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
冰雪阿拉斯加遇见翡翠之城西雅图 12 天 10 晚
途经城市：西雅图、朱诺、史凯威、维多利亚、温哥华

开班日期：9 月 13 日
签证：美签、加签
推荐理由：
1：中国大陆五星航空——海南航空，往返直飞。
2：全国联运——福州，长沙，西安，深圳，大连，北京，太原，重庆，广州, 潍坊，呼和浩特免费联运！
（其他城市另询）
3：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16.8 万吨豪华巨轮，超凡体验！
4：恩迪科特峡湾&道斯冰川巡游，观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有机会在朱诺出海观鲸鱼，登上门登霍尔冰川！
6：走进翡翠之城西雅图，前往波音工厂，参观飞机组装！

参考行程：
日期

第一天
9/13
周五

第二天
9/14
周六

第三天
9/15
周日

行

程

上海西雅图
参考航班：HU7955 1355 0935
离港时间 16:00
早上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搭乘中国大陆唯一五星航空——海南航空客机，前
往西雅图，途中经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于9月13日当天早上抵达西雅图，抵达后，
直接前往游轮码头，办理登船手续。
西雅图用餐 早餐自理 午餐（游轮） 晚餐（游轮）
海上巡游
今天将迎来第一个海上巡游日，也是您调整时差，了解海洋赞礼号的好日子。您可
以睡到自然醒后，开启悠闲舒适的海上假期。游轮上的美食不容错过，从自助餐厅
的水果，糕点，主食等等，再到休闲餐厅的热狗，披萨，甜筒一应俱全，如果您想
尝试来自不同国家的纯正美食，可以预约游轮上的收费餐厅。海洋赞礼号还为您准
备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您可以参照房间的节目表，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前往。
全天游轮用餐
内航道&朱诺
到港 12:00
离港 21:00
今天游轮将抵达阿拉斯加朱诺。朱诺是个依山面海的美丽城市，只有坐飞机或游船才
能抵达。积雪山峰、深海峡湾和森林岛屿构成了朱诺绝美的风光。游客甚至可坐直升
机飞往冰川上，降落后亲身踏足在玲珑剔透的冰雪上面，真正了解看似不动、实际徐
徐下移的门登霍尔冰川。在这里您还有机会出海观鲸鱼，探访野生动物的踪迹。阿拉
斯加著名的淘金热也是由此地开始，在 1880 年，有三个人，来到今天的朱诺，在一
条小溪里发现了一颗只有黄豆般大小的沙金，导致阿拉斯加淘金潮的开启，到 1944

住宿

游轮

游轮

游轮

年时，朱诺的金矿已发掘了超过 8000 万美元的黄金。朱诺市就在淘金人潮，迅速涌
入的情况下，急骤发展成一个新兴的淘金城。一如所有的金矿坑，当金尽之后，徒留
下一片往事供后人唏嘘。(上述为港口城市介绍，请报名游轮上的港口岸上观光)

第四天
9/16
周一

第五天
9/17
周二

第六天
9/18
周三

第七天
9/19
周四

第八天
9/20
周五

全天游轮用餐
史凯威 到港 07:00 离港 20:30
今日游轮将带您来到史凯威。史凯威是阿拉斯加地区著名的淘金圣地，
“ Soapy Smith
狡猾的史密斯”曾在此地纵横数十年，无恶不作，开妓院，酒吧，银行，走私等，当
初来到此地的淘金者除了要跟他打交道外，并且还要受到他的剥削，而且淘金者必须
从此地准备一年的粮食，并背着各种装备翻山越岭到加拿大育空地区去淘金，后来建
了铁路使得淘金人士往返加拿大方便了许多，青山依旧，然而金尽人空，徒留下一片
回忆。今日，走在史凯威的木制步道上还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怀旧味道。不要错过古旧
的火车站、Red Onion 红葱酒吧和二万片百年浮木装饰的 Arctic Brotherhood Hall
北极兄弟馆，淘金博物馆及采购当地之手工艺品。(上述为港口城市介绍，请报名游
轮上的港口岸上观光)

全天游轮用餐
恩迪科特峡湾&道斯冰川（航行）
驶入 7:00
驶离 12: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驶入恩迪科特峡湾，恩迪科特峡湾距离朱诺约 80 公里，两岸雪山
伫立、森林密布，风景异常秀丽。恩迪科特相对她的姐妹崔西峡湾要宽的多，在峡湾
的尽头，随着海面的浮冰越来越多，就到了著名的道斯冰川。在冰川的重力推动下，
前端的冰块脱离冰川，滑落而下，巨大的声响令人印象深刻。周边还有几处冰川，在
过去的 30 年里，已经渐渐退缩，直至脱离海面，与道斯冰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峡
湾中翡翠般的海水，晶莹的浮冰，蓝色的冰川，与周边的野生动物发出的声响，组建
而成的画面如此和谐，教人不忍心打破。这一刻您会发现坏境保护，是如此的重要与
迫在眉睫。
全天游轮用餐
海上巡游
全天海上巡游。
全天游轮用餐
维多利亚 到港 09:00
离港 18:00
今日早上游轮抵达加拿大 BC 省省会维多利亚市。整个维多利亚置身于花的海洋，散
发着十八世纪的经典与魅力，五颜六色的鲜花随游艇、轮渡和水上飞机。这一段水域
是鲸鱼的自然栖息地，沿途您将有机会看到海豹、海狮、海豚，以及体验巨大的鲸鱼
带给你的无限惊喜。(上述为港口城市介绍，请报名游轮上的港口岸上观光)

全天游轮用餐
温哥华—西雅图 到港 06: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温哥华。在游轮上享用早餐后，随领队一起完成离船手续后，
搭乘专车前往【斯坦利公园】，沿着公园的海傍小径，观赏着两侧优美的景色，来到印第
安木刻图腾柱旁，欣赏印第安人文化艺术。之后来到斯坦利公园北端，眺望加拿大的悬索
桥——狮门大桥。随后前往【唐人街】参观游览。接下来将前往温哥华发源地【盖斯镇】
（约 45 分钟）参观世界上古老的蒸汽钟，历史感十足的煤气镇是个三角地带，区域内有
很多古董店、画廊和咖啡馆，漫步于此，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游览结束后回西雅图送

游轮

游轮

游轮

游轮

当地四星

酒店休息。
早餐（游轮）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西雅图
早餐后驱车前往西雅图市区游览，外观【太空针塔】，随后前往西雅图著名的【派克
市场】(Pike Market Place)看飞鱼。入口处水产摊，店员的叫卖声和高超抛鱼技术，
吸引无数观光客驻足欣赏，闻名全球的星巴克咖啡创立的第一家店也在此处。随后再
前往【联合湖】
，电影《西雅图夜未眠》中，男主角汤姆汉克斯居住的湖屋，就位于 当地四星
联合湖上。然后途经华盛顿湖上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浮桥，特殊建筑结构，展现美国科
技与创意的辉煌。随后送往酒店休息。

第九天
9/21
周六

早餐（酒店）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西雅图
早餐后乘车前往【波音工厂】，带您走进世界两大知名的飞机制造商之一。除了可以
全面了解人类的航空历史外，还可以参观世界仅存的 4 架波音梦幻系列飞机之一。进
入工厂内部深度参观所有 7 系飞机组装过程，目睹三天打造一架的奇迹，给予你前所
未有的亲身体验。随后前往西雅图奥特莱斯购物，这里有众多国际名品，力度超前的
折扣，让您享受购物的乐趣。结束后享用晚餐，随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十天
9/22
周日

第十一天
9/23
周一

第十二天
9/24
周二

早餐（酒店）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西雅图上海
参考航班：HU7956 1200 1500+1
早餐后，前往机场，搭乘国际航班返回上海。

当地四星

飞机上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上海 预计抵达上海时间 15:00
抵达上海，团队顺利结束！

无

全天用餐自理
以上行程仅为参考行程，我社保留根据航班，签证及前往国当时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
游轮到港及离港时间有可能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最终时间以游轮实际行程为准！
导游人员有根据行程中的现实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请各位游客配合！

报价：前十位报名立减1000元/人
*前10位享立减金额的客人确认，以客服确认的最终付款时间排序，名额先到先得。
房型
房

17800 元/人

同舱第三人（陆地占
床）
/

遮挡阳台房

20800 元/人

/

8800 元

无遮挡阳台

22800 元/人

/

10800 元

内

舱

同舱第一二人

单间差
6800 元

请于确认后 2 个工作日内支付订金 3000 元/人，以确认团位。尾款于出发前 30 日付
清。

第 3、4 名客人是指与其它两位成人乘客同住一间游轮舱房的后两位客人。
陆地占床：四人出行的客人提供两个双人间；三人出行的客人提供加床的三人间，或是其中一人与其他客人拼
房。

服务项目
一：报价包含
1、 上海/西雅图往返机票，团体经济舱，含机场税；
2、 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 8 天 7 夜船票，双人间住宿；
3、 游轮上免费餐厅的三餐、健身房、剧院表演等各项免费服务；
4、 全程中文领队。
5、 境外用车及境外司导服务费；
6、 西雅图三晚当地四星住宿；
7、 行程标明包含的景点门票；
8、 陆地用餐，三早餐、六正餐；
9、 出境旅游人身意外险。
二、报价不含
1、美国签证费 1300 元，加拿大签证费 1200 元（限上海领区，2019 年 1 月 1 日起办理加拿大签证需至领馆
录入指纹）
。
2、游轮小费 14.5 美金/人/晚（游轮上支付）
；
3、游轮上标明收费的项目，如收费餐厅等；
4、游轮靠岸期间上岸观光费用；
5、护照办理及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6、其他未标明已含的费用。

取消政策
起航前之日数
违约金费用（每人）
出发前 999-30 天
扣除损失费 3000 元
出发前 29-15 天
扣除团费总额的 50%
出发前 14 天以内
扣除团费总额的 100%
关于更改
1.拼写错误名字更改（只限船票）费用为￥200元/人，出发前30天（含30天），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乘客信息
更改。
2.报名时请提供准确的名字（汉字及拼音）
、出生日期、性别信息，因个人信息错误产生的损失由乘客自行
承担。

关于游轮的特别提示：
1、 建议您准备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旅行背包，以便游轮靠岸期间下船旅行期间使用，并携带好泳衣和太阳镜。
2、 在登船时，您需要提供一张国际信用卡的预授权，或者 250 美元现金做为押金，之后您将得到一张带名字
的卡，在游轮上的所有消费（游乐场内除外）都将使用这张卡进行结算。待离开游轮前进行结算，多退少
补。
3、 建议男士携带至少一套正装（衬衫、领带、西裤，皮鞋），女士携带至少一套晚礼服（长裙、连衣裙、吊带
裙），游轮上将有 2 次船长晚宴，将谢绝穿着牛仔裤及运动鞋入内。
4、 游轮的实际停靠时间以游轮上每天公布的时间为准。

服务标准说明：
1、行程说明：
A、 美国的城市面积普遍较小，常规我们行程中所说的均指“郡”“大都会区”等概念，包含了周边几个至几
十个大小不等的卫星城市，例如洛杉矶郡、大华府地区等；
B、 由于进入旅游旺季，境外酒店爆满，计划中团队的行程可能会由于众多的展会、宗教节日而做出略微
变更，我公司将依当时情况调整住宿城市，但是不会影响酒店级别及整体游览时间；
C、 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出发前将给予最后确认行程；
D、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但不减少游览内
容；
E、 如遇部分景点节假日休息或庆典等，本社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以尽可能保证游览
内容。但客观因素限制确实无法安排的，敬请各位贵宾理解和配合；
F、 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2、酒店说明：
A、 美加酒店无等级标识，酒店在规模及设施等方面与国内同类品牌的有差距。一般团队的酒店如无特别
说明，均为市郊等非闹市区，如：纽约住宿选择在新泽西，华盛顿住宿选择在大华府地区等；
B、 美加酒店大堂都比较小，很多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大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C、 美加部分酒店房间可能为家庭房（大小床）；每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12 周岁以下儿童（不占床）
，
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定；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 岁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个标间，以免给
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D、 欧美人习惯吃简单的早餐，行程中所列早餐由酒店提供，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
3、用餐说明：
A、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以中式自助和中式桌餐为主，简餐为辅；
B、 根据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3-3.5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故国际段航班在当
地下午 16 点前（含）起飞的，行程均不含午餐；晚间 21 点前（含）起飞的，行程均不含晚餐。请各
位游客谅；
C、 如遇下列情况将退客人餐费（行程中已含，但按照实际情况无法安排），具体退餐标准请参考“服务项
目”栏：
1） 部分城市、城镇没有中式餐厅的；
2） 有些城市的中餐厅不接待团队用餐的；
3） 团队行程用餐时间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无法安排中餐厅用餐的；
4、保险说明：
A、 我社为各位游客购买的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最高保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具体条款及解释请见保险
公司的说明）
，客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另行购买更高保额的保险产品；
B、 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等情况；
5、退费说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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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
未游览景点的门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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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会要求客人补足差价；
6、其他说明：
A、团队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
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填写《团队质量反馈表》；
B、【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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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
1、 美国同北京时间时差：有 5 个时区（均以当地时间为准）；
2、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3、 根据美联邦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
4、 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5、 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6、 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7、 由于国情不同，您在境外旅游时除了准备国际通用的信用卡（Visa / Master 等）
（并请在国内确认好已经激
活可以在境外使用）
，请适当准备一些现金：美国主要流通货币为美元，加拿大为加币，建议您出国前兑换
好所需外币。最好参照您的行程来准备适量外币（1000 左右为宜）；
8、 请注意团队结束离开美国的时候，护照有效期必须在 6 个月以上，否则会影响出入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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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往返中国的签证引发的一
切出入境问题自负责任；
10、
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提醒，如父或母或其他亲戚 1 方携带未成年人出境，强力建议另 1 方母或父或
父母提供声明书（中英文）知晓前 1 方携带他（们）的孩子赴美，声明需公证（中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