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年泰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展览会

出境前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尊敬的各参展企业：

2019年泰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将于 9月 11日至 9月 13日在泰国曼谷举办，目前，该团组筹展工作

已基本完成。对于该团组在筹展过程中贵司给予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我司深表感谢！

因出境时间临近，为确保该团组顺利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大家认真阅读，做好充分准备

并且打印出来随身携带。

一、团组基本情况

1. 领队：

2019年泰国国际医疗及医疗设备展览会团组将由王家富先生带队，具体联络人如下：

2. 集合时间和集合地点：

职务 姓名 电话/手机

领队 王家富 15395830299

国内联系人 周旋 15057177262

团号/团名 2019翼拓展览泰国展展团

集合时间 2019年 9月 9日早上 4：30在上海浦东机场 T2航站楼集合

集合地点 上海浦东机场 T2航站楼

航空公司 TG泰航航空公司

天气提示：泰国曼谷
9SEP-10SEP 11SEP-13SEP 14SEPL-15SEP

多云 26℃-32℃ 多云 26℃-34℃ 多云,26℃-33℃

温馨提示：若不是随大团从上海出发的展商，请根据自己的航班信息至少提前三小时至机场

办理托运手续并候机。



3. 团组航班信息：

4. 展会时间及地点：

展会名称：2019年泰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展览会MFT
展出时间：2019年 9月 11日--13日

展馆名称：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展馆地址：88 Bangna-Trad (km.1), Bangna Tai, Bangna

Bangkok 10260

Thailand

5. 展商参展时间安排：

6. 进馆证：

到达展馆后，由领队负责领取并分发。

二、参展所涉费用

1. 由于展期已近，且我司与博览会当局、航空公司及境外接待单位之间均签订了相关协议，请各参展

企业严格遵照我司有关通知规定，及时付清全部参展费用，否则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

2. 各参展企业支付给我司有关费用的发票，我司将于该团组回国后用快件一次性寄给大家。

3. 随团企业已缴纳的人员费用中，并不包括酒店的电话、传真、洗衣、Pay-TV、Mini-bar中饮料及其

他消遣娱乐等开支。请随团人员离开酒店前及时交回房卡或钥匙，并结清所有账单支出，以免耽误其他人

行程 日期 航班号 出发地 目的地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展期行程
09.09 TG663 浦东 曼谷 0730 1105

09.15 TG662 曼谷 浦东 0030 0545

温馨提醒

展期回程抵达国内是 9月 15日早上 0545分，请各位展商提前预定上海回程的车票，

航班信息最终以机票确认单为准。

根据航空公司规定，每位团友可托运 1件行李箱，每件重量不超过 30公斤的托运行

李；主要限制重量，不限制行李大小。正常行李箱都可以托运，但是过长、过款的特殊行

李无法托运。另可携手提行李 1件，限重 5公斤，长宽高之和不超过 158cm，尺寸包含

滑轮、把手和侧袋在内（必须能够放入机场的尺寸架），请注意行李重量，避免超重。

日期 事项 时间

9月 10日 布展 9:00-17:00

9月 11日 参展 10:00 -18:00

9月 12日 参展 10:00 -18:00

9月 13日 参展 10:00 -17:00



员时间，影响到整个团组的下一步活动。

4. 为保证各参展企业顺利开展工作，请各参展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视工作需要申领外汇备用金，

持因私护照的人员可以到银行购买最高 US﹩5000/人等值的牌价外汇（不建议随时携带太多的现金，不安

全是一个因素，另一个考虑是太多就要填写申报单，申报单中的金额如果太多，一个可能会缴税，一个就

要填写出来缘由，否则就会被没收）。

5. 所有参展企业的参展人员的行程我司已安排。国际机票已全部确定且展团出发在即，所有人员安排

均已无法更改；如到国外再变化，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当事人承担。

6. 团员在出发日或旅程中退出，不论任何理由均视为自动放弃，一切费用不予退还。

三、团组食宿安排

1．酒店

展会期间团组安排住宿为四星级酒店，酒店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住房均有独立卫生间，

配备电视、电话，酒店可收发传真。

从 9月 9日至 9月 13日 5晚，参展人员酒店住房信息如下：

名称：Mercure Bangkok Makkasan
地址：1599 Kamphaeng Phet 7 Road Makkasan Ratchathewi, 10400 曼谷, 泰国

Tel : 02 115 3333

2．洗漱用品：酒店一般不提供牙刷、牙膏、拖鞋、梳子等一次性洗漱用品，请您自备。

3．酒店WiFi：酒店提供无线WiFi。

4．酒店泳池、健身房，入住客人均可免费使用。

5．请参展人员入住酒店后，每人随身自备 1张酒店卡（卡上载有酒店名称、地址等酒店的有关信息），

以防遇急事外出需单独回酒店之用。同时，请各参展人员保持房间尤其是洗手间的地面干净，洗澡时将浴

帘底边放入浴池内，以防渗水过多后延至房间内地毯上引发不必要的费用。

6．境外酒店房间设有各种收费服务，请询问清楚后再使用，以免结账时发生误会。

7．所住酒店原则上安排双男双女一间客房，客人若需住单间，需事先向领队说明，并付单间房差。

8．展期随团人员请于 9月 14日晚上带齐全部行李在大堂集中，办理 check-out手续，结清个人消费

账单，将房卡交还总台。

四、具体行程

详细请见附件一：2019泰国行程。

五、展前有关准备

1. 随身携带展品的公司，建议使用旅行箱装运展品，严禁使用纸箱或塑编袋，以免在海关受阻。此外，

近期航空公司对行李超重收费较严，样品较多的企业宜准备适量的费用以备用。

2. 自带样品较多的公司还要准备好展品清册、报关单及适量关税，以防入境时海关开箱查验。部分通

过快件邮寄展品至住宿酒店的公司务必于出境前与国内快件公司及时跟踪展品运输的实际状况，以防抵达



曼谷后不能及时收到展品。一些贵重物品，如：护照、机票、现金等不要放在托运行李中，以免遗失。

3. 境外海关对入境检查非常严格，因此请展商尽量不要携带食品入境。

4. 泰国当地使用圆孔德标插座，有些酒店国内的双扁脚和双圆脚插头可以使用，如需转换插头，请提

前准备好。

5. 各参展人员进馆证已在网上登记，于 9月 10日布展当天由领队在展馆咨询台领取，布展当天无需

进馆证。

6. 请各参展企业认真检查展品（如商标、图案等），严禁假冒伪劣、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产品或劳改

产品参展。如遇知识产权纠纷，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所有责任，与团组无关。此外，请各参展企业根据展

会性质、博览会当局要求严格选择相应的展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7. 各参展企业要尽量做好预展工作，精心设计摊位，有需要的展商请准备好张贴在展板上的海报或易

拉宝，建议颜色饱满，内容丰富，制作时请注意海报的尺寸须与展位尺寸匹配。自备一些小道具，如：挂

钩、小别针、广告图片等，切记不可在墙板上粘贴非主办方免费发放的不干胶，否则将因墙板作废而支付

高额赔偿。

8. 为了方便各参展公司在泰国的旅行，除了日常携带的旅行用品外，建议还携带或准备以下物品：书

写笔记本、笔、订书机、计算器（兑换泰铢或记账使用）、常用小工具（在展台上可能会用到）。

六、参展有关事宜
1. 此次展会的摊位装修由组委会指定的装修公司负责，布展当日，请全体参展人员团结协作，顾全大

局，互相帮助，讲究秩序，避免在公众场合喧闹，服从组团单位的组织协调。同时，布展期间应注意展馆

现场施工、用电安全。展馆内严禁吸烟，严禁携带各类易燃易爆物品入馆。参展人员必须佩带证件进馆，

不得转借，并自觉接受安全检查。

2. 摊位装修将严格按照各参展企业已确认方案进行，除非搭装错误，否则所有道具的摆放位置恕不做

任何修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如未在展前指定日期支付增租费视为未增租，请到

现场重新订购，费用以现场增租报价为准。

由于现场增租家具数量有限，如有需求请尽早订购，另外，搭建商将依据下单时间顺序进行配送，具

体送达时间无法保证。

3. 禁止站在椅子、桌子或其他租用的家具商，所有家具均无法承受人体重量。所有展商在撤展时交还

给主办方的展具必须与主办方租赁时一样。如展商或者其搭建商对展馆的物品有任何损坏，由展商承担责

任。为避免污损摊位墙板和楣板，海报和宣传画等宣传品请尽量使用悬挂式的方式。黏贴海报，必须使用

贴海报的专业背胶；如果要使用一半的双面胶，可以只粘四个角。撤展当天必须清除干净所有粘贴的海报

及背胶，如有未处理干净，自行离开的企业，将收取一定金额的清理费。

4. 参展人员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从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决抵制诸如法轮

功等反动组织的宣传活动；同时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

5. 摊位用电：依照我司同各参展企业的约定，大会收取的摊位费中仅包含摊位基本电费而不包括展台

特殊装修及展品展示用电。超额用电将会被自动断闸，并可能会被追究安全责任。

6. 国外对于商标和知识产权在展会的保护极为重视。严禁携带任何仿制、假冒、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产品展出。同时为了保护参展企业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您的新产品在国内、特别在东南亚国家已申请注册，

请最好携带商标和专利注册书的复印件参展。

如须使用其他公司的商标、标识、产品外观、设计、技术专利等，必先取得对方书面的授权或许可后

方可使用。中国所有参展企业务必保证：在自己展位摆放的所有展品没有侵权行为。如对是否有侵权行为

模棱两可的产品，也严禁在展位上摆放。即便如此，仍在现场被告有侵权行为的企业，请遵守我们建议的

如下处理方式：首先，在讲话态度上，不要发生任何有冲突的语言及语气；其次，马上将有争议的展品从

展示架上拿下；最后，立即通知大会的现场值班人员，并马上现场协助处理。

7. 安全保卫：各参展企业展台内的贵重、小件易移动的、涉及到贵公司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造型的

重要展品（特别是只带来一件的），请加锁或自行妥善保管。同时要特别注意展览开幕前晚的展品安全。

企业只可在各展台内摆放展品和进行商务活动（如谈判等），任何超出展台范围外挤占公共通道的行为都

是不允许的。并可能因此追究经济和消防的责任。

参展商应重视防盗工作，妥善保管好个人随身财物及重要文件资料，如钱包、手机、数码照（摄）相

机、手提电脑、公司商业机密及客户资料等，以防止丢失；展品进入展位后，参展商应按时进馆，不提前

离馆，并在展馆开放时间内至少安排 1人留守展位，看管展品，以确保展品安全，防止被盗。在展馆闭馆

时，应将当天洽谈的重要客户资源等相关材料随身带走，以免发生重要客户资源丢失。每天开馆和闭馆时，

参展商应及时检查数量，如有丢失，应及时报告展馆保卫部门。发现钱财、证件被盗窃或发生其他意外时，

应保持冷静并立即在第一时间到附近的警察值班点报案，或到中国驻印使（领）馆补办有关手续。

8. 禁止占用通道。展馆通道作为安全通道，承担疏散人流的重要作用。在展览期间，展商只允许在自

己的摊位内摆放展品和其他展具，决不允许在展馆通道中摆放任何物品，以阻碍人流的正常通行。

9. 展会内严禁贩卖展品且厂商不得在贵司展位以外的范围展示样品，大会有权清除该范围的展并向厂

商追加费用。届时若厂商不听规劝，则会面临摊位被封的风险。

10. 除非获得组织者的批准，否则严禁在大厅内拍照、录音或录像。

11. 严格禁止提前撤展。未经组委会许可，所有参展商及其展品在参展正式结束前皆不可撤离会场，此

规定是基于保证展会效果及参展商人身及产品安全问题着想而设定。如展参商有特别的原因需要展品或人

员提前撤离会场，请提前一天以书面形式告知组委会，以便组委会做出协调，敬请各参展商注意。

12. 展览现场不允许兜售展品，摊位上严禁出现“Sale”字样的标识。

13. 废物处理，无论搭建期间，撤馆期间，我们将准备垃圾箱在服务台，请将展品/包装垃圾丢弃在垃

圾箱内，不要有任何理由遗留于展台或过道上，以免面临高额罚款！

14. 摊位隔板不得: 贴厚棉双黏胶、钻孔(洞)、或有其它设备损坏,违规者当场必须要付损坏赔偿费用。

15. 展馆内禁止吸烟，请展商配合。

16. 展厅禁止外带食品。

七、出行携带物品参考列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 护照

1）护照要求：有效期距离回程日期 6个月以上。

2）请出发前务必携带护照。

为便于出入境时各国海关边检查阅，请各展商将护照随身携带，切勿放于

托运行李箱内。

2 □ 护照相关资料

1）照片一张，按办理护照要求准备（2寸白底无冠彩色正面照）。

2）护照首页复印件一份。

3）目的地国相应签证页复印件一份。

以上资料用于护照丢失时补办护照时使用。

3 □ 机票
如由客人自行预定的纸质机票，请出发前务必携带往返机票。

为便于出入境时各国海关边检查阅，请随身携带，切勿放于托运行李箱内。

4 □ 箱单
请提前准备好箱单，一式两份，一份放在托运行李中，一份随身携带，以

备海关检查。

5 □ 遮阳工具
遮阳帽、墨镜、防晒霜三要素，确一不可。为了方便，可携带阳伞，即可

遮阳，又可以防雨。

6 □ 个人日常用品

1）护理用品：防晒霜、面霜

2）洗漱用品：洗发液、沐浴液、和牙膏、牙刷、男士剃须刀（酒店会提

供，如有个人习惯喜好，请您自备）等

3）其他个人习惯使用的物品。

7 □ 衣物

1）请参考我们提供的天气情况，根据季节及气温自行准备衣服、帽子。

2）基本自备的：舒服的休闲服，软底运动鞋，睡衣和拖鞋。

3）如行程中有安排西餐、公务或访问活动：请另备一套正装（男士请携

带深色西装，女士请携带套装、洋装等为宜）。

8 □ 常期服用药 个人身体疾病所需要的急救药品，或慢性疾病需要常期服务的药物。

我司为各位展商携带物品

1 □ 入关资料
我司会为每位展商入关材料，请随身携带。

内有：护照首页、电子机票行程单、酒店订单、境外保单、行程单等材料。

2 □ 布展工具包
我司会为每位展商入关材料，请随身携带。

内有：商务笔记本、笔、无痕胶带、美工刀、刮板、湿巾、纸巾等。

3 □ 旅行小物 U型枕、一次性拖鞋、转换插头



提示：泰国入境，因是免签，必须随身携带 4000人民币（或等值美元、泰铢），入关时可能会被抽

查，如果没有现金，有被遣返的可能性。

因为泰国旅游免签，建议以旅游目的入境，也不要邀请函。如果海关查到行李箱所携带的样品，

您可以说是去泰国旅游的，样品是帮客户或者朋友带的。

八、赴泰国旅行需知

1. 集合事项

1 敬请务必带齐护照和其他个人旅行用品（可参照出行携带物品参考列表），在指定的出境地点准

时集合。

2 请务必看清出团通知所写明的集合航站楼，国际航班游客须提前 3-4 小时到机场集合，集体办理

登机手续，我们现将各航站候机楼之间最短转机时间列明，以方便您预订国内往返机票，如因自身原因未

按约定时间及地点集合，错过起飞时间，产生的一切损失及相关费用由客人承担。

2. 入境须知

每位外国人需在出入境时提交出泰国入境卡，入境卡通常在飞机上发放，入境卡为英文表格 1张。出

境卡不要随意丢弃，要保存起来以便航空公司人员在下飞机时核实人数之用。办理入境手续时，入境卡的

一联将被撕去，留下另外的一联护照内，请不要遗失，如遗失，出境时需要重填，出关是入境卡底下的行

李登记卡将被撕去。

提示：进入泰国机场需携带电子机票打印件+护照，请各位展商提前打印并随身携带！

3. 出境须知

在机场托运行李需要先过安检，打包后办理登记牌，手提行李需要挂上航空公司的标签，以便机

场接受安检检查时盖戳用，入关后行李需要再确认，入关后每次安全检查时男女要分开，分别进入不

同的房间检查，手提行李及身体将被检查。

海关条例：根据中国海关规定，每位旅客可携带 5000 美金出境，自用的摄像机、照相机等大件物品如

实申报，以免回程时被征税或罚款。境外回国时，每人可免税携带两条香烟、一瓶酒。动植物、水果及政

治性、色情等杂志不能带入境。在出入各国国境时，必须服从领队的安排，跟随领队过移民局、海关、切

不要跟随陌生人过关，也不要帮助陌生人携带或代管行李物品，以免被坏人利用。入关时海关人员可能会

问一些问题，如果不懂的话，就和海关说 No English,他们会安排翻译人员，不清楚的千万不要不回答，以

免引起误会。入关问的问题最多的是去泰国的目的。因为泰国旅游免签，建议以旅游目的入境。如果海关

查到行李箱所携带的样品，您可以说是去泰国旅游的，样品是帮客户或者朋友带的。

注：旅游签必须随身携带 4000人民币（或等值美元、泰铢），入关时可能会被抽查，如果没有

现金，有被遣返的可能性。

4. 乘机须知



1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乘航班的旅客，如携带电子产品中有锂电池，将不

允许跟随行李托运。但旅客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用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如：手表、计算器、照相机、手

机、笔记本电脑、DV等。携带备用锂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止短路，且只允许每人在手提行李中携带

2块备用电池。如在托运的行李中发现有锂电池，航空部门将拒绝托运，退还给旅客。充电宝不能托运，需

随身携带登机，请携带正规出品的充电宝，且充电宝的容量建议小于 100Wh。

2 随身携带不超过 100ml的液体或胶状物品登机，饮料、洗发液和浴液、防晒霜、面霜、牙膏、发

胶。如果您需要转机，请勿在转机机场的安全区域购买 100 毫升以上容器的液体或凝胶体，或将其带上飞

机（注：糖尿病所必须的液态药品，需凭医院证明方可随身携带）。

3 飞机上禁止饮用自带酒类饮品。

4 托运行李全程不能上锁，切记证件、机票、现金、贵重物品不能放入其中。

5 剪刀，指甲刀等锋利物品等必须托运。

6 打火机既不能托运也不能携带上飞机。

7 托运行李前，建议取掉行李箱上以往的行李标签，以免机场等工作人员混淆地方而造成行李丢失。

8 行李托运手续办理结束后，请检查行李标签上的航班号和目的地，并保管好行李标签，便于认领

和出关时用。行李如丢失，请立即联系到机场工作人员，尽快到机场 LOST AND FOUND 办查找手续。

9 体积过于庞大的托运行李抵达目的地后也许会被放在特殊的地方，如果行李转盘处找不着行李，

请及时通知领队或咨询机场现场工作人员。个人的托运行李箱上请做明显标志，易于自己辨认并免于其他

人员拿错行李。

10 请记住不要帮助别人带行李，以免查出违禁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下飞机后取到行李时，

请务必不要拆掉行李条，待全体团员全部取到行李后走出机场再动作。

⑪在机场要注意行李，小心扒手。

5.天气：九月的曼谷气温大概 25-34度，请出访人员根据天气情况携带好合适的衣物和雨具，并

手机下载天气 APP，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飞机与展馆内一般温度偏低，怕冷的展商建议带一件厚一点

的外套。请自备一套舒服的休闲服，一双软底运动鞋（便于走长路），一双拖鞋。

6.时差：曼谷比国内晚 1 小时，请与国内联络注意时差。如：中国是 10号上午 9 点曼谷则是 10

号上午 8 点。

8. 电流：泰国当地使用圆孔德标插座，有些酒店国内的双扁脚和双圆脚插头可以使用，如需转换

插头，请提前准备好。

9. 货币：泰国货币：1美金≈30.6泰铢。人民币可以找导游兑换，或者在机场兑换。

10.开通国际长途和国际漫游，保持电话及网络畅通，避免误机。

11.安全注意事项：

①请不要将其留在酒店房间或放在旅游大巴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护照、机票、钱及

贵重物品必须贴身携带，挎包最好斜挎，以防歹徒乘摩托车从背后抢劫；严防小偷在酒店大堂、餐厅、

机场、旅游景点作案。与陌生人搭话，以防抢劫；



②入住酒店后应自取有酒店名称、地址、电话的名片，或抄录下来以备急用；

③请妥善保管护照等证件，外出时尽量避免随身携带护照。如确有需要，建议贴身妥善放置，切

勿将现金、信用卡、旅行支票、护照和贵重物品等放在同一个提包或口袋中。护照资料页应复印备份，

且与证件原件分开放置；

④尽量避免夜间单独外出或赴偏僻地点，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消费时，可以使用国际信用卡，

安全又方便。停车时注意选择安全地点，不要在车中放置手机、箱包等可能引发歹徒垂涎的财物。如

遇抢劫，务必注意人身安全第一，尽量避免与歹徒发生正面冲突或极易引起其过激行为的举动；

⑤紧急联系电话：

泰国紧急救助电话： 0066-2-123/191

泰国火警电话： 0066-2-199

泰国救护车电话： 0066-2-2460199

观光警察:1155

12.泰国的风俗和禁忌：

泰国以佛教为主，佛教徒占了宗教信仰者的大部分。

1.见面礼：除非在相当西化的场合，泰国人见面时不握手，而 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初到泰国，

要注意当地人所行的合掌见面礼， 泰国话叫做“Wai”，外人也可以照样行礼，双手抬得越高，越表

示对客人的尊重，但双手的高度不能超过双眼。一般双掌合起应在额 至胸之间，注意，地位较低或年

轻者，应先向对立致合掌礼。唯和 尚可不受约束，不必向任何人还合掌礼，即使面见泰王和王后，也

不用还礼，只是点头微笑致意。

2.参观佛寺：在泰国，游客如果对寺庙，佛像、和尚等做出轻 率的举动，就被视为“罪恶滔天”。

拍摄佛像尤其要小心。譬如， 以为佛像好大，觉得好玩，人就骑到上面，很可能就会惹出大风波。曾

有观光客由于跨上佛像拍照而被课刑。进入泰国人的私宅或寺庙， 务必脱鞋。从进入寺庙的门口开始，

你得赤腿而行。坦胸露背者、 穿短裤者及穿背心者，不得入内。和尚的地位，崇高无比，任何人 不

能跨越和尚身影，女人也不能触碰和尚。在泰国观光，到处可见 卖佛像的工艺品店，买到佛像要十分

敬重，切不可当它是一种玩物， 随意放置或粗手粗脚地动它，这种行为会引起泰国人的不快。女士 在

参观皇宫和寺庙时，请穿着较为庄重的服饰。例如：不要穿无后 带的凉鞋、短裤，无袖的上衣，穿着

裙子长度要盖过膝盖等，以免 参观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喜欢游泳都可带备泳衣及拖鞋，晚间天 气

较凉，需准备长袖外套。

3.其他：在泰国人面前，盘腿而坐或以鞋底对着人是不礼貌的。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不要让泰

国人明显地看到你的鞋底。商务谈判坐下时，千万别把鞋底露出来，因为这在泰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

极不友好的表示。脚除了走路，不能用作它途。如用脚踢门，会被当地人唾弃。用脚给人指东西，也

是失礼。泰国人绝不用红笔签名，因为他们习惯红红色的字在棺木上写上姓氏。狗在泰国是禁忌图案。

由于左手在泰国视为不净，因此在接收名片的时候，或者其他物品，都必须用右手。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使馆地址：57 Rachadaphisek Road, Bangkok, 10400 Thailand

使馆电话：0066-2-2450088

使馆传真：0066-2-2468247

邮箱：chinaemb_th@mfa.gov.cn

领事保护

电话：0066-2-2457010（工作日 9：00-17：00）

传真：0066-2-2457032

九、其他注意事项

出门在外，以下安全事项，请您注意：

1.出入境时的提示：请随身携带好并保管好个人证件及贵重物品，以免证件丢失会导致出入境受

阻；

2.保护好自身安全和财物安全，特别提醒您在机场、酒店、餐厅、景点、公共场所等地点，保管

好个人财务，以免被窃或丢失，特别小心扒手。贵重物品（现金、珠宝、相机等）一定要随身携带或

存放在酒店保险箱内，切勿放在托运的行李箱内或留在房内及车船上。

3.旅游活动必须在领队或导游的带领下进行，不能擅自离团，参团人员不能在境外滞留不归。旅游

活动中，客人要遵守时间，集体活动；注意人身安全，严格按当地的交通规则行走，不能乱穿马

路。晚上不宜单独外出，尤其是女生，最好三至四人结伴而行，无论何时，安全第一。遇带有刺

激性的活动，应视自己身体情况而定，并听从领队的统一安排。

4. 拨打电话：请在出发前将手机开通国际漫游及长途业务，

①人在<大陆>，打电话到泰国： 大陆国际冠码（00）＋泰国国码（66）＋当地区域号码＋电话

号码

②人在<泰国>，打电话回大陆家中： 泰国国际冠码（001）＋大陆国码（86）＋大陆区域号码＋

家中电话

③人在<泰国>，用大陆的电信公司打泰国当地手机：开机后直拨泰国当地收机号码即可。

mailto:chinaemb_th@mfa.gov.cn


附件：入境卡-填写说明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来电垂询！

联 系 人： 周旋 小姐

电 话： 0571-85803890

传 真： 0571-85803870

邮 箱：zhoux@yituoexpo.com

预祝大家此次商务旅行顺利、圆满！

杭州翼拓展览有限公司

20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