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味潮汕五星品质:

揭西京明度假村+黄满寨瀑布+采茶+南澳岛+潮州古城汽车 3 天 2 晚

大人抢购价: 368 元/人(收客有效年龄段 28 至 69 岁)

(逢周二/周五发团)

产品特色

★精选住宿 ★美食美客

全程入住当地五星酒店

升级 1晚南澳当地五星酒店：拥有无边泳池的海

泉湾酒店

升级 1晚当地五星酒店：中国最大的度假村京明

度假酒店

拥有 180°海景的五星级酒店享用南澳岛风味餐

潮汕卤水鹅肉宴

地道潮汕牛肉火锅加上潮汕独有沙茶酱，美味在

舌尖迸发

★广东十二个必打卡

1、南澳北回归线标志塔“自然之门”“立杆不见影”

2、青澳湾——被海内外游客誉为“东方夏威夷”

3、潮州潮州太平路牌坊古街—全国最长、牌坊最多、集潮州小食、特产、潮绣、木雕、蜡石等传

统工艺于一体的旅游商品街，甲第巷、豪门宅第，观驷马拖车、百鸟朝阳、四点金等建筑格局

4、黄满寨瀑布-特别安排被誉为中国“三黄瀑布”与壶口瀑布、黄果树瀑布齐名的黄满寨瀑布

5、开元寺—有“古代建筑艺术明珠”美誉，广东四大名寺之一。

6、湘子桥—前年古桥，世界第一座启闭式吊桥的四大古桥之一

7、启航灯塔-渡口新建成的这座灯塔，塔身红艳醒目，背景就是让天堑变通途的南澳大桥，已成

为抵岛网红打卡第一点。

8、广济城楼—是一座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楼，它与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毗美

9、中国玉都—阳美玉都摘取"南粤明珠"的桂冠，国家 AAAA 级景区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

10、竹筏漂流—景区内进 50 分钟的山水好风光体验，实现一地多景，一地多玩。

11、京明茶园—全国著名示范茶园，占地超过 2000 亩采茶区，感受深度采茶制茶体验

12、特别安排篝火晚会，嗨翻夜空体验客家人的热情！

简易行程

天数 行程安排 用餐 酒店

D1 广州市区集合,乘汽车前往揭西,

接团/黄满磜瀑布/玉湖竹筏漂流/

京明茶园/篝火晚会/入住酒店

自理 卤水鹅肉宴 自理 升级京明度假酒店

D2 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乳

胶/南澳岛/启航灯塔/青澳湾

含 牛肉火锅 南澳岛

180°海景

风味餐

升级入住南澳五星

酒店海泉湾



D3 潮州古城/珠宝商场店/牌坊街/外

观湘子桥/甲第巷/开元寺/送团

返程广州

含 自理 自理

第一天 :广州市区(汽车)----黄满磜瀑布—玉湖竹筏—京明动物园—京明茶园—篝火晚会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京明度假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京明度假酒店

07:00 客人准时集合于广东科学馆(连新路 171 号,2 号线地铁站纪念堂 C 出口附近).

(温馨提示:请提前 10 分钟候车,过时不候,敬请谅解)

乘车前往揭西.中午抵达揭西, 中餐安排享用卤水鹅肉宴.

下午前往游览【黄满磜瀑布.价值 120 元/人,团队票不参观不退费用】（约 1.5 小时）位于揭西京

溪园镇粗坑河上游，河水至此奔流直泻，形成宽八十米，落差近百米的天然瀑布。水声轰隆，隔

山可闻。瀑面似银帘悬天，瀑下潭水碧清，潭边的海龟石、海龙石等景观栩栩如生。在不足一千

米的河段上，还有银河飞瀑、三叠瀑布、无名崆、长寿潭等天然景观，周围古藤相绕。翠竹遮天。

绿水青山，给您大自然的感觉。

【玉湖竹筏漂流】（约 50 分钟）品潮汕正宗功夫茶，赏一潭两岸风景，一天的疲惫顿时消散。

坐在竹筏上一阵阵清风拂面而来，给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丝凉意，阵阵的山风给这忙碌的

人民赶走了往日的疲劳。平静的河水就像天上的瑶池，非常的干净，清澈。熟练的船夫撑起

长长的竹杆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漂流。两边青山上的小鸟在欢乐的歌唱，好像在欢迎我们这些

远方的客人。又让人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

【京明茶园】（约 1.5 小时）：占地面积 2500 亩，梯田式的生态茶园种植了乌龙茶等二十多种优

良品种茶，是全省首家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旅游观光和科研为一体的现代茶叶生产基地。

参观京明茶文化长廊壁画、全国著名示范茶园——京明茶园

晚餐自理后，前往树林进行【篝火晚会】（约 1.5 小时），嗨翻夜空，体验客家人的热情似火。



第二天: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牛肉火锅——南澳岛—启航灯塔—青澳湾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南澳岛海泉湾度假酒店(公寓海景房)

早餐后前往国家 AAAA 级景区亚洲玉石一条街，参观亚洲玉都玉文化展览园，【中国阳美玉天下公

盘交易中心】（约 120 分钟）感受全亚洲最大玉石毛料加工及批发市场的繁荣景象

前往【泰国乳胶体验中心】（约 90 分钟）

中餐享用老字号牛肉火锅,

下午车赴广东最美的海岛——【南澳岛】（南澳岛景点约 2小时）。车辆行驶在汕头东海岸大道

上，眺望东海岸大道毗邻的【西太平洋】一望无际的海域，这是央视直播的中国热点景观大道！

南澳大桥线路全长 11.08 千米，桥梁部分全长 9.342 千米，主塔总高度 69.415 米，全桥共 48 根

斜拉索，南澳大桥建成后，作为广东省唯一海岛县的南澳与陆路交通网相连，彻底摆脱陆岛交通

完全依靠轮渡的历史。

打卡网红灯塔——【启航广场灯塔】，渡口新建成的这座灯塔，塔身红艳醒目，背景就是让天堑

变通途的南澳大桥，已成为抵岛打卡第一点。【启航广场】是南澳岛新的网红拍照地，这里可以观

赏南澳大桥最佳位置，耀眼的红色灯塔最醒目，背景就是让天堑变通途的南澳大桥。这里经常有海

鸟翱翔，很值得停车驻足欣赏一番！

车游新南澳外滩—【前江湾海滨路】有“维多利亚港”之美。

【北回归线标志塔】南澳北回归线标志塔“自然之门”，位于汕头市南澳县青澳湾的北回归线广

场，是迄今我国建成的 11 座北回归线标志塔之一，处于北回归线与我国大陆东岸的交点处。在广

东唯一的海岛县南澳县上，也是唯一一座位于海岛上的北回归线标志塔。“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

志塔，位于南澳岛沙滩上，由 CIID 常务理事——郑少文总设计师主刀设计。每年夏至正午，当太

阳直射北回归线时，日影将穿过“自然之门”上方圆球中心圆管，投射地台中央，达到“立杆不见

影”的效果

继而游粤东明珠南澳岛的青澳湾；“东方夏威夷”美誉的【青澳湾海滨浴场】，较之“夏威夷”

有过之而无不及，远观我国沿海地区最大的风能发电场——风车山

随后安排入住海泉湾度假酒店(享无边际泳池), 晚餐特别安排【燕窝鲍鱼海鲜大餐】



第三天 潮州古城—牌坊街—开元寺—甲地巷—送团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早餐后前往【珠宝展示中心】（约 90 分钟）

【潮州牌坊街】（潮州古城景区约 2小时）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平路牌坊古街是全国最

长、牌坊最多、集潮州名小食、特产、潮绣、木雕、蜡石等传统工艺于一体的旅游商品街，【甲第

巷】、豪门宅第，观驷马拖车、百鸟朝阳、四点金等建筑格局

【开元寺】有“古代建筑艺术明珠”美誉，至今仍保持着与日本东大寺相似的唐宋宫殿式建筑壮严

肃穆的风格,至今己有 1260 多年的历史。观赏韩江风光及修复一新的【宋明代古城墙】及【广济

城楼】，漫步【滨江文化长廊】

【湘子桥】近观世界第一座启闭式吊桥的四大古桥之一（上桥费自理），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

的独特风格与赵州桥、洛阳桥、芦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

重点推荐古城美食：（费用自理）糖葱薄饼、咸水粿、鸭母捻、菜头粿、粿汁、腐乳饼、笋粿、

咸水粿、邦记花生糖、鼠壳粿等

【鸭母捻】是一道潮汕很有名的特色小吃，看起来有点像汤圆。它与汤圆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外形，



比普通汤圆稍微大一点，没有全圆的形状而是有了一个小角，这可能就是“捻”的效果，也使其更

形象的按上了此名。鸭母捻加上鹌鹑蛋、银耳、莲子、百合、白果、绿豆等配料，一碗小甜点，应

有尽有，十分清甜；

【潮州春饼】是广潮汕地区传统小吃的佳品，又名潮州春卷。节日食俗。它呈长方形，金黄美观，

外酥里嫩，味浓香郁，为人称道。皮酥脆，馅咸香。

【无米粿】是潮汕传统民间小食，传闻以前有位媳妇因为家中没有大米，然后用番薯磨成粉制作了

粿皮，加入馅料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无米粿。透明的皮，加上色彩丰富的馅料，这款粿品十分受潮汕

人们喜爱。

【咸水粿】是潮州传统粿食小吃。外观是一个由米浆做成的如同小碟子的粿皮，中间是盛放着热的

菜脯干，色泽嫩白，口感润滑。粿皮无味但有嚼劲，配上菜脯干的香甜和芳咸。其历史悠久，味道

可口。广受当地老百姓喜爱。

【反沙芋头】反沙芋头选用芋头为主料，佐以红萝卜、香菜、白糖等辅料烹制而成。

中餐牌坊街自理，后乘车返回广州市区(送回纪念堂地铁口),结束愉快的五星潮汕之行!

--行程、景点游览顺序、游览时间仅提供参考标准，具体视天气及导游实际安排情况而准

旅行社抗疫三大保障:

贴心安排:为每位客人提供(一次性医疗口罩,上车前测量体温)

贴心配备:车上每天至少消毒两次(车上备有免洗洗手液,免接触体温计)

安心酒店:入住酒店登记体温同时均提供全方位消毒,以保证客人入住安心.

上车点: 07:00 请客人于早上准时集合于广东科学馆(连新路 171 号,2 号线地铁站纪念堂 C 出口附近)

下车点:纪念堂地铁口

温馨提示: 汽车团因为成本问题,若收客达不到预定的人数(40 人成团),不够成团则提前二天通知

取消或改期,无另外赔偿,敬请谅解!

★ 产品执行基本标准说明

住宿标准 全程入住指定酒店

升级入住南澳五星酒店海泉湾，升级 1晚当地五星酒店京明度假酒店，

用餐标准
含 2早 3正（不用不退费） 早餐：分餐或围桌或自助餐 正餐：围桌餐

餐标：30 元/人/餐

特色餐：潮汕牛肉火锅，卤水鹅肉宴，南澳海鲜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6%B1%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9%A3%9F/100742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8B%E5%A4%B4/59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8%90%9D%E5%8D%9C


旅游用车 全程空调旅游车

景点门票 行程中注明含的景点第一道门票（不含景区内设自费项目，另有约定除外）

因所有价格为打包优惠价,所有景点或项目因时间或天气原因不能前往或自动放

弃，按“不退费用”和“不更换景点”处理.

导游服务 持有导游资格证书的专业导游优质服务

购物须知 行程中安排旅游正规标准购物店（丝绸、乳胶、珠宝、保健品、厨具、银器六选三）

★ 行程中酒店说明

酒店标准 优先入住酒店 备选入住酒店

揭西豪华型酒

店

京明度假酒店/大洋度假酒店/大北山度

假酒店

揭西豪华型同等级酒店

南澳段豪华型

酒店

南澳岛上海泉湾酒店 海韵华轩酒店或等级酒店

备注
1、以上列表酒店，由我社房调人员根据各阶段房态进行调度用房，游客/组团社不

能单方指定用房。如优先入住酒店满房的情况，会安排入住备选酒店；

2、潮汕酒店多为旅游度假酒店，标准较内地偏低；

3、如旺季等特殊情况，因房源紧张，将安排不低于以上酒店档次的酒店。

★ 收客标准说明

1.以上收客有效年龄段 28 至 69 岁. 年龄外团款加收 500 元/人.

70 岁以上，必须要有 28-64 岁直系家属陪同，无家属陪同概不接待；为了安全考虑，70 岁以上要

提供健康证明.签署免责书，并在出发前提供给我社。

2.因客人擅自离团或到店不进，需补 400 元/人；请组团社提前告知客人，以免产生纠纷，由此产

生的纠纷我社一概不直接向客人收取离团损失，离团损失费用由组团社自行承担.

6.以下五种客人，不收

1）乘轮椅残疾人、聋哑人、患有精神病者、心脏病高血压等不收；

2）独自 1 人参团的单男，或同组全男性报名的不收

3）入境外宾不收（外籍华人需要另外补房差提升酒店）；

4）旅游同业人员及家属、媒体工作人员、律师不收；

5）75 岁或以上（按年份计算）不收

7.本行程报价为综合优惠打包价，行程中有任何优惠或减免，费用一概不退；

8.客人行程与我社所给行程不一致或者客人身份证信息明显与真实不符的恕不接待

9.潮汕酒店均无三人间且不能加床，我社不予安排拼房，请提前收取单房差

(单房差全程 320 元/人两晚)



【特别约定】

1. 客人出团当天需要出示穗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视为客人原因推团,按

照<<广州市国内旅游组团合同>>第 28 条约定处理,旅行社有权拒绝客人上车, 客人应该配合.

(1) 客人不能出示穗康码或穗康码过期无效;

(2) 客人出示的穗康码颜色为”红码”高风险状态的.

(3) 客人拒绝接受旅行社或相关部门体温测量,或收相关部门要求进行留观处理无法跟随团队

行进的.

(4) 客人通过药物等其他方式降低体温,隐瞒病情.

2. 如客人出团当天出示的穗康码处于有效期内,且穗康码颜色为”蓝码”或”绿码”低风险状态

的, 但体温测量超过(含)37.3°C,旅行社有权拒绝客人上车,并视为双方解除合同,客人应自觉

配合.

3. 客人在车内, 室内, 人多的地方必须佩戴口罩,在游览过程中不聚众,与前后游客保持安全的距

离.

4. 旅行社强烈建议客人出行游客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 具体保险险种请在报名时向销售人员咨

询并购买,出行时请将该保单资料随身携带

5. 基于旅游体验的特殊性, 若客人在行程中对任何旅游服务质量存有异议,请立即向导游提出,

以便旅行社能及时核查以及采取补救措施,若客人没有及时提出或擅自解决而导致旅行社错过

补救解决机会的,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6. 请客人准时到达出团集合地点,过时不候.

特殊说明:

1、南澳岛上的酒店标准比市区偏低，请旅游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如遇旺季酒店资源紧张或政府

临时征用等特殊情况，我社有权调整为同等级标准酒店。我司默认安排双床，夫妻情侣可根据房态

免费申请大床，需要报名时确认申请，不保证安排。且酒店以当天入住为准，不提前指定酒店。行

程报价中所含房费按双人标准间/2 人核算。如要求三人间或加床，需视入住酒店房型及预订情况

而定。通常酒店标准间内加床为钢丝床或床垫等非标准床。

2、我们承诺绝不减少餐标，但潮汕饮食口味清淡，且潮汕物价水平较高，且各团队餐厅菜式比较

雷同，餐未必能达到亲的要求，建议您可自带些咸菜或辣椒酱等佐餐。旅游期间切勿吃生食、生海

鲜等，不可光顾路边无牌照摊档，忌暴饮暴食，应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少抽烟，少喝酒。因

私自食用不洁食品和海鲜引起的肠胃疾病，旅行社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3、抵达潮汕前 24 小时内取消合同的游客（如因航班延误 无法抵达等），需向我社交已经产生的

旅游车位费及合同约定的其它费用约 400 元/人+高铁票损失费

4、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台风、暴雨、检修等）或政策性调整（重要会议期间、全国性娱乐停

演等）导致无法游览的景点和项目，我社有权取消或更换为其它等价景点或项目,赠送景点和项目

费用不退，并有权将景点及住宿顺序做相应 调整；出游过程中，如产生退费情况，以退费项目旅

行社折扣价为依据，均不以挂牌价为准。潮汕部分景区及酒店为方便旅游者有自设的商场及购物场

所，并非我社安排的旅游购物店，此类投诉我社无法受理，敬请谅解；

5、潮汕气候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雨水充沛，请带好必备的防晒用品、太阳镜、太阳帽、雨伞，



尽量穿旅游鞋，应避免穿 皮鞋、高跟鞋。为防止旅途中水土不服，建议旅游者应自备一些清热、

解暑的药或冲剂等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切勿随 意服用他人提供的药品。潮汕是著名的海滨旅

游胜地，请自备拖鞋、泳衣泳裤等。且需注意人身安全，请勿私自下海。

6、请避免离团活动，如确有需要，请提前以短信或书面方式通报导游，并在约定时间内准时归队。

对于存在安全隐患，治安不理想的地区，请游客避免前往。自由活动期间请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行

动。非本公司组织安排的游览活动，旅游者自行承担风险。由此发生的损失及纠纷，由旅游者自行

承担和解决，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夜间或自由活动期间宜结伴同行 并告知导游，记好导游手

机号备用，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贵重物品可寄存在酒店前台保险柜，下榻的酒店的名称位置也要

记牢，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特别是三轮摩托车、街头发小广告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7、文明旅游、文明出行，自觉爱护景区的花草树木和文物古迹，不随意在景区、古迹上乱涂乱画、

不乱丢垃圾、尊重当地少 数民族风俗等。很多景区和酒店周边有小摊小贩，如无意购买请不要与

其讲价还价，一旦讲好价格不购买的话容易产生矛盾。出游请保持平常的心态，遇事切勿急躁，大

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

8、请配合导游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游客的投诉诉求以在福建当地，旅游者自行填写的

意见单为主要依据。不填或虚填者归来后的投诉将不予受理，如在行程进行中对旅行社的服务标准

有异议，请尽量在潮汕当地解决。如在旅游期间在当地解决不了，可在当地备案，提醒：旅游投诉

时效为返回出发地起 30 天内有效

9、该产品报价为综合优惠价格，持军官证、导游证、记者证、教师证等证件不能减免门票费用

10、行程中标注的时间可能因堵车、排队等情况有所不同；部分景区团队旅游可能会排队等候，因

等候而延误或减少游览时间， 游客请谅解并配合。因排队引发投诉旅行社无法受理。

11、部分景区由于交通工具的特殊性，故对旅游者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有相应的要求。

12 费用不含：

①不提供自然单间，产生单房差或加床费用自理。非免费餐饮费、洗衣、电话、饮料、烟酒、付费

电视、行李搬运等费用。

②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餐费、等私人费用。

③行程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如特殊门票、游船（轮）、景区内二道门票、观光车、电瓶车、缆车、

索道、动车票等费用。

④儿童的“旅游费用包含”内容以外的所有费用。例如产生超高餐费、门票等需客人另付！

⑤个人购物、娱乐（潜水、拖曳伞等海上项目）消费。

⑥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及个人所产生的费用等。

⑦旅游意外保险；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13、温馨提醒：

①第一天到潮汕请勿食用过多热带水果及大量海鲜，以防肠胃不适，影响您的行程哦！

②请您自由活动期间注意安全。掌握好时间，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工作人员联系，不要误了赶高铁的

时间

14、因本线路较为特色，如当日参团人数不足 16 人.提前三天通知取消或改期,无另外赔偿,敬请

谅解! 如有异议，请慎重选择！敬请理解，非常感谢!



附件一：旅游行程内容补充协议书

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本着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经当团游客{以

下简称甲方}与旅行社{以下简称乙方}双方充分协商，就本次旅游的购物场所达成一致，特签订如

下补充协议：

一、为了丰富甲方在厦门的游览行程，乙方导游人员会适时向甲方推荐参加购物自费游览项目

二、甲方代表与合同变更的说明：甲方签订合同的代表必须征得合同内所有游客的统一，方可代表

甲方与旅行社签订合同，合同变更的相关事宜也必须由合同签订人携带合同到旅行社进行变更。

三、有效身份证明：需要带齐身份证原件。如因个人原因没带有效身份证件造成无法办理入住手续

的损失，游客自行承担责任

四、健康说明：本次长途旅行，时间长，温差大，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甲方在充分了

解旅途的辛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身的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在

乙方处报名参团，若因个人有病史和身体残障但未向乙方明示且出具相应的诊断证明在旅游行程中

引发疾病所导致伤亡事件发生，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现有的保险公司责任险和意外险条款中，此

种情况也列入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乙方为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无法判定甲方的身体健康状

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甲方与乙方签订旅游合同，即视为甲方已经了解本次旅行的辛苦程

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并征得专业医生的同意。A：报名时甲方应确保身体健康，保证

自身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动，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参加本次旅游活动，根据

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后果，甲方自行承担责任，出团前甲方须签

字确认（旅游者健康状况确认

书），B：甲方出现急症请主动通知工作人员，乙方将协助甲方就近送往当地医疗机构检查治疗。C：

有听力，视力障碍的游客须有健康旅伴陪同方可参团，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行为控制能力的不能报

名参团。

五、安全防范：乙方的导游人员和其它工作人员无法为甲方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乙方工作人员在接

待甲方报名时已经充分告知本行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对甲方身体健康的要求，旅游活动中甲方必须注

意自身安全和随行未成年人的安全，保管好个人财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六、不可抗力免责说明：由于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客观原因，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

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火车延误，飞机延误，汽车塞车等不可抗力原因如造成

团队行程更改，延误，滞留或提前结束时，乙方不承担责任。因此发生的费用增减，按未发生费用

退还甲方，超支费用由甲方承担的办法处理。

七、退团说明：甲方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旅游，须提前告知乙方，因甲方临时退团，所产生的

一切损失均由甲方承担（包括机票、酒店、地接、未成团成本增加等），甲方所缴纳的旅游团费不

足以弥补损失的，甲方应当按照超出部分的损失予以补足。

八、甲方在旅游目的地应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

教信仰，爱护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并主动配合随团领队及当地导游的合

理安排。

九、自由活动期间的声明：本人将在《旅游行程单》约定的自由活动时间内自行安排活动，乙方已

充分告知了我在自由活动期间存在的风险和安全注意事项。

十、购物和自费游览活动说明：本协议所补充购物场所活动本着游客自愿消费的原则，无任何强迫



或变相强迫。购物店各停留不少于 120 分钟，请游客配合进入参观。购物场所购买的物品，请索要

并保管好发票和原包装，回团后一个月内，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旅行社协助办理换货处理。

游客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游客自行前

往非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

共交通延误或取消、交通堵塞、重大礼宾等），为保证景点正常游览，旅行社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减

少本补充说明约定的购物场所，敬请游客谅解。

购物项目内容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共同摒除不法业者，请旅客注意下列事项：

1、有部分专案，适用于团体共同参加作业：若参加人数少，请游客与导游互相斟酌，但导游不得

因参加人数少借机向游客索取额外的补助费用。

2、为了您的安全，请拒絕参加陌生人或不法旅行社以低价销售之自费项目：不但没品质及无任何

保险外，更会浪费您宝贵的旅游时间，小心因小失大，后果自负。

3、观光景点时有野导游以低价引诱客人参加活动请客人注意！如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或其它人

身伤害，野导游均无赔偿能力。

甲方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盖章）：

时间 地点 场所名称 商品特色 参观时间

行程期间 广东 乳胶 经营乳胶用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中国阳美玉天下

公盘交易中心
各种珠宝饰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熊庄 经营各种保健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厨具 经营各种厨房用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丝绸 经营丝绸用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珠宝 经营珠宝饰品 不少于 120 分钟

购物店 6选 3（茶叶店为宣扬潮汕工夫茶文化，非购物点）



附件二：免责声明书

旅行社为了确保本次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建议旅游者在出行前

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下列人群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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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便者及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

本人 已完全了解了贵社接待人员告知的注意事项，自愿要求参加贵社组织的 2020 年 月 日

至 2020 年 月 日止。

（行程），

并且承诺不属于上述八项人群范围之内。本人并根据旅行社对高龄人群的接待相关要求，承诺如下：

一、本人以及直系亲属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合参加此旅游团，本人能够完成旅游团全部行程并

近期返回。如本人未按贵社要求如实告知相关健康情况，本人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发生的

全部费用，并承担给贵社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二、在旅游过程中，本人有放弃禁止高龄人群参加的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权利：若因本人坚持参加

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三、在旅游过程中，如果本人由于身体不适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继续完成行程，需要贵社协助提前

返回、就医等情况发生，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及发生的全部费用。

四、本人已就此承诺告知了直系亲属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本人同意贵社任何单一或全部核实义务。

五、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及直系亲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及本次旅游行程中可

能存在的因地域差异会产生的不良反应和旅途辛劳程度，贵社工作人员已充分告知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人已完全理解并自愿承诺。若发纠纷，以本承诺函为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 直系亲属（签字认可及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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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启航灯塔-渡口新建成的这座灯塔，塔身红艳醒目，背景就是让天堑变通途的南澳大桥，已成为抵岛网红打卡第一
	8、广济城楼—是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城楼，它与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毗美
	9、中国玉都—阳美玉都摘取"南粤明珠"的桂冠，国家AAAA级景区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
	10、竹筏漂流—景区内进50分钟的山水好风光体验，实现一地多景，一地多玩。
	11、京明茶园—全国著名示范茶园，占地超过2000亩采茶区，感受深度采茶制茶体验
	12、特别安排篝火晚会，嗨翻夜空体验客家人的热情！
	【玉湖竹筏漂流】（约50分钟）品潮汕正宗功夫茶，赏一潭两岸风景，一天的疲惫顿时消散。坐在竹筏上一阵阵
	早餐后前往国家AAAA级景区亚洲玉石一条街，参观亚洲玉都玉文化展览园，【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
	打卡网红灯塔——【启航广场灯塔】，渡口新建成的这座灯塔，塔身红艳醒目，背景就是让天堑变通途的南澳大桥
	车游新南澳外滩—【前江湾海滨路】有“维多利亚港”之美。
	【北回归线标志塔】南澳北回归线标志塔“自然之门”，位于汕头市南澳县青澳湾的北回归线广场，是迄今我国建
	继而游粤东明珠南澳岛的青澳湾；“东方夏威夷”美誉的【青澳湾海滨浴场】，较之“夏威夷”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餐后前往【珠宝展示中心】（约90分钟）
	【潮州牌坊街】（潮州古城景区约2小时）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平路牌坊古街是全国最长、牌坊最多、集
	【湘子桥】近观世界第一座启闭式吊桥的四大古桥之一（上桥费自理），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独特风
	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本着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经当团游客{以下简称甲方}与旅行
	一、为了丰富甲方在厦门的游览行程，乙方导游人员会适时向甲方推荐参加购物自费游览项目
	二、甲方代表与合同变更的说明：甲方签订合同的代表必须征得合同内所有游客的统一，方可代表甲方与旅行社签
	三、有效身份证明：需要带齐身份证原件。如因个人原因没带有效身份证件造成无法办理入住手续的损失，游客自
	四、健康说明：本次长途旅行，时间长，温差大，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甲方在充分了解旅途的辛苦和
	书），B：甲方出现急症请主动通知工作人员，乙方将协助甲方就近送往当地医疗机构检查治疗。C：有听力，视
	五、安全防范：乙方的导游人员和其它工作人员无法为甲方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乙方工作人员在接待甲方报名时已
	六、不可抗力免责说明：由于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客观原因，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七、退团说明：甲方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旅游，须提前告知乙方，因甲方临时退团，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甲
	八、甲方在旅游目的地应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
	九、自由活动期间的声明：本人将在《旅游行程单》约定的自由活动时间内自行安排活动，乙方已充分告知了我在
	十、购物和自费游览活动说明：本协议所补充购物场所活动本着游客自愿消费的原则，无任何强迫或变相强迫。购
	游客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游客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
	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共交通延误或取
	购物项目内容
	时间
	地点
	场所名称
	商品特色
	参观时间
	行程期间
	广东
	乳胶
	经营乳胶用品
	不少于120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中国阳美玉天下公盘交易中心
	各种珠宝饰品
	不少于120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熊庄
	经营各种保健品
	不少于120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厨具
	经营各种厨房用品
	不少于120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丝绸
	经营丝绸用品
	不少于120分钟
	行程期间
	广东
	珠宝
	经营珠宝饰品
	不少于120分钟
	购物店6选3（茶叶店为宣扬潮汕工夫茶文化，非购物点）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共同摒除不法业者，请旅客注意下列事项：
	1、有部分专案，适用于团体共同参加作业：若参加人数少，请游客与导游互相斟酌，但导游不得因参加人数少借
	2、为了您的安全，请拒絕参加陌生人或不法旅行社以低价销售之自费项目：不但没品质及无任何保险外，更会浪
	3、观光景点时有野导游以低价引诱客人参加活动请客人注意！如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或其它人身伤害，野导游
	甲方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甲方（签字）：                                          乙
	附件二：免责声明书
	旅行社为了确保本次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建议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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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便者及75周岁以上老年人。
	本人     已完全了解了贵社接待人员告知的注意事项，自愿要求参加贵社组织的2020年 月   日至
	并且承诺不属于上述八项人群范围之内。本人并根据旅行社对高龄人群的接待相关要求，承诺如下：
	一、本人以及直系亲属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合参加此旅游团，本人能够完成旅游团全部行程并近期返回。如本
	二、在旅游过程中，本人有放弃禁止高龄人群参加的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权利：若因本人坚持参加所产生的全部后
	三、在旅游过程中，如果本人由于身体不适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继续完成行程，需要贵社协助提前返回、就医等情
	四、本人已就此承诺告知了直系亲属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本人同意贵社任何单一或全部核实义务。
	五、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及直系亲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及本次旅游行程中可能存在的因地域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                                直系亲属（签
	日期：   年   月   日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