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

香港首航
2019 年 12 月 18 日香港-真美-香港 4 晚 5 天

南极球 主餐厅

航线行程：

香港、真美、香港 4 晚 5 天 2019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22 日

时间 停靠港口 活动内容 抵达时间 离港时间

12月 18日 香港启德码头 办理登船 / 19:30

12月 19日 海上巡游

12月 20日 真美 岸上观光旅游 7:00 17:00

12月 21日 海上巡游

12月 22日 香港启德码头 办理离船 6:00 /

邮轮特色：
● 超量子标准性设施-南极球，球外是悬空玻璃步道，球内设有 4个蹦极床，伴之以 VR科技

创造的视觉历险体验。

● 与量子系列相同设施：北极星、甲板跳伞、甲板冲浪、海上攀岩墙、海上碰碰车等。

● 与航行者系列相同的设施：真冰溜冰场。

● 新增娱乐项目-明星时刻，亚洲风格 KTV专属包间。

●33种餐饮选择，6家全新餐饮，3层挑高主餐厅，让游客们的味蕾得到大大的满足

● 海上健身设施，水疗按摩，美容室等。

● 美轮美奂的剧院上映歌舞剧、音乐剧及特技表演等，全部由专业表演者演出

● 海上历奇青少年设施为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活动，并有专人看管。

● 船名：海洋光谱号

● 首航 2018 年 4 月

● 吨位：16.8 万吨

● 邮轮载客量：5499 人

● 甲板层：16 层

● 邮轮平均航速：22 节

● 船长：348 米

● 船宽：41 米



线路行程

备注：上述各港口的停靠及出发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具体抵离时间不排除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的变化；根据国际

惯例邮轮公司将以游客安全为第一，有权根据实际突发情况作出航线变更。

第 1 天 香港登船 预计 19:30 起航

今日于指定时间，自行前往香港启德邮轮中心，自行办理手续，进行边防及海关

检查，通过后即开始登船。愉快的海上航行即将开始。贵宾们放下行李后可立即展开

新奇的邮轮体验，寻访邮轮的每一个角落，熟悉邮轮上的每一个区域，在自助餐厅里

也可以开始享用精美餐点。

邮轮预计于北京时间 19:30（具体时间以当天安排为准）启航离港，开始完美的海上

之旅。

【晚餐】邮轮上 【住宿】游轮上

第 2 天 海上巡游

这一天邮轮在海上航行，您可以悠闲自在，放松心情，也可以参与无数精彩刺激

的船上活动，从休闲舒适的咖啡馆到环境优雅的一流餐馆，从随意的自助餐到考究的

餐点，您将在旅途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体验，比比皆是的聚会场所，盛大的演

出，您可以充分享受豪华邮轮假期轻松有限的时光。

【早、午、晚餐】邮轮上 【住宿】邮轮上

第 3 天 真美（预计 7：00 抵达，17:00 启航）

顺化或者岘港（真美港）位于香河岸边，是越南的前首都，城中众多露天寺庙博物

馆、佛塔、宫殿及墓地林立。探索升龙帝国皇宫，然后拥抱河岸观光。或可以观赏皇

帝陵寝及天姥寺风景。邮轮计划于 17点离开真美。

(以上描述仅为城市介绍，请报名参加岸上观光游览)
【早餐、晚餐】邮轮上【中餐】以个人自选岸上游安排为准【住宿】邮轮上

第 4 天 海上巡游

这一天邮轮在海上航行，您可以悠闲自在，放松心情，也可以参与无数精彩刺激

的船上活动，从休闲舒适的咖啡馆到环境优雅的一流餐馆，从随意的自助餐到考究的

餐点，您将在旅途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体验，比比皆是的聚会场所，盛大的演

出，您可以充分享受豪华邮轮假期轻松有限的时光。

【早、午、晚餐】邮轮上 【住宿】邮轮上

第 5 天 香港 预计 6:00 靠港

今日邮轮计划将于 6:00回到香港启德码头，贵宾按照邮轮公司安排依次下船，告

别陪伴您 5日的船员，带上一路上的丰厚收获和甜蜜记忆。办理离船手续。结束美妙

的邮轮海上旅程

【早餐】邮轮上



双 12 特惠，赠送广州至香港码头往返交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仅限新订单

报价：（折后价）
高区阳台四人房船票均价：1935 元/人

超值阳台双人房船票均价（有遮挡）：3390 元/人

费用包含：
1、 游轮所选客房住宿；

2、 游轮上提供免费一日三餐，另有下午茶及夜宵；

3、 游轮上指定免费设施、场所，免费观看、参加指定的娱乐节目及活动；

费用不包含：
1、港务费：同舱第一二位 1678元/人，第三四位 589元/人（提前支付）

2、邮轮服务费：标准套房以下房型：14.5美金/人/晚（包括 JS）；标准套房以上房型：17.5美金/人/晚；（船上支付，最终金额以邮轮规定

为准）

3、签证费用：护照+船上办理落地签，越南落地签证费 6 美金/人（客人在船上自行支付，签证费用仅供参考，请以当地移民局最终颁布

为准）；

4、护照工本费及个人单房差（再补一个人费用）；

5、指定岸上观光行程费用；

6、境外旅游意外保险（建议购买）；

7、各地到香港码头往返交通；

8、个人消费及以上未提及的任何费用。

关于付款：
请于确认定位后付清全部团款。若逾期未付，我社将视为取消定位，谢谢合作！

关于取消：
启航前 14天及启航 扣除团费价的 100%； 启航前 15天至 28天 扣除团费价的 80%；

启航前 29天至 44天 扣除团费价的 60%； 启航前 45天 扣除团费价的 40%。

以上不适用特惠促销价格取消，特惠促销房间一经确认，不得有任何更改，不退不改！

护照须知：
中国大陆公民需持本人有效因私护照(护照有效期必须有 6 个月以上有效期，并确保护照上有 2 页以上的空白签证页用于敲盖签证章)。
外籍及持港澳台护照的游客，请确保持有再次进入中国大陆的有效签证或回乡证、台胞证，如果因个人证件或签证原因造成无法按时出入

境，一切费用不退，以及因此产生相关费用均由客人自行承担。

报名须知：
1. 报名时请提供准确的名字(汉字及拼音)、出生日期、性别信息及分房要求。这将影响到您的船票是否有效。

2. 请在报名选定舱型后，即可准备签证资料，签证资料最后截止时间为出发前 15 个工作日，而且不再接受游客信息更改。

3. 不接受不满 6 个月的婴儿、怀孕第 24 周的孕妇。

4. 65周岁以上(含 65周岁)的游客需提供 3个月内三甲医院开具的健康证明；18周岁以下和 80周岁以上的游客需同时有家属陪同。

5. 若遇不可抗拒因素(如台风、疫情、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罢工、战争等政治因素等)，游轮公司有权更改行程或缩短游览时间等，游

客应积极配合并接受对行程的合理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发生的额外费用，由游客承担！

6. 游客报名后，若遇游轮公司船票、燃油税、小费等调价，我公司根据实际差额向游客多退少补。

7. 游客必须在保证自身健康良好的前提下报名参加旅行，若因游客自身疾病及个人过错导致人身意外伤亡，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8. 游客因自身原因发生被前往国家拒绝入境等情况，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游客擅自在境外离团或者滞留不归，责任自负。

9. 游客在自行活动期间，若发生人身意外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0.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游客必须由其监护人看护，若因看护不当发生意外，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11. 境外导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的游览先后顺序，但不可减少或变更景点。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行程景点的减少或变更，我

公司负责积极协助解决，退还未去收费景点的门票差价，但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

12. 游客在境外指定商店购物，请一定要问商家拿好发票及相关证书，如产生质量问题，我公司负责积极协助退换货，如游客无法提供

发票及相关证书，我公司则无法协助办理任何退换手续。



13. 船上消费只收取美金，船上提供货币兑换服务，汇率可能略高于国家对外公布的当日汇率。游轮上支持美金的信用卡，如 VISA维

萨卡、MASTER万事达卡、AMEX美国运通卡等。

14. 船上的用餐及娱乐项目绝大部分免费。收费的项目有：咖啡厅、酒吧、娱乐厅、剧院等单独出售的所有饮料；特殊咖啡(如卡布基诺、

特浓咖啡等)、含酒精类饮料、酒类、可乐、汽水等；私人开销：如卫星电话费、美容美发、按摩、商店购 物等；上网费用；娱乐

场的筹码；船舱内的瓶装矿泉水；船舱送餐服务小费(24:00-05:00)；就诊挂号费用、治疗费及药费。

15. 船上为 6个月至 17周岁的未成年人游客开设了海上猎奇青少年活动计划。

16. 游客不得携带酒精饮料上船，可以携带由医院开出的药品或针剂。船上提供免费的晕船药。

17. 船上配备医生和护士，就诊挂号费用、治疗费及药费需额外收取。

18. 游轮上大部分区域为非吸烟区，游客可在指定的吸烟区域吸烟。如果违反规定，将被处以罚款。

19. 游客可以随时由舱房中直接拨打电话回家，每分钟收费 7.95 美金，具体以游轮上公布价格为准。

20．邮轮行程中所列航班号、时间、岸上观光行程内容及邮轮抵离时间仅供参考,请以当天行程安排为准，严格遵守时间结点集合，因游

客自身原因导致误机、误船，产生必要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21. 根据大使馆规定，全体团员在境外须按行程活动，一律不得脱（离）团活动。如擅自脱（离）团，需赔偿我社每人每天的脱团损失

费（具体费用现询），并自行承担脱团期间所发生的人身及财产意外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任何问题和责任。

22.

23.在下列情况下，船长有权自行对航行范围作出修改、变更停靠港口的顺序和/或省略其中某个或某些停靠港口：

1）因不可抗力或其他超过船长或船主的控制范围的情形；

2）为了旅客和邮轮的安全性而有必要的；

3）为了使邮轮上的任何人获得岸上医疗或手术治疗；

4）任何其他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包括因特殊情况引起的燃料问题，船长的决定为准。

24. 走团过程中如发生客人损坏餐厅用品或其他公共设施的情况时，由客人自行赔偿及承担法律责任。

客人已阅读并清晰以上条款

客人签名：

日期：


	南极球                       主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