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

香港+河内+岘港+芽庄+胡志明市+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 9 天 8 晚

开班日期：2019 年 9 月 3日

签证：新加坡团签 越南落地签

线路特色：

1：五星国泰港龙航空往返，舒适出行；

2：前往唐朝“安南都护府”治所、“罗城”——河内；

3：深度游越南，一次轻松走遍四大目的地！

4：登顶新加坡著名金沙酒店，俯瞰新加坡全景！

5：前往世界巨作，度假胜地圣淘沙！

6：六城风貌，尽享南洋风情！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住宿

第一天

9/3

星期二

上海香港

参考航班:KA857 0720 1000

今天早上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在领队的带领下办理登机手续，

搭乘航班直飞香港。抵达后，乘专车前往游轮码头，办理登船手续，登

上海洋航行者号游轮。游轮将在今夜停靠在香港码头。

早餐自理 午餐（游轮） 晚餐（游轮）

游轮

第二天

9/4

星期三

海上巡游

今天迎来全天的海上巡游。早上睡到自然醒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享受船上的休闲娱乐设施及各式美食，体验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

参加特色的船上课程，游轮上的每一个时间段都会让你惊喜不断。热爱

购物的游客，游轮上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时尚品牌供您选购，不时推出的

折扣优惠不容错过。一切服务只为让您和您的家人共同享受这无与伦比

的游轮假期！

全天游轮用餐

游轮

第三天

9/5

星期四

河内 到港 7:00 离港 18:3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越南河内，您可以选择在游轮上享受一天的

快乐假期，或自费参加我司或游轮上组织的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河内是越南首都，始建于公元 621 年，由唐朝将交州的治所迁移至

安平县，后来为总管一方的安南都护府，安平县后更名为河内。历史上

又被成为“紫城” “罗城” ，2007 年，这里还出土了唐朝的安南都护

府遗址。今天的河内市，许多街道依然沿用旧时的名称。是越南政治、

文化中心。河内市区几条宽广笔直的大街，以还剑湖为中心，向四周成

辐射状延伸，街道两旁生长着四季长青的高大树木。河内旅游景点众多，

游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D%97%E9%83%BD%E6%8A%A4%E5%BA%9C


人文风情独特，广受世界各国游客的喜爱（以上为城市介绍，具体行程

请见岸上观光行程表）。

全天游轮用餐

第四天

9/6

星期五

岘港 到港 09:00 离港 17: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越南岘港，您可以选择在游轮上享受一天的

快乐假期，或自费参加我司或游轮上组织的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岘港位于越南中部，北连顺化、南接芽庄。背靠五行山，东北有山

茶半岛作屏障，海湾呈马蹄形，港阔水深，形势险要，为天然良港。西

南 69 多公里的美山有古代占婆塔群遗址。东南 35 公里则为联合国世界

文化遗产会安古镇，从会安古镇码头搭乘摆渡船出发则可以游览秋盆河

明珠之迦南岛（Dao Cam Kim），迦南岛主要以水椰林及原生态自然风

光而闻名（以上为城市介绍，具体行程请见岸上观光行程表）。

全天游轮用餐（参加我司组织的岸上观光，用餐见岸上行程）

游轮

第五天

9/7

星期六

芽庄 到港 9:00 离港 18: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越南芽庄，您可以选择在游轮上享受一天的

快乐假期，或自费参加我司或游轮上组织的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芽庄整座城市沿着海岸线建造，大小不一的岛屿从城市的东南方向

延伸开去。背山面海的自然环境和相较略低的生活成本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来到芽庄。白色细软的沙滩，以及令人魂牵梦绕的海湾，沁人心脾

的蔚蓝海水，让人终身难忘。如果这些都不能符合您的喜好，不如踏访

婆那加占婆塔，或体验焕发精神的传统泥浆浴，必定让您难以忘怀（以

上为城市介绍，具体行程请见岸上观光行程表）。

全天游轮用餐（参加我司组织的岸上观光，用餐见岸上行程）

游轮

第六天

9/8

星期日

胡志明市 到港 8：00 离港 20：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越南胡志明市，您可以选择在游轮上享受一

天的快乐假期，或自费参加我司或游轮上组织的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胡志明市原名西贡，胡志明市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为南圻首府，

1955 年后为越南共和国（又称南越）“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受西方影

响，商业发达，曾有“东方巴黎”之称。十九世纪末发展成东南亚著名

港口和米市。各种美食小吃遍布市内各地，又有代表性的景点统一宫等，

胡志明市具有多元素的旅游资源，非常值得一观（以上为城市介绍，具

体行程请见岸上观光行程表）。

全天游轮用餐（参加我司组织的岸上观光，用餐见岸上行程）

游轮

第七天

9/9

星期一

海上巡游

今天将迎来此航次的第二个航海日，也是您放松心情，享受悠闲

游轮假期的好日子。游轮上的各种娱乐设施将陆续开放，去甲板上游泳，

晒日光浴将是个不错的选择，面对蓝天大海，徐徐海风吹过，放松您的

身心，好好享受着一刻的美好。您大可不必担心航行日会无聊，游轮上

的娱乐部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多达几十项的活动！您可以参考房间内的

日报，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参加。

游轮



全天游轮用餐

第八天

9/10

星期二

新加坡 到港时间 08:00

早上游轮抵达新加坡后，在领队的带领下办理离船手续。随后搭乘专车

前往新加坡著名【金沙空中花园】（含门票），这座耗资 1 亿多美元建造

的空中花园，占地 1.24 万平方米，距离地面 200 多米高，种植了 250

多棵树木和 650 多株植物，著名的楼顶无边界泳池就在这里，风景绮丽

异常，对面的鱼尾狮公园，滨海湾花园尽在眼底。随后前往耗资 300 多

亿人民币打造的震撼全球的世纪巨作——【圣淘沙名胜世界娱乐城】（含

上岛费，其余门票费用自理，自由活动约 4 小时），这里集娱乐、休闲、

住宿、美食、购物于一体，给您带来无与伦比的全新旅游体验。随后送

往酒店。

早餐（游轮）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半岛怡东或

同级

第九天

9/11

星期三

新加坡上海

参考航班 CX734 1605 2010 转 KA870 2115 2350

早餐后，我们将来到新加坡第二高山【花芭山】，俯瞰新加坡市区景色。

随后前往新加坡著名景点【甘榜格南】，甘榜格南被称作小印度，在英

国人来临之前，新加坡在马来皇族的统治之下。当时，甘榜格南是马来

皇室的活动中心。随后阿拉伯人来此经商，风过一时，现在依稀从亚拉

街、巴格达街、干达哈街等名称中来还能感受那时的繁华。如今这里当

地回教徒的信仰中心，以苏丹回教堂为中心，周围聚集了各种商店餐馆。

随后将带您游览新加坡的著名商业街-乌节路。来过新加坡，怎么能不

去乌节路。这里有世界知名的大品牌，精致的美食等等，值得一逛。随

后前往 DFS 免税店，土特产店，后随后搭乘大巴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返回国内，抵达后行程结束。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无

以上程仅为参考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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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于确认后 5 日内支付订金 3000 元/人，以确认团位。尾款于出发前 30 日付清。

房型 同舱第一二人 第三四人 单间差

内舱双 7980 元/人 / 3880 元

阳台双 10580 元/人 / 6480 元



第 3 名客人是指与其它两位成人乘客同住一间游轮舱房的后一位客人。（三人间第三人床位

为沙发床或下拉式） 陆地占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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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内容

报价包含项目：

1：海洋航行者号 8 天 7 晚游轮船票，含港务税费。

2：上海-香港，新加坡-上海，经济舱机票，含税。

3：新加坡团队签证。

4：全程游轮上免费餐厅的三餐，下午茶，夜宵及所有免费娱乐设施；

5：新加坡行程标明的景点门票。

6：香港、新加坡船期外旅游大巴，司导服务费。

7：全程领队服务费。

8：一晚新加坡当地四星酒店住宿。

报价不含项目：

1：护照费，申请签证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费和手续费；

2：游轮上非免费的餐厅，饮品，水疗按摩，洗衣，理发，电话，上网，付费电视，行李搬

运等私人费用；

3：游轮小费：每晚14.5美金/人, 具体以游轮收取为准；

4：所有行程以外的观光节目及行程标明的自费项目；

5：因私人，交通延阻，罢工，台风或其他情况而本公司不能控制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旅行平安，医药，行李等保险。

6：建议购买出境旅游人身意外险。

7：越南落地签证费（游轮上办理，约 7 美金/人）

8：港口的岸上观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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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订时请提供准确的名字（汉字及拼音）、出生日期、性别信息等，因个人信息错误产
生的损失由乘客自行承担。

2、 出行前 14 天之前允许客人修改姓名或其他个人信息，更改费用为￥200 元/人；但每个

预订需至少保留一位客人的姓名不变。

否则该预订将被视作取消后再重新生成的新预订，将根据上述取消政策收取相应的取消费用。



3、 出行前 14 天及以内，客人的任何信息都不得更改。

4、 预订一旦付款（包括订金或全款），不再接受任何航次（包括船名及/或开航日期）及产

品类型变更；如更改则将视为取消后的重新预订，并根据上述取消政策收取相应的取消费用。

5、 预订完成后，在舱房情况可满足的情况下，可更改房型。变更房型时需按照新房型的价

格支付费用，多退少补。

三：责任细则

1：回程停留尾站或提升商务客位须缴附加费，敬请查询。:

2：如单人报名须缴付单人房附加费。

3：本产品行程内容、抵离时间、航班、酒店信息仅供参考，最终行程请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岸上观光团团费会因汇率调整而有所变动，所有已付清团款的客人，将不受汇率调整影响，
团费将会根据然油附加费上升而有所调涨。

4：如因航空公司或游轮公司增加或减少燃油附加费税项、外币汇率浮动等，客人须缴交或
可取回差额。实数以出票时作准。

5：团友有责任再次确认所须签证及出发/抵达的飞机航班及时间，任何飞机航班时间改变，
将由团友自行负责。

6：航程路线、泊岸、启航时间、所有税项及餐膳安排均以游轮公司最後安排为准。

7：本公司有权因应当日游轮泊岸时间及当地天气或交通情况而调配或增减岸上观光节目，
各参加者不得异议。

8：建议旅客出发前按个人需要购买综合旅游保险。

四：签证事宜

1. 请您仔细核对护照，办理签证需要有效期为 6 个月以上护照正本（无损坏，至少有

2页以上空白页）。如已过期或无足够空白页用以办理签证，请您尽快重新办理护照。

若因本身原因造成无法及时办理出签证导致的所有损失，由游客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因个人理由而被拒绝入境，本公司无需负载任何责任。所需额外安排之住宿、

膳食、交通等费用全部由旅客负责，而放弃的余下行程将不会获得任何补偿或退款。

3. 是否给予签证、是否准予出入境，为有关机关的行政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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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行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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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