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商业解决方案
发展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
走入东盟之钥
携手共创未来

移动终端(手机)+移动网络业

世界第三大市场也是发展潜力最大市场



一带一路将会推动东盟市场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不会在 2016 年对电

子商务产生显着的影响。因为各国政府的政策
过于分散，再加上保持国内市场中的增长机会
的考虑，集中在东盟内部的跨界合作没有意
义。但是跨境电子商务在 2016 年将会快速增
长，这个动力将主要是一带一路。“一带一
路”战略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
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将会把自己的商品打
入东南亚，这奠定了一带一路的基础，中国试
图通过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扩大中国的软实力
和霸权。东南亚有望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电
子商务市场。京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京东
最近开设印度尼西亚站点，东南亚地区将有望
利用其超过40亿SKU的产品种类及中国—东
南亚供应链。而阿里巴巴投资近 5亿美元给新
加坡邮政，这扫清了天猫和淘宝的产品顺利进
入东南亚的道路。



我们征求

移动终端(手机)
1.国产手机有意发展外贸市场
2.手机零件代工厂家
3.国产手机线下各省批发代理商
4. 国产手机线上各代理商

移动网络业
1.国内各移动网络运营商
2.移动网络开发业者
3.网络微商
4.发展东盟市场海淘网商

见证媒体
1. 电视台工作人员
2. 杂志社编辑
3.网络新媒体人员







进入东盟市场
步骤:以泰国曼谷
为跳板或转运站
辐射东盟十国

泰国政府政策后盾
开发世界第三市场
也是潜力最大市场
东盟之锁为您而开

立抢占先机
成人生赢家

今日不做
来日悔之



2015 年中泰电商全球高峰论坛曼谷
2015 年 6 月 29 日，由深圳发起，中国电商社群组织、
中国触电会、中国大熊会、中国匡扶会、中国钛铂新媒体
公司、微产业联盟等举办的“中泰电商全球高峰论坛”在泰国
曼谷陆军司令俱乐部盛大召开。此次论坛以信任协作、共
建和平、稳定高效合作为主题，就如何扩大中泰两国在贸
易、旅游、电子商务等问题展开讨论。

同时今年也是中泰两国建交 40周年，本次论坛也承载着中
泰两国人民的友好期待、搭建起中泰跨境电商历史性桥梁
的重任论坛上汇聚了中泰两国的百余位电商精英。中国华
为、中国中兴、中国云水依等龙头企业为本次论坛提供了
大力赞助与支持。

泰国前工业部长 CHANCHAI CHAIRUNGRUEONG博士、泰国资
讯部监察官 MALEEWONGSAROJ博士、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
刘建国、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会主席罗宗正博士、NIDA 中
国事务部负责人 IRENLIANG 博士、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
部专家 NIYOM博士、泰皇族亲王素博·巴莫亲王、中国触电
会创始人龚文祥、中国钛铂新媒体 CEO龚铂洋、中国大熊
会创始人宗宁、邦邦购联合创始人何旭斌、微产业联盟秘
书长谢穗嘉、以及本次会议发起人中国星雅假日 CEO丁志
勇等出席了本次论坛。

左起:华为东南亚消费者业务 CMO许临峰、华为泰国
消费者业务总裁景蓬勃、娇源集团总裁陈勇、伊对一微
商学院院长伊酱、中兴通讯副总裁以及中兴微品会总裁
周洪峰



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龚文祥发言说，2015年中泰两国
双边贸易额预计扩大至 1000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泰国
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同时，中国也是全球电商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据相关资料表明，今年的泰国电子商务有望增长
20-30%。在中泰两国电子商务都飞速发展的今天，“中泰
电商论坛”的召开可谓是意义重大。龚文祥还以“中国微
电商的现状以及中国政府对于此新兴行业的扶持态度”等
做了主题演讲，希望泰国可借鉴中国的方式方法共同发展。
本次电商峰会代表团成员得到了曼谷市市长素坤攀亲王的
接待。中泰双方达成电商产业战略合作共识并互赠礼物。

右上东盟加六国贸易促进会主席罗宗正博士主席、泰国科
技部讯息监察官 MALEEWONGSAROJ 博士、中国驻
泰大使馆经济参赞部一等秘书刘建国、泰皇族素博·巴莫亲
王、泰国前工业部长 CHANCHAI CHAIRUNGRUEONG
博士、中国触电会创始人龚文祥、中国钛铂新媒体 CEO 龚
铂洋、中国大熊会创始人宗宁
右下图为泰方代表泰皇族素博·巴莫亲王与华为东南亚消
费者业务首席市场官许临峰做赠荣耀手机仪式
下图为星雅假日 CEO丁志勇在与泰国大亚旅行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明签订合作协议



给您一个与众不同泰国会议游





DAY1 ·
中国—曼谷
China-BANKKOK
餐饮：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机餐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前 往 泰 国 首 都 曼 谷
China-BANKKOK，飞机上抵达到
曼谷后送往酒店休息。
行程内容：提前 2小时到达国
际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会务
翻译顾问，豪华商务专车已机
场敬候您到访。

备注：全国各大城市均可出发，
我们的专车将全程为您配备、
饮用水，在接下来的几天会议
拜会行程里，会务顾问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的调整行程，
我门将细心竭力为您打造一次
专门考察泰国通信及仪动网络
泰国同业交流及东盟是场实地
考察有帮助东盟市场开发为来
奋斗的旅行。



DAY2 · 曼谷 BANKKOK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机餐 晚餐—机餐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上午长尾船游湄南河－大皇宫＋玉佛寺
早餐后，往码头乘【长尾船】游览有东方威尼斯之美称的【湄
南河】，续后参观【大皇宫】位于曼谷拍那空县，从 18世
纪到 20世纪中叶，曾是暹罗王国的皇宫。也是泰国王室公
定的居住地点，在所有的泰国王宫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建于
拉玛一世统治期间的 1782年，然而，在 1946年泰王拉玛
八世驾崩后，拉玛九世将王室搬到吉拉达宫（Chitralada
Palace），而象征王朝的宫殿依然存在，因此，现在的泰国
王室并不住在这里。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
术的精粹，【玉佛寺】是泰国境内的佛教圣地，位于首都曼
谷市内，属于国家大皇宫的范围。玉佛寺是全泰国唯一没有
僧侣住持的佛寺，但供奉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国宝—玉佛，该
玉佛是由整块翡翠雕成的。

下午泰国政府部门拜会
餐后，往【泰国政府】拜会泰国市场政策交流【下午请着正
装】，交流后续后

晚上夜游湄南河
夜游湄南河的公主号邮轮，体验奢华与浪漫的曼谷公主号夜
游湄南河之夜。每艘邮轮都经独特的设计和豪华装璜。同时
你的晚餐包括多种可选择的菜肴，包括从泰国风格菜式和国
际美食，从开胃菜到主菜，以自助的方式任你挑选。在你享
用晚餐的时候，船上的萨克斯演奏家和歌唱家为你送上舒缓
柔和的流行乐和爵士歌曲河两旁漂亮叶景灯光



长尾船游湄南河



大皇宫＋玉佛寺



皇家御会馆



商业部外贸厅 http://www.dft.moc.go.th

泰国商务部长差猜·沙里卡，作为友好邻邦，泰国和中国的经
贸合作４０年来迅速发展，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潜力巨大，他对
泰中贸易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今年是中泰建交４０周年。统计
数据显示，泰中双边贸易额从１９７５年的２５００万美元增
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７２６亿美元。两国正在为２０１５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而努力。中国目前是泰国最大贸易
伙伴、出口市场和最大游客来源地。泰中双方通过诸多平台和
渠道推进经双边贸合作发展，也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沙里卡耶说，泰中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等领域，中国从
泰国购买稻谷、橡胶和木薯等农产品，双方合作“惠及两国百
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泰及区域合作注入
了新动力。沙里卡耶表达了与中方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诚意和信心。他说，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符合泰国的发展
需求，泰国是区域合作构想中连接“陆上东盟”与“海上东盟”的
重要交汇点。泰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
其枢纽地位。他说，泰中货运物流领域的合作前景令人充满信
心。泰国是东盟和东亚地区产品的生产和分流基地，在开展国
际经济合作中有着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沙里卡耶说，泰中两国投资额也在不断增长。近年来，双
方每年双向投资额超过１０亿美元。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节点，广西、云南在加强与泰国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泰国也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积极参与者。差猜·沙
里卡耶说，广西、云南是中国对接东盟的重要门户，中国—东
盟博览会大大促进了泰中经贸发展。“泰国将视中国为永久的
贸易伙伴，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泰国将发挥积
极作用。”沙里卡耶说，泰国将加强与中国优势互补，为两国
互利合作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泰中经贸合作进入全面发展新
阶段

http://www.dft.moc.go.th


夜游湄南河



DAY3· 曼谷 BANKKOK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泰昌自助餐

晚餐—粤湘海鲜酒楼
酒店：曼谷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上午泰国电信运营商拜会 在线网络运营商交流
早餐后，往泰国当前存在五家最具实力的电信运营商，其中
包括三家私营运营商——AIS, DTAC, TrueMove 和两家国
营运营商 CAT,TOT。 确切的说 AIS, DTAC, TrueMove 应该
算是移动运营商吧，就像中国的移动和联通一样。
下午泰国最大线下电信商场考察
泰国的 Pantip Plaza是一个巨大的电子产品商场，里面挤满
了无数的 iPhone和其它智能手机的修理店、商店和转销商。
商场里出售的产品包括 PC、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
打印机、数码相机，以及各类软件（一般是盗版货）。然而，
人气最旺的莫过于交易二手智能手机的商店了 Pantip商场
（Pantip Plaza）坐落于曼谷市中心，是泰国最大的电子产
品商场。商场一共有 5层，商品涵盖种类齐全，价格公道。
晚上人妖歌舞表演
晚餐后观看著名【人妖表演】。人妖”是泰国的特点游览之有“没
有看过人妖演出即是没到泰国”之说。演出园地极尽奢华，节
目场场出色，观众几近每天爆满。 别的泰国的人妖，重要会
合在曼谷和芭堤雅，而尤以芭堤雅为多。芭堤雅是泰国的花城，
是闻名游览胜地，该城有两个人妖歌舞艺术团。除可以旅游其
精美的自然风景外，更紧张的节目是旁观具备最高水准的人妖
艺术演出。剧院是一个能包容 6、七百人的修建，平常都是济
济一堂。旁观者多数是列国游览者。这儿常常是宾朋盈门。有
些泰西人特地坐飞机来看人妖演出，看完后顿时又飞走。



泰国当前存在五家最具实力的电信运营商，其中包括三家私营运营商
——AIS, DTAC, TrueMove 和两家国营运营商 CAT,TOT。三大私营运营商与国
有电信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在先，根据特许经营协议，这些私营公司所建造
的网络所有权归属国家。虽然 2009年三家私营运营商的总收入高达 1,600
亿铢，总利润为 270亿铢，但很大一部分收入却流入两家国有电信公司。
多年来，CAT和 TOT一直与私营公司竞争，以政企合一的形式在电信运营
市场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使私营公司听命于他们的指挥。其中 TrueMove
的协议时间要在 2013年到期，AIS和 DTAC的也分别于 2015年和 2018年
才能到期。这严重影响了泰国电信行业的公平发展。几年来，泰国政府也
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获得建设和运营 3G无线网络牌照是这些私营
公司逃避国家特许权协议束缚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在行业竞争中夺得先机。

谈到泰国的 3G水平在东南亚地区可谓是最为落后的一个国家。其他国
家例如新加坡早已进入 3G时代，而马来西亚也已经用上 3.9G网络，但
泰国仍旧停留在 2G的水平。网络通讯的落后直到今天可谓连老挝都不
如。泰国政府一直希望尽快推动泰国进入 3G时代。考虑在现有的 2G网
络频率上，升级为 3G网络。纵观泰国 3G发展之路，要想看到 3G牌照
顺利拍卖，国内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居民享受到快捷便利的 3G服
务，还需假以时日。而对各运营商而言，一方面多家电信运营商需齐心
协力，摒弃一己私利共同推动 3G的建设，否则，源于个体利益，今天
认为 NTC无权颁发牌照，明天否认 NBTC的权威，那么泰国的 3G之路将
越走越迷茫。另一方面，鉴于泰国 3G缓慢的发展情势，在当今 4G已经
初步得到开发应用的时代，泰国各电信运营商也不妨考虑直接涌入 4G
的浪潮。据国外媒体报道，爱立信在 11月初时已经宣布完成泰国首次
TD-LTE/4G演示，这次演示，无疑让移动运营商、应用开发商、内容提供
商和游戏开发商在内的业界看到这一网络的巨大潜能。快速主动的开发
4G服务，不但可以为泰国各种新服务提供超高速的数据速率，还有助于
帮助泰国提高网络科技水平，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改变始终落后别
国的状态。总之，希望泰国不要因为 3G牌照无法及时拍卖，始终制约
泰国整体网络水平的发展进程。正所谓，此路不通走彼路，及时快速为
消费者提供高效的网络服务，这才是各大电信运营商的制胜法宝。



智能手机，如果在曼谷的地铁、商场里看起来用黑莓、苹果的比较多。
长久以来，苹果因忽略中低端手机市场而饱受批评，尤其是中低端手
机在新兴国家风头正起的当下。苹果把重心放在高端市场的主要原因
是，iOS用户的花费是 Android用户的十倍。尽管如此，在需求的推
动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廉价 iPhone”市场在发展中国家赫然成形。在
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电信运营商对手机的补贴
不给力，但是有不少消费者通过其它不同渠道购入非苹果官方翻新的
旧 iPhone。遍地开花的电子产品商店（往往充其量是大卖场里面的小
摊贩）担当起分销翻新 iPhone的任务。他们的目标用户是想使用高
端产品，但又囊中羞涩的消费者。除了出售翻新的 iPhone外，他们
也销售 An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等。同样无法具体计算这部分用户对
于苹果有着什么样的价值，或他们花费多少钱购买了应用。有些用户
把买来的 iPhone当作Wi-Fi设备使用，打电话和发短信则用功能手机。
显而易见，品牌在质量上对用户有很强的号召力。正如去年所见，苹
果在亚洲的主要目标国家是中国和日本，其它国家则任由之。在近期
内，我们很可能无法看到这个政策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因之一是其
它地区消费者相对较低的购买力和缺乏电信运营商的补贴。因此，一
个二手高端设备市场的崛起成为必然。从市场份额上看，Android牢
牢占据着亚洲智能设备市场的老大地位。互联网分析平台 Statcounter
基于对 300万网站的分析得出的统计显示，谷歌的系统是绝大部分亚
洲国家的第一智能设备系统。

泰国电信运营商交流与拜会



泰国最大 线下电信商场考察
Pantip Plaza 电子产品商场
泰国的 Pantip Plaza是一个巨大的电子产品商场，里面挤满了无数的 iPhone和其它智能手机的修理店、商店
和转销商（正规或不正规的），其中也包含了三星、索尼等品牌的正规零售商。商场里出售的产品包括 PC、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打印机、数码相机，以及各类软件（一般是盗版货）。然而，人气最旺的莫
过于交易二手智能手机的商店了。许多消费者前往这家大型商场就是为了购买一台二手智能机，比如搭载 iOS
7系统的 iPhone 4——系统当然是卖家自己升级的。这样一台 iPhone的售价约为 4000泰铢（约合人民币 720
元），这比叫价 23900泰铢 iPhone 5s廉价不少。不仅如此，年代更久远的 iPhone 3G在这里也是热门货。在
许多东南亚国家，这种情况很常见。这样的商场还因为能提供廉价的维修服务而广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正
规商店修理一部新手机的费用不菲。如果你的手机本来就是二手货，那谈不上“违反保修条款”，更不用说东南
亚根本没有苹果官方旗舰零售店。在东南亚，正规的 iPhone零售店都是转销商。我们不能因此定义这些市场
行是“违规”。在曼谷或其它城市溜达一圈，你就会发现这些非官方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融入到苹果和三
星的生态圈中——很多人无财力承担正版 iPhone或 Galaxy。



举世闻名 人妖秀



DAY4·曼谷-芭提雅 BANKKOK-PATTAY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芭提雅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珠宝中心－皮革中心－绿山国家动物园-自费泰式按摩
早餐后，参观【珠宝展示中心】在此有各式各样的红宝石《代
表爱情及幸福，象征着热情、仁爱、威严》、蓝宝石《代表贵
族，象征着慈爱、诚实、德望》以及黄宝石《代表招财，象征
着健康、长寿》，可以在这里选择到适合自己及喜爱的宝石，
另外展示中心的 2楼还设有乳胶枕及床垫和泰国设计工艺品
等，1楼还设有燕窝专柜，您可品尝一杯冰糖燕窝外，也可购
买回国馈赠亲友。续参观【皮件展示中心】珍珠鱼，学名魟鱼，
又名魔鬼鱼。体形扁圆，有如荷叶，主要盛产于南亚以及东南
亚海域。在以往，珍珠鱼的名称是以其形状而取名的，其背部
从头至尾长满如细石般的珠砂，坚硬如石。珠砂经磨光后呈白
色，有如一串珍珠般煽然闪烁。珍珠鱼皮革制品，除其特有的
坚固、耐磨、耐水、耐火、可防锐物破坏的特性外，更使每一
件制品都有如镶满珍珠，光泽耀眼，身价不凡，是当今世界上
风行畅销，最具特色的皮件饰品。餐后途经参观【绿山国家动
物园】位于春武里府，是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园。这里的动
物绝大多数采取放养的饲养方式，有 300多种 8000多只动物。
在这里，可以喝动物亲密接触，园内依山傍湖，风景美丽。到
绿山国家动物园游玩，如同其它风景名胜古迹，春季、夏季、
秋季、冬季景色各有魅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欣赏到山水如画
的美。最后，和亲友结伴出行照相机必不可少，用照片记录下
绿山国家动物园 旅途中愉悦的心情。接着安排自费【泰式古
法按摩】，消除您一身的疲劳，达到松弛渡假的愉悦。



绿山国家动物园



泰式按摩



DAY5· 芭提雅 PATTAY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芭提雅当地五星酒店或同级

金沙岛-珊瑚岛-日游-丛林骑象-东芭乐园–热带水果园品尝
当季水果 -东方公主号

早餐后，先前往【珊瑚岛】后前往【金沙岛】，一年四季均
可享受风浪板、浮潜滑水等水上活动，还拥有芭堤雅所没
有的宁静闲适。到时候返回巴提雅。后安排趣味【丛林骑
大象】，以骑象代步，可是人生一项难得又绝妙的回忆，森
林田野，象步悠悠，享受泰国独特情调。随后前往【东芭
乐园】是一个私人林园，创办人是一位泰籍华人王金亮先
生，是泰国十大首富之一。此处种类繁簇的美丽兰花景致、
充满逗趣的大象踢足球、猴子摘椰子以及独具一格的泰国
传统文化舞蹈表演是您不容错过的旅游景点。在东芭乐园
游览主要有三项：观看民俗表演、观看大象表演、参观热
带植物园。我们首先走入可容纳 1000多人的剧场，观看泰
国民俗表演。民族歌舞表演的节目，多半是表现泰国的民
俗风情的舞蹈，还有泰拳表演,重现泰缅大战表演,以及少数
民族风情表演，表演时间大约为半个小时。续参观【热带
百果园】种植了全泰国知名的上百种热带水果。举凡榴莲、
山竹、红毛丹等等应有尽有，您看到各种热带水果，您想
到的这里都有，您想不到的这里也有。晚餐安排在【东方
公主号】，与人妖近距离接触。







DAY6· 芭提雅-曼谷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PALAZZO自助餐

晚餐—泰式料理
酒店：飞机上

神殿寺－毒蛇研究中心－KING POWER

早餐后，前往【神殿寺】请佛保佑平安。驱车返回曼
谷，随后前往参观亚洲最大的【毒蛇研究中心】，研究
如何开发利用毒蛇血清等科研问题的机构，收集有各
类数以千计的活毒蛇，供研究和观赏，在全世界的毒
蛇研究所中规模仅次于巴西，排在世界第二位。游客
能观赏到毒蛇和饲养员交锋，以及饲养员从蛇的毒牙
上提取毒液等精彩表演。前往曼谷市区最大最新的
【KING POWER国际免税中心】，您可在此处闲逛并
购买最经济实惠的烟酒、名牌服饰、手表、香水、家
电等等。晚上前往机场





DAY7·-曼谷-中国 BANKKOK-China抵达中国
餐饮：早餐—机上用餐酒店：飞机上
提前 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际航班返回中国。
来即是客，别时不舍，期待与您的下一次合作！

SEE YOU AGAIN！



报名联系项目经理
EMAIL:
手机:
QQ:
微信

会务费用 价 格

会务费 (全程两人标间)

不含机票及签证费用小费
RMB2,880/人

会务费 (全程一人单间)

不含机票及签证费用小费
RMB4,380/人

泰国单次入境签证 RMB 250/人

泰国单次落地签证 TAB 1,250 /人

香港至曼谷来回机票(含税) RMB1,980/人

北京至曼谷来回机票(含税) RMB3,380/人

上海至曼谷来回机票(含税) RMB3,180/人

会务费费用所含
服务标准：
1. 费用包含：當地五星酒店住宿；双人
标间；酒店内早餐；會議用餐；当地接待
空调旅游车；；會議翻譯顧問及司机的服
务费；旅游意外保险每人一份；旅游保险，
（最高保额 30万）
2特别提示：
◎ 會議後赠送的旅遊行程项目，如因任
何理由无法参加，视为自动放弃，不可转
让或退费。

报价不包含的服务：
1. 护照费辦理；国内段地面服务费；单
人房差；个人消费以及境外地区服务人员
的小费；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所导致的额
外费用；以及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2行李物品托运费以及托运行李超重费。
3. . 因节假日酒店、机票及燃油附加费
用。
4. 签证:泰国旅游签证（全国护口均可）
签证费（约合 250元人民币）、

5。机 票: 全国各大港口机场（联运机
票往返双程含税机票转机次数(转机次数

◇ 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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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务旅游安全告知：
1、旅行社对于游客参加活动时因个人因素和不
可抗力因素以及第三方原因造成的事故和
伤害不承担法律、经济和医疗责任；游客承
诺如因个人因素和不可抗力因素以及第三
方原因造成的事故和伤害，将不追究旅行社
的任何民事、经济和医疗责任；

2、境外游览时游客应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在景区、酒店大堂、百货公司、餐厅等游客
聚集的地方是偷窃行为多发地，游客务必随
同导游带领并注意结伴而行，在游玩过程
中，时刻注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乘
坐交通工具时、外出旅游离开酒店及旅游车
时，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携带，
不应放进托运行李内。酒店不负责客人在客
房中贵重物品安全，司机不负责巴士上旅客
贵重物品的安全，保险公司对现金是不投保
的。

3、游客如患有突发性、间歇性、潜伏性疾病（如
癫痫、心脏病、间歇性精神疾病等），请提
前告旅社社，旅行社有权拒收患有上述疾病
的游客。游客如不告知旅行社，在旅游团游
览过程中突发疾病，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在旅游意外险及旅行
社责任险的赔付范围内，游客自行承担一切
产生的费用。

4、如已发生意外事故，请游客及时与领队联系，
以方便旅行社组织救援或调整计划，并协调
配合处理相关事件。如因不听从劝告擅自从
事危、险活动（如游泳等）及自由活动期间
发生意外事故，责任由游客自行负责。



签署日期： 购物补充协议：
1.现旅游者向旅行社提出安排购物的要求，旅行
社为提升服务水平，双方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2.若因不可抗力、无法预见的情况、行程变更、团队
人数太少或其他原因导致购物无法安排时，旅游者
表示理解，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旅游者应严格遵守导游告知的购物时间，以免
延误行程或影响其他旅游者按时活动。
4.旅行社承诺免费提供前往约定购物场所的交通和
陪同服务（但因旅游者超时或其他原因产生额外的
费用或遗漏行程的，由旅游者自己承担）。

5.旅行社特别提醒旅游者：谨慎购物、理性消费，是
否购物消费由旅游者自愿决定；旅游者在约定购物
场所购买商品所产生的问题，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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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请
咨询接待导游或相关人员。
如果您此次出行有购物需求，请携带银联、VISA、
MASTER的信用卡，当地都可使用！

商店名称
泰国皇家珠宝展示中心
泰国毒蛇研究中心
鳄鱼皮具展示中心
KING POWER国际免税中心
经双方充分协商，本人确认已阅读并了
解如上内容，清楚了解所选择的购物店
含有购物内容，完全同意约定书条款，
并希望安排购物服务，本人在合理的情
况下，不会干扰其他团友的购物行为。

旅游者 签字：

说 明：须旅游者本人签字确认。

旅游者 护照号码

特别提示：
1、中国海关严禁携带燕窝入境中国。
2、泰国海关规定：入境旅客只准携带 1条香烟！
3、泰国海关规定：凡入境泰国旅客需随身携带
RMB5000或以上现金！

其它说明：
持非中国护照人士（含港澳台），请自备往返中国签证
（或回乡证等证件），如因中国签证引发的一切出入境
问题，由客人自负相关责任；我社对此产生的一切问题
不承担任何责任。护照有效期必须在 6个月以上，即
团队结束离开境外时需要护照有效期在 6个月以上，
否则会影响出入境；团队在境外如遇天气、战争、罢工、
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不退费用包
括车辆酒店；因不可抗拒之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
（如天灾、战争、罢工、地震、突发性事件等）或航空
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报名人数不足等
特殊情况，我公司会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
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价调
整等）我社会要求客人补足差价；团队确认单一经开出，
不得更改，不得签转，不得退款。
8泰国紧急联系方式： 驻泰王国大使馆
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ROYAL
THAI大 使： 张九桓（Zhang Jiuhuan）
地 址： 57 RACHADAPISAKE ROAD HUAY KWANG，
BANGKOK 10310，THAILAND
电话： 0066-2-2457044 传真： 0066-2-2468247

报警电话：110 火警：199 急救中心：1691 医
疗救助：1669 旅游求助：1155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公约》：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讲究
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出行
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健康
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
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其它注意事项：
1、旅行社有权在不减少游览景点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
对景点的游览顺序、住宿酒店顺序进行调整，并以当地
地接旅行社安排为准；因航空公司航班变化（如取消、
延误、航班换季等）或签证（延迟出签、所需资料更新
等）等因素，我社保留对出团日期、全程用餐、住宿酒
店及行程安排等调整的权力。

2、是否予以签证、是否准许出、入境，为有关机关的行
政权力。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或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不
能及时办理签证影响行程的，以及被有关机关拒发签
证或不准出、入境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承
担。虽然我社力求所有的签证信息资料和描述都是准
确的、完整的，但在任何情况下，若出现相关信息或
描述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情形，我们并不向游客或者任
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

3、游客如不通过旅行社而自行办理的签证、签注，其有
效期需在所报名旅游团的旅游时间内有效。游客提供
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需在签证（通常是 6个
月以上）、签注办理所要求的有效期内。因护照及港澳
通行证、签证及签注等不符合要求，影响正常出行所
造成的损失，游客自行承担。

4、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
争、罢工、政府行为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
领馆签证延误等特殊情况，旅行社有权取消或变更行
程，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
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价、机票税金调整等）由游客
自理。

5、由于团队行程中所有的住宿、用车、景点门票等均为
旅行社打包整体销售，因此若游客因自身原因未能游
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旅行社将无法退还费用。

6、根据国际惯例，搭乘国际航班请在起飞前 2-3小时达
到机场候机，向所乘航空公司柜台报道手续（CHICK IN）
及证件检查等。请务必携带好自己的个人有效身份证
件（护照、身份证等）及有效签证（电子签证等）。游
客因未及时到达机场候机，或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
签证，造成的无法登机等情况，产生的损失及其他费
用游客自行承担。

7、旅游社在游客住宿分房方面，常遇到单男单
女或其它特殊情况（如小童占床不占床
等），领队有权拆分夫妻或做加床处理，如
游客拒绝领队安排，所产生单间差等，游
客须向旅行社补足费用。



本案感谢各有关单位鼎力支持 再三感谢

泰国国际贸易商会 上级指导
泰沃公关会议公司 活动策划
环球旅游数字频道 媒体支持
环球旅游旅行社 旅游支援
途牛旅游网 网络支持
泰国大亚旅行有限公司 泰方接待

国内各大航空全力支持
北京 中国国航 海南航空
天津 天津航空
上海 东方航空
香港 泰国航空 国泰航空

东航机票联运出发地：上海,1.联运政策：
1 东航以下城市联运免费（只限东航、上海出发）：青岛
温州、武汉 北京、大连、广州、重庆、沈阳、成都、
西安、深圳、哈尔滨、长沙、福州、昆明、郑州、
桂林、贵阳、厦门 、洛阳、汕头、南宁、珠 海、
南昌、合肥、徐州、连云港 舟山、黄山、赣州、太原
长春、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济南、石家庄、天津、
威海、烟台

② 以上城市东航免联运费，其它城市如有东航航班可以配
联运例如乌鲁木齐、海口等，需另交联运费￥300/人。

③其它城市需自行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