枕、乳胶床垫等；功效：缓解疲

劳和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促进血液循环
约 90 分钟 民丹岛

土特产店 燕窝、胡椒粉、咖哩、鸡汤酱、虾饼等 约 90 分钟 民丹岛

咖啡
参观咖啡豆的加工过程，免费品尝各式咖啡，售卖印尼咖啡公豆、

母豆，咖啡粉，印尼特色猫屎咖啡
约 90 分钟 民丹岛

Polo 工厂 主营印尼特色服饰以及当地特色小饰品 约 60 分钟 民丹岛

珠宝中心 主营红、蓝、黄宝石首饰，钻石首饰以及其它稀有有色宝石饰品 约 60 分钟 新加坡

新加坡百货中心 新加坡特产红花油、狮子油、鳄鱼油、铁树油等 约 60 分钟 新加坡

三、 相关约定
1、 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或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甲方或其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

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相关部门举报。
2、 本协议的履行双方均需确认是在不影响团队正常行程安排或不影响同团其他旅游者（即需妥善安排不前往购物场所的旅游

者）的前提下方可。
3、 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甲方承诺该购物场所售卖的产品不存在假冒伪劣产品。
4、 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该地区差异及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产品的销售价格甲方不能

保证是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是一致的，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慎选择是否购买。
5、 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向购物场所需要发票或售卖单据以做凭证。
6、 购物场所同时向本地公众开放且价格与当地市场均价差异不大的场所如购物一条街、奥特莱斯、连锁（百货）超市、免税

店等购物场所不属于《旅游法》规定的“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范围。
7、 旅行社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点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旅行社不建议购买，如购买

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四、 关于退换货
1、 本协议约定旅游者在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购物的产品，如旅游者有退换货要求时需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

日内将产品及售卖单据提交甲方或组团社，甲方或组团社有协助乙方换货的责任和义务。
2、 对于旅游者退换货要求为在货品退货约定期限内（请务必购买时确认货品退换货要求且向购物场所书面确认），其中食品及

化妆品类产品退换货时需保持其外包装完好，其他类产品则需保留产品外包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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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签名）：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 年 月 日

推荐自费

No. Optional Activities
AdultPric

（Pax/usd)

ChildPrice

（3-11）
Duration

1

民丹环岛游+出海浮潜

环游民丹各岛屿，感受当年华人下南洋时的点点滴滴。途经岛屿：白沙岛，

一半丛林，一半休闲，细腻的白沙～尼坤岛——此岛为私密的度假岛屿，

整个岛上仅有八座度假木屋，无电，无热水，无信号，无 wifi。纯天然的

木屋，回归天然的原始生活。威廉王子的下榻，更是让此岛名声大噪，成

为上流社会前来民丹的度假住宿首选。可惜，此岛仅为入宿者提供私密的

度假空间。非住宿客人，是无法登岛的。即便偶尔允许，也要收取高昂的

登岛费。（约 100 美金一位）燕子岛——又称海燕岛，燕窝岛。因为这里

七八月份，整个岛上海燕翩飞，是海燕的栖息地。看千百海燕绕岛纷飞，

听群燕啾啾欢唱，顿觉海上生机盎然。马布尔岛——马布尔岛位于南中国

海，是印尼受保护的生态水域。原始洪荒的岛屿，清澈见底的水质。细腻

的白沙柔如齑粉。原始未受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它最为难得的特质。

马坡岛浮潜，全民丹最美的浮潜胜地！在这里您可以与海洋更亲密接触。

（ Boat trip to White sand, Nikun Island, Swallow Island, Mapur

Island. - Snorkeling @Mapur）

（10 人起预定，小童 4 岁以下不能坐船上岛及浮潜，5--18 岁可以坐船上

岛，由家长带着小童在马坡岛活动，但不能参加浮潜。）

USD 70 不能参加 2-3Hrs

2

出海钓鱼+免费加工

（出海钓鱼，捕捞的鱼，我们将为您免费加工，成为您今晚的鱼宴，若遇

退潮，改为第二天清晨出发，观日出，钓鱼，乐趣横生）海岛上的原住民，

靠海吃海。生活过的简单而又安逸。随着他们一起出海，教你体验如何海

上垂钓。当你提着自己亲手所得，上岸由专业的美食大厨为你加工成新鲜

的“海味大餐”时，自己动手所得，是不是吃起来特别的鲜美？。所有出

海收获，我们都可以免费现场为您加工成新鲜的海味美食！

（出海海钓 8 人起预定出海）

（Fishing trip, and fish meal - take the boat to the sea for the fishing

trip and you can have the hotel to cook all you catches.）

USD 70 USD45 2-3Hrs

3

海鲜 BBQ 篝火晚会

阳光沙滩是海岛的特色。可海岛的星空也是超美。海滩上，来一场海鲜 BBQ，

烧烤着新鲜的海鲜，燃放着璀璨的烟火。美食美景，清新的海风，怎能不

让人迷醉！

（15 人起预定，30 人以上有篝火）

（Seafood BBQ Fireworks Dinner）

USD 50 USD40 2Hrs



4

海景海鲜盛宴---尝地道海鲜，品珍贵燕窝

海岛旅游，怎么能不大快朵颐，享受一顿海鲜大餐呢？全民丹最美海景珍

珠酒店，拥有超美无边泳池，深受国际游客喜爱。新加坡大厨品质打造全

民丹最好海鲜餐，新鲜花蟹，小澳龙，石斑，海参，琵琶虾.....个个都能挑

战你的味蕾！

品印尼最著名滋补营养炖品--燕窝糖水

(8 人起预定）

（餐厅选择：珍珠酒店餐厅/东海湾餐厅）

（ Seafood Meal@pearl beach resort）

USD 60 USD40 2Hrs

5

黄金沙丘探秘，品尝原汁原味椰汁土鸡

南洋时期，人们在采矿的时候，没有把挖出来的沙子处理好，长年累

月，日晒雨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形状各异的沙丘，最奇特的是沙丘会

随着阳光的折射而变化颜色，放眼望去，好似一片金黄色的沙漠，许多慕

名而来的游客都喜欢在此留影，婚拍，年轻人喜欢成群结队的来此嬉耍，

捉迷藏。。。。。

(8 人起预定）

USD 50 USD40 2Hrs

6

珍珠酒店无边泳池+海边漫步下午茶

最美海景珍珠酒店海边享用下午茶，海浪轻吟，海风习习，漫步于沙滩上，

轻叩一杯清茶，品一口风味小点，岛上的生活就是这么惬意！

（6 人起预定，可无边泳池游泳）

（afternoon teabreak by the seaside）

USD 40 USD30 2Hrs

7

无边海景热带水果大餐，畅享水果吃到饱

热带的水果，甜美诱人。自然生长到成熟的热带水果，和国内的味道可是

大不相同。在无边海景边，畅享热带的风情水果（热带水果品种主要根据

季节，有榴莲，红毛丹，爱情果，芒果，菠萝蜜，蛇皮果，莲雾，帝王蕉，

木瓜，哈密瓜，西瓜，红毛荔枝等，每人一只椰子）让您品得尽兴，吃得

回味无穷！

天然椰子，有机无农药水果

USD30 USD20 1Hrs

8

BBC 印尼海景 SPA

在印尼，最令人享受的就是 SPA 了。面对着无边海景，享受着芳香理疗师

那双温柔的双手，以娴熟的按摩手法，配合精油和香熏来促进身体的新陈

代谢，为内心囤积的压力、疲惫、惶惑找到一个出口，身、心、灵皆美是

现代身处亚健康状态的都市人的梦想。SPA 吹来的怡人芳香，给人以关怀

和抚慰，令您的身、心、灵达到和谐与平衡的享受，让你由内至外充满生

机、神采飞扬。

USD 50 不建议参加 1.5Hrs

友情提示

1. 以上所有项目均为推荐项目， 为游客自愿选择参加， 如需要参加以上推荐项目请签名确认！

2. 组合套餐为主要推荐部分，自费项目一经安排确认，不得无故取消，感谢合作； 若活动前一天 17 点之后通知取

消， 活动费将被收取 50%的取消损失！活动当天取消收取 100%损失！

3. 赠送项目如不参加作自动放弃处理，不退任何费用～

4. 以上项目为了您的安全， 请拒绝参加陌生人或不法旅行社以低价销售之项目；否则后果自付！

5. 请您根据个人身体状况而选择，儿童参加以上项目必须有家长陪同！

6. 以上报价均为参考价格，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Please take note:

 All activities on the optional table, is based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customer. If the customer

decided to buy the package, it is required the customer to sign on the acknowledge form.

 We hope that customer shall not cancel the successful booking without valid reasons. Customer

shall paid 50%of the total fee if cancelled after 1700 from previous day. And shall paid 100% if

canceled on the same day…

 If the free activities is include on the itinerary, customer didn’t required to pay if did not

participate.

 For safety reasons, please do not buy the package from stranger or illegal travel agency. Any

unwelcome circumstances, customer will have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Please choose the optional activities based on your own health condition. For children who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ies, it is required to be accompanied by the parents.

 The price stated above is for reference, the actual price will be based on the local stated price.


	民丹岛雅阁海滩度假村(Bintan Agro Beach Resort & Spa) 
	这家海滨度假村处于民丹岛的东南沿海，设有各种娱乐设施，配备一个水疗中心和2个游泳池。度假村的空调客房
	西德民丹岛海滩度假村 (Sahid Bintan Beach Resort) 
	萨西德民丹岛海滩度假村是商务人士和观光游客前往民丹岛的理想下榻之处。 完善的设施，精美的装饰，这些都
	舒适酒店 (Comfort Hotel) 
	位于风景优美的丹戎槟榔区，从舒适酒店可俯瞰民丹岛，是享受观光, 海滩, 文化古迹的绝佳选择。 距离市
	行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