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尚赫贵宾： 

      

       热烈欢迎您参加“随尚赫 游世界”第28站，让我们万人齐聚泰

国曼谷，10月20日在亚洲最顶尖先进、现代化的会场，我们将亲历

“尚赫25周年庆典”盛况，感受身为尚赫人的骄傲！ 

        

       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行程，以不同视角了解极具历史文化的

【九世皇公园】，乘坐长尾船感受【黎明寺】不一样的美景，参观

泰国保存规模最大的地标性恢弘建筑【大皇宫】，欣赏享誉盛名的

【人妖秀】，让我们尽情感受这一站的事业品牌荣耀与神秘王国独

特的风情魅力吧！       

       

       为了使您更好的了解此次出行亮点及注意事项，请仔细阅读这

份精心准备的《出行指南》。 

    

       祝您旅途愉快，在第28站留下一个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尚赫公司 

                                                                        2018年10月 

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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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信息 
一、集结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 航班起飞前4小时抵达机场集合。 

    本次荣耀之旅将使用多个口岸，具体航班信息请以旅行社提前通知   

    为准，请您注意查收短信、接听旅行社电话。 

 回程国内交通接驳建议：因国际航班出关时间较长，回程车票或 

     机票，建议您安排在航班降落至少5小时之后。 

 旅行社紧急联络组电话：汤莹   13564910054 

    出团前一周左右，旅行社领队会致电给您讲解本次行程的注意事项 

    说明以及行程须知，请留意接听 。 

旅行社发放护照 自带身份证 

若取得签证后选择自行携带护照的代理商，请务必妥善携带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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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结所需证件 



物料明细 

尚赫世界护照： 
如您首次参与“随尚赫 游世界”奖励旅游，我们已准
备好崭新的『尚赫世界护照』，在您出发口岸报到时
发放给您。 
如您已持有『尚赫世界护照』，请在出发口岸您报到
时出示，我们会为您加盖第28站泰国旅游纪念戳章。 

报到当天您会领到以下物料 

胸卡 1套 

行李绑带 1条 

行李吊牌 2个 

出行手册 1本 

转换插头 1个 

一次性雨衣 1件 

尚赫定制环保袋 1个 

庆典造势物 
（请当天再打开以免耗电） 

1个 

尚赫护照 1本（限首次参与） 

尚赫蛹虫草 1瓶 

泰国海关单与安全信息卡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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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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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示意 

DAY 1                                          
荣耀之旅 

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天使之城-泰国曼谷 

开启曼谷之旅第一站 
 
安排您前往曼谷的“世外桃源” -九世皇公园 

 DAY 2                                        
特色之旅 

我们乘坐颇具泰国特色的长尾船游览-黎明寺 
 
观赏一场最著名的-人妖秀表演 
 
前往泰国最具国际范的-P.T GALLARIA精品百货商场，这里是著 
 
名国际皮具品牌PELLEVAH的全球总代理，众多明星为其代言，商品 
 
丰富，令您目不暇接 

 DAY 3                                        
风情之旅 

今日安排您前往游览泰国曼谷的标志性建筑- 大皇宫 
 
它是目前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具民族特色的王宫 
 
随后前往-暹罗国际珠宝首饰精品展示中心，在泰国享誉56年历 
 
史，所有商品都经过泰国政府严格认证，是泰国小姐后冠指定铸造场 
 
所；也是泰国著名的OWNORY精品首饰的全球总代理 

DAY 4 
万人庆典      

尚赫25周年庆典暨表彰大会 

DAY 5                                         
乐享之旅 

前往全球知名的Kingpower王权免税店，尽享shopping乐趣 

让您满载而归返回温馨的家，抵达中国 

**以上行程线路仅供您参考，请以实际顺序为准。 

**酒店房间及周边信息指南连同房卡发放，若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尚赫服务台。 



泰国简介 

国旗 国徽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世界闻
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大多数泰国人信
奉四面佛，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九成
以上。泰国旧名暹罗，1949年5月
11日，泰国人用自己民族的名称，
把“暹罗”改“泰”，主要是取其
“自由”之意。 
 

 所属洲：亚洲 

 国庆日：12月5日 

 国歌：《泰王国歌》 

 英文名：Kingdom of Thailand 

 官方语言：泰语 

 货币：泰铢 

 时差：中国比泰国快1小时 

   （如中国早上8点，泰国早上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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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曼谷简介 

-7- 

曼谷是泰国的首都，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别名“天使之城”，
是游客们心中最繁华，最美丽的城市。同时它也是泰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 
 
曼谷工商业发达，是世界著名米市，拥有碾米、纺织、制糖、建筑材
料等工厂，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贵金属和宝石交易中心，经济占泰国
总量的44%。 
 
曼谷旅游业十分发达，曾被评选为全球最受欢迎旅游城市。它是一片
集悠久文化建筑、传统水上集市、新兴购物天堂和天然动物乐园为一
体的土地。湄南河穿城而过将曼谷分割为东西两部分，众多著名景点
位于河两岸。 



九世皇公园 
 
拉玛九世国王在泰国人民心中很
有威望与影响力。公园中的博物
馆记录了国王不凡的一生和成就。 
 

九世皇公园是曼谷最大的公园，
其中种植着许多奇花异草和珍贵
树木。 

长尾船游黎明寺 
 
泰国当地最为特色的游览方式，此次尚赫特别包下了近300艘长尾船，让大
家用不一样的视角感受黎明寺别具一格的美丽。 
 

黎明寺又称郑王庙，始建于大城王朝，是泰国著名的寺庙，也是泰国王家寺
庙之一。每年12月举行的皇家托的卡定祭典，是黎明寺的最大庆典，也是
泰国王朝的重要祭典之一。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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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大皇宫 
 
又称大王宫，是泰国王室的皇宫。大皇宫是仿照故都大城的旧皇宫建
造的，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规模最大、最有
民族特色的王宫，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 

人妖秀 
 
耗资千万巨资打造，泰国最负盛名
的人妖秀场。在此主要展出的是具
有东方文化的歌舞表演。秀场表演
曾在泰国人妖大赛中名列前茅！节
目结束后您还可与佳丽们合影留念。 
（入乡随俗，请别忘了付给人妖
50泰铢小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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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 免税店内均可使用银联结账，店内也均提供中文翻译进行协助。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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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免税店 
 

泰国王权免税店是皇室企业，隶属
于泰国王权国际集团旗下，汇聚众
多世界时尚热销品牌以及泰国本土
的商品，购物空间优雅舒适。 
 
一共分为三层，占地面积1.2万平米。 
 
抵达前发放地图及折扣卡。 

一层：时尚精品专区 
汇集了Prada，Gucci，
Burberry，Michael Kors
等国际大牌。 

二层：综合购物专区 
汇集了珠宝手表，香水化
妆品，运动休闲专区和电
子产品。 

三层：泰国本土商品 
汇集各种泰国本土的商品，
如香皂、青草膏、曼谷包，
及泰国零食伴手礼等。 



取货注意事项 
-取货单 

-护照 

-登机牌 

※ 购买国际品牌商品需在离境前4小时购买，并在登机前至少45分钟取货，前往
机场王权免税店取货柜台出示取货单，护照及登机牌即可办理取货。 
※ 购买泰国本土品牌商品可在免税店当场领取物品。 
※ 届时请以领队通知到登机口区域（东/西区域）领取为准。 

王权免税店-机场取货 

东边取货柜台 西边取货柜台1 

西边取货柜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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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尚赫25周年庆典-亮点早知道 

      25岁，代表着青春、朝气，是未来创造无限可能的象征！ 
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我们将共同见证尚赫25周年庆典荣耀时刻。 
在这个辉煌绚丽的成功者舞台上，尚赫将颁发给最优秀的经销商伙
伴荣誉奖章，用璀璨的奖杯感恩一路有您，与尚赫紧紧跟随，携手
奋斗！ 
      伙伴们，让我们尽情释放激情，享受辛勤付出后的收获，为心
中的偶像呐喊，为尚赫的男神女神们欢呼，同襄盛举，荣耀与共！ 

为体恤得奖人不用全体把奖杯带出国再背回来，公司仅安排各奖项领奖代表
（即分享人），在舞台上领取奖杯，其他得奖人请在回团后洽业务主管领取。 

寰宇 
双钻
奖杯 

寰宇 
大使
奖杯 

寰宇 
领袖
奖杯 

百大
副总
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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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获奖高阶（寰宇及百大副总）需在10月20日庆典当日早上8:00

前抵达会场，具体出发时间请以领队通知为准。 

 因当日时间紧凑，早上出门以后，没有时间再返回酒店换礼服、梳

发化妆。请您务必在出门前化好妆，携带或穿着大会礼服，彩排后

简单修整，直接参加大会。 

温馨提示： 

彩排事宜： 

领奖人请穿正装礼服，未领奖伙伴可穿轻便服装 

 公司为每位伙伴都准备了闪闪亮的皇冠发箍造势物， 

     将在出发口岸发放，请爱惜TA的电量， 

     大会当日再打开使用，避免提前耗电。 

 应场馆规定，会场内请不要携带任何食物、饮料。 

 公司已提前为每位伙伴准备一瓶水，放在会场座位上。 

 大会预计16点结束，为保证万人撤场安全，请遵照您所在车辆的领队宣导按

秩序退场。 

女士：礼服 男士：西装 

重要！尚赫25周年庆典相关事宜 



• 中国海关规定，中国公民短期出境每人携带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元(或不超过等值5000美金)。 

• 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托运打火机、火柴乘坐民航飞机。 

• 严禁携带黄色书刊、影碟、枪支、炸药、毒品等违禁物品出入
境。请将较贵重物品或随时备取的物品放于随身行李内。 

• 电子类产品必须随身携带，切勿托运。 

• 自用的摄像机或者带有变焦镜头的照相机、笔记本电脑、iPad
出境，需要在出境时，向海关申报。 

• 严禁在托运行李中携带充电宝，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个额定
能量不超过10000毫安。 

• 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和水果不能携带出入境；乳制品不能携带出
入境，一经查出，必须丢弃。罚款最高5000元，情节严重者会
有被扣留风险。 

• 16周岁以上的旅客携带入中国境内的烟草制品和12度以上的酒
精饮料的免税量：香烟400支或雪茄100支或烟丝500克（只
享受其中一种携带入境待遇）、酒2瓶（合计不超过1.5 升）。 

• 出入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物品，经
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入境物品
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如您需携带庆典造
势物（如LED铭牌或荧光棒）；请注意同类单一物品切勿携带
数量过多，避免海关没收或罚款，如携带过多可分给其他伙伴
分开随身携带， 如含有锂电池切勿托运。 

• 旅客携带金、银及其制品出入境，每人不得超过50g。 

入境过关安检时海关会进行抽查，如被查出超过额度，会根据国
家税收政策收取关税，超出金额较大者会被罚款或没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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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入境须知 



• 根据泰国海关规定，出入境管理人员将会随机抽查入境泰国的游
客携带的现金如下： 

    *必须携带当地货币或着同等值金额的外币： 

        20000泰铢（每人）40000泰铢（每户）。 

• 烟草：在合理范围下，一般香烟，每人携带不得超过一条（10包
或200根）；雪茄、烟草，不管是抽的、嚼的，不能超过250克或
混合携带，比如一般香烟+雪茄+烟草等，则以克计算，总重量不
得超过250克。没有抽完的烟，如果要携带出境，烟盒上面的税
条要原封不动，没有撕毁以及沾染污渍。 

• 酒精：不可超过1公斤（1000毫升）。任何含有酒精成份，不管
是固体或液体，或调和后会变成含酒精成份的物质。 

• 各种肉类、植物、蔬果等均禁止入内。凡携带植物及肉类产品进
入泰国的旅客必须于到达时向海关申报，否则将有可能被罚款。 

• 如携带超过50,000泰铢或2,000美元以上入境必须报关。 

• *一般禁止/控管项目： 

毒品危害防制条例所列毒品（如海洛因、吗啡、鸦片、可卡因、
大麻、安非他命等）、仿冒品或违禁品、佛像、工艺品及古董、
武器、弹药、刀械以及爆炸物等、植物及动物、医药及化学用品、
烟、雪茄及酒类。 

• 海关会对出入境泰国旅客的托运及随身携带行李进行随机抽查，
请务必遵守相关规定。 

      

机场不管是在里面或外面都属海关的检查范围，海关有权利随时抽查
是否符合规定，如果违反规定，海关人员都可以依法执行扣压及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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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出入境须知 



液化气 油漆 汽油 打火机及燃油 

枪支 棍棒 刀具 火柴 

未检疫的动物 
以及禽类产品 

肉类包括 
各类香肠 

未检疫水果 未检疫植物 

蛋、蛋类制品 水生动植物 农作物种子 活的昆虫 

泥土 乳类制品 罐头肉食 草类以及编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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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携带物品 



注意事项 

 手提行李液体规定 

     手提行李中，液体瓶装容量不能超过100ml。 

完整包装 散装&不完整包装 

20公斤 

托运行李限1件且行李重量不可超过20公斤 
超重或超件都将按照航空公司收费标准收费 

随身行李限尺寸 
限重5公斤，三边之和不能超过115cm 

20cm 

55cm 

40cm 

 航空公司相关行李规定如下：尺寸及重量（切记不要超重或超件）。 

1、行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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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话须知 

如有额外需求，可个人自行酌情购买。 

3、旅行保险 
      尚赫已为您投保出境游保险（含意外伤害、意外医疗、行李险）。 

建议开通国际漫游（或租用WIFI设备），资费标准请咨询运营商。 

0086+手机号码 

0086+区号+固定号码 

0066+区号+固定号码 
0066+手机号码 曼谷 国内 

       泰国曼谷10月平均气温24℃~33℃，建议携带防晒外套，部分时
间可能会出现阵雨等天气情况，尚赫已为您准备一件一次性雨衣，其
他雨具请酌情自备，日常观光游览请穿着舒适、轻便的休闲鞋并做好
防晒准备。大会各奖项得奖人请带礼服正装，与自行梳发化妆。 

4、当地气温及服装建议（参考10月气温及天气表）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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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25 ~29°C 24~29°C 25~32°C 25~32°C 25~32°C 25~32°C 25~33°C 



6、货币及汇率 
      泰国货币单位：泰铢THB 
      1元人民币（CNY） 约合4.79泰铢（THB） 
      (此为2018年8月参考汇率，实际汇率请以当天牌价为准)您可前往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兑换，详情请咨询当地 
      银行的具体情况。 

注意事项 

5、银行卡 
       尚赫联名信用卡（银联）可在曼谷部分大型商场或购物中心使用，     
       您也可以携带个人名下带有Master或Visa标志信用卡。泰国的银 
       行ATM自动取款机基本不提供银联卡取款服务，建议您携带适量 
       的泰铢现金以备自用。便利店、商场对于支付宝使用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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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禁忌和习俗 

① 榴莲/山竹等水果 严禁携带进入餐厅内、酒店内、大巴内等地方食

用，经查获将处以罚款2000泰铢以上（约420元人民币）； 

② 进入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穿长裤或长裙； 

③ 不用脚指人或物，不触摸别人的头（在泰国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孩子的头只允许国王、高僧或父母抚摸）； 

④ 当你向另一人传递东西时，切勿越过他人的头顶传； 

⑤ 泰国尊崇佛教，旅客对僧侣要礼让，尊重每一尊佛像；女性应避免

碰触僧人； 

⑥ 依照当地习俗，不提倡随意许愿，如果在泰国许愿，通常是要再去

还愿的，所以打个招呼、保佑旅行平安即可； 

⑦ 泰国禁赌，即使在酒店房间内也不可玩牌或麻将，违反将处以罚款

20000泰铢以上（约4200元人民币）； 

⑧ 泰国有给小费的习惯，酒店房间内需给每人每晚20泰铢（4晚合计

80泰铢），与人妖合照50泰铢，另外给小费时请千万不要给硬币

（在当地一般硬币是给乞丐的）。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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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说明 
欲享此退税优惠的旅客，必须在

有张贴「VAT REFUND FOR 

TOURISTS」标志的商店内购物 

申请退税的商品总值须超过5,000

泰铢，且在每件商品的购物总值不

得少于2,000泰铢 

退税款 
支付方式 

•不超过30,000泰铢的退税款，可以选择以现金（泰铢）、    
    银行汇票、或是信用卡转账。 
•超过30,000泰铢，则可使用银行汇票或信用卡转账 

退税款的 
手续费 

•现金退款，手续费 100 泰铢  
•银行汇票退税：手续费100泰铢 
•另加银行开票费及邮局 收取邮递费  
•信用卡退税：手续费100泰铢，另加银行收取汇兑费以及邮资 

购物后，请店员填写两份退税表格

（P.P.10），并将发票贴在表格上 

抵达曼谷机场 

须于登机且行李托运前，前往海

关办公室出示表格及商品检查 

携带个人行李随导游至航空公司

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须办理退税贵宾,通过X光门检查后,

请至后方的退税柜台办理退税 

退税标志 退税前海关检查处 退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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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单样式（P.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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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英文姓名 
护照签发地 
护照号码 

护照持有人签名 

商家填写 



建议携带物品 备注 

护照 旅行社发放后请务必随身携带妥善保管 

身份证 请务必随身携带并自行保管  

服装 
得奖人请带正装礼服； 
观光行程建议携带长袖防晒外套、轻松服饰 

相机、DV 锂电池请随身携带 

充电宝 1万毫安（含）以下，需明确标注 

移动WIFI 可提前在国内租赁 

自服药品 处方药需提供医生证明（保健品以自用为限） 

个人用品 
响应国际环保理念，请自备个人清洁用品，太
阳镜、晴雨伞、防晒品等 

信用卡与少量现金 
本人名下信用卡，泰国境内支持Master、Visa、
银联卡、支付宝使用 

拖线板 电子设备较多者建议携带 

转换插头 

  

 
       

两扁一圆，电压220V 
公司已为每人准备一只      

出行备忘录 

-23- 



出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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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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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札记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