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家加勒比-海洋魅丽号】

蓝色之梦—东加勒比海缤纷假日+魅力佛州 11 天 9 晚

途经国家：美国、圣马丁（荷属）、波多黎各（美属）、海地

开班日期：9 月 7 日

签证：美签

推荐理由：

1、 搭乘 22.5 万吨、耗资 15 亿美金打造的海上城堡海洋魅丽号，尽享超凡体验。

2、 前往【小哈瓦那】，感受来自迈阿密的热情。

3、 搭乘风力船游览美国著名动物保护区【大沼泽国家公园】。

4、 精彩航线：

荷属圣马丁首府—菲利普斯堡,体验飞机擦头顶的刺激！

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城，观碧海蓝天下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皇家私属岛屿—拉巴第，只有搭乘皇家加勒比游轮才可抵达的私属度假胜地。

参考行程：
日期 行 程 住宿

第一天
9/7
周六

上海达拉斯迈阿密

参考航班：AA128 17:00 17:25 转 AA2720 20:50 00:49+1
今天下午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在领队的带领下，办理登机手续，经达拉斯转机前

往迈阿密，抵达后入住酒店。

全天用餐自理

Holiday
inn 或同

级

第二天

9/8
周日

迈阿密—劳德岱堡 离港 16:30
前往参观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合计约1小时），感受迈阿密的开朗奔放的拉丁风情，这

里空气中随处流淌着西班牙语和拉丁音乐，是古巴、牙买加、秘鲁、墨西哥等中南美洲

移民聚居中心。【Calle Ocho大街】（西班牙语“第8大街”）两侧有众多特色商铺，小市

场，休闲咖啡厅和餐厅，是品尝古巴美食和传统地道的拉丁美洲料理的天堂，比如尼加

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菜肴。随后前往劳德岱堡码头，办理登船手续，登上22.5
万吨的海洋魅丽号游轮。

早餐（酒店） 午餐（游轮） 晚餐（游轮）

游轮

第三天

9/9
周一

海上巡游

您可以在今天享受一个没有 morning call的懒觉，随后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享受您的

早餐，魅丽号为您准备了多重选择来满足您的味蕾。早餐后，分布在整船不同区域的 7
大社区，已经为您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表演等待着您的参加。您可以在甲板上

晒个日光浴，或是在点一杯咖啡，听一曲音乐表演。您也可以去泳池，健身房锻炼身体，

跟着船上的教练，练习舞蹈，或是胆大的来一次高空滑索、甲板冲浪、跳伞体验，等等！

晚间，大剧院将会安排百老汇歌舞演出，千万不要错过！

全体游轮用餐

游轮



第四天

9/10
周二

海上巡游

今天是航行日，也是您享受轻松奢华的游轮假期的好日子。早上睡到自然醒后，可以前

往自助餐厅享用丰盛的早餐。请关注您房间内的节目表，选择您感兴趣的节目参加。这

艘 22 万吨的巨轮，承载着许多的惊喜。从甲板上的泳池、攀岩、冲浪等各种娱乐设施，

到大厅音乐酒吧的各种精彩表演，再到分布在全船的各种餐饮美食，都非常值得体验。

全天游轮用餐

游轮

第五天

9/11
周三

菲利普斯堡（圣马丁） 到港 08:00 离港：17: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圣马丁菲利普斯堡。

圣马丁岛是东加勒比海的著名旅游目的地，这一座海岛，分别被荷兰和法国各掌控一半，

其中菲利普斯堡就位于荷兰管辖的南半岛，这里鹅卵石街道和狭窄的小巷两侧林立着各

色商铺与精品店，是举世闻名的购物天堂。（上述为目的地介绍，岸上观光请报名游轮上

组织的行程）

全天游轮用餐（报名港口岸上观光，用餐见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游轮

第六天

9/12
周四

圣胡安（波多黎各） 到港 07:00 离港 15: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波多黎各圣胡安。

圣胡安是美国波多黎各自由邦的首府，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分新、旧两城区。

旧城面积较小，坐落在圣胡安湾入口处的两个小岛上，带有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遗迹，街

道狭窄而陡峭，环绕阿马斯广场成格状布局。旧城内有许多古老建筑，里面有 3 座古堡，

其中以拉福尔塔莱萨宫为最大（现波多黎各总督府），它是西半球历史最悠久的行政官邸，

始建于 1533 年，1639--1640 年重建。旧城区与全岛新城区有 4 座桥梁和堤道跨水相连。

新城区在波多黎各岛主岛北岸。城内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孔达多海滩等众多

的优良海滨浴尝博卡德钦洛雷霍斯海底等，是冬季旅游的佳地。。（上述为目的地介绍，

岸上观光请报名游轮上组织的行程）

全天游轮用餐（报名港口岸上观光，用餐见港口岸上观光行程）

游轮

第七天

9/13
周五

拉巴第（海地） 到港 10:00 离港 18:00
游轮将在今天早上抵达海地的拉巴第。

拉巴第是皇家加勒比海游轮的私属岛屿，只有搭乘皇家加勒比游轮船只的客户才能抵达。

在拉巴第，您甚至可以使用船卡进行消费。拉巴第的沙滩沙质细腻，海水也十分清澈，

从拉巴第海岛高处，俯瞰整座海岛，海水由远及近，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美丽异常。如

果您的胆量够大，可以尝试自费乘坐滑索，从小岛顶端滑落到沙滩，非常刺激！

全天游轮用餐

游轮

第八天

9/14
周六

海上巡游

游轮行程即将到达尾声，这游轮上的休闲假期还有很多项目值得体验。皇家花园大道上

的商店，可能会有大幅折扣，可以去逛逛。游轮上纯正的精油 Spa，可以一扫身体的疲惫，

也非常值得体验。或是参加舞蹈、烹饪课程，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在家人朋友面前大显

身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全天游轮用餐

游轮

第九天

9/15
周日

劳德岱堡—迈阿密 到港 06:00
早上抵达劳德岱堡码头，在领队陪同下办理离船手续。随后搭乘专车前往迈阿密【大沼

泽国家公园】 , 公园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尖角位置，6英寸深、50英里宽的淡水河缓缓

流过广袤的平原，因而造就了这种独特的大沼泽地环境。辽阔的沼泽地、壮观的松树林

和星罗棋布的红树林为无数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居之地。这里是美国本土亚热带野生动物

保护地。同时还可以体验公园特有的【风力船】，近距离感受各种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午前往迈阿密著名购物区森赖斯小镇，这里的【索格拉斯中心】（Sawgrass Mills®）

Holiday
inn 或同

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5%A4%9A%E9%BB%8E%E5%90%84%E6%80%BB%E7%9D%A3/15421270


拥有 350家商铺，30多家餐饮和娱乐休闲场所。在这里，可以尽情购买各大品牌的打折

商品。

早餐（游轮） 午餐（团餐） 晚餐自理

第十天

9/16
周一

迈阿密上海

参考航班：AA2575 0700 0900 转 AA127 1045 1450+1
早上前往机场，搭乘国际航班返回上海。

全天用餐自理

飞机上

第十一天

9/17
周二

上海

抵达上海，行程结束。

全天用餐自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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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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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费用包含：

1、上海至美国迈阿密往返机票，团队经济舱，含机场税；

2、皇家加勒比海洋魅丽号 8天 7晚游轮船票，含港务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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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两晚三星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级）；

7、行程标明包含的景点门票；

8、行程中标明包含的用餐；

9、出境旅游人身意外险。

二、报价不含

1、美国签证费 1300元，EVUS更新 100元/人
2、游轮小费 14.5美金/人/晚,合计 101.5美金（游轮上支付，以船方收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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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型 同舱第一二人 同舱第三人（陆地占床） 同舱第三人（陆地不占床） 单间差

内舱 15800 元/人 15800 元/人 14800 元/人 5600 元

阳台 17800 元/人 15800 元/人 14800 元/人 7600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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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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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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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岸上观光项目介绍（最终以出团通知为准 我司将于出发前 45 天统计人数）

1、此项目一旦确认，不退不换，最低 15 人成团起定。（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时请落实余位）

2、我司领队将陪同提前报名参加岸上观光的客人，前往游览，未通过我司报名的客人，领队只能协助在游轮上选

岸上观光项目(游轮上不提供中文岸上观光)，在游轮上报名的客人，领队不能陪同客人一起前往!
3、由于加勒比岛国一些地区资源有限，同一辆车可能不能同时容纳整团客人，我司会根据最终实际人数安排分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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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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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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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