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

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普吉岛 8天 6晚
(吉祥直飞·上海往返)

途经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2019 年 11 月 24 日

签证：新加坡团签 泰国签证

推荐理由：

1：吉祥航空，往返直飞！！

2：游览世界十大室内花园——滨海湾花园；

登顶金沙空中花园，俯瞰新加坡全景；

3：游览阿拉伯风情区——甘榜格南；

4：报名即送槟城港口岸上观光；

5：到访马来西亚首都，美食王国槟城，以及安德曼海明珠普吉岛；

6：皇家加勒比游轮，超凡体验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住宿

第一天

11/24

星期日

上海新加坡

参考航班:HO1605 1535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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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国际航班

飞往新加坡，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用餐自理

RELC 或同级

第二天

11/25

星期一

新加坡 离港时间 17:00

早上搭乘专车前往新加坡市区游览（4小时左右），我们将途经：滨海艺术中心

国会大厦、市政厅、维多利亚剧院、百年吊桥等；游览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

随后前往【滨海湾花园】花园由滨海南花园、滨海东花园和滨海中花园三个风

格各异的水岸花园连接而成。该花园占地 101 公顷，位于滨海湾亲水黄金位置，

是整个滨海湾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随后送往游轮码头，在领队的陪同下办理

登船手续，踏上海洋量子号，开启愉快的游轮行程。

早餐(酒店) 午餐（游轮） 晚餐（游轮）

游轮



第三天

11/26

星期二

吉隆坡 到港时间 08:00 离港时间 17:00

今天带您前往的是马来西亚首府城市--吉隆坡。（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

受各种娱乐，或参加我社赠送的岸上观光。）

船靠港后您可以尽情浏览这座美丽的城市，坐落于吉隆坡市中心的国油双峰塔

是吉隆坡的著名地标。吉隆坡位于马来半岛心脏地带，是一座新旧辉映,东方色

彩与西方文明有机融合的新兴大都市。既有现代都市的时尚气派，也不乏古色

古香迷人风韵。(上述为行程介绍，岸上游见岸上观光行程。)

全天游轮用餐（港口用餐见岸上观光行程）

游轮

第四天

11/27

星期三

槟城 到港时间 08:00 离港时间 17:00

今天游轮带您前往“印度洋的绿宝石”——槟城。（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

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参加我司组织的岸上观光。）

槟城这个名字取自当年遍布在该岛上的槟榔树而来，于 1786 年时被英国殖民政

府开发为远东的商业中心。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港口，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城

市。今日的槟城，已经是一个反映东方独特情怀、东方城市中如诗如画浪漫的

城市之一。您可以去看看充满欧洲风情的殖民时代建筑、各教派古老的朝拜圣

地、热带的植物花卉、高山避暑胜地及阳光普照的美丽海滩。还可以去品尝槟

城极具盛名的地道美食，食物种类从娘惹美食到小档口的油饭、炒粿条（河粉）

及槟城叻沙等。其食物风味和其他州属有很大的差别。(上述为行程介绍，岸上

游见岸上观光行程。)

全天游轮用餐（港口用餐见岸上观光行程）

游轮

第五天

11/28

星期四

普吉岛 到港时间 08:00 离港时间 20:00

早餐于游轮上享用。游轮带您来到泰国南部岛屿--普吉岛。（船靠港后您可以选

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上岸自由活动或参加游轮上的岸上观光）

普吉岛以其迷人的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

普吉岛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盛产橡胶、海产、各种热带水果。这里也是热爱

阳光和沙滩的人的天堂，您可以潜水、冲浪、划艇，或者玩其他感兴趣的项目。

玩累了，你可以与家人在沙滩上静静的欣赏黄昏日落的美景。(上述为行程介绍，

岸上游自由活动。)

全天游轮用餐（港口用餐见岸上观光行程）

游轮

第六天

11/29

星期五

海上巡游

今天迎来全天的游轮海上巡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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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到港时间 08:00

新加坡上海 参考航班 HO1606 2230 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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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11/30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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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飞机上

第八天

12/1

星期日

上海

抵达上海，行程结束。

全天用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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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工作日内支付订金 1500 元/人，以确认团位。尾款于出发前 30 日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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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型 同舱第一二人 第三四人（陆地占床） 第三四人（8岁以下陆地不占床） 单间差

内舱双 7980 元/人 / / 3680 元

内舱三 7380 元/人 7380 元/人 6980 元/人 /

海景双 8180 元/人 / / 3880 元

阳台双 8980 元/人 / / 4680 元

阳台三 8380 元/人 8380 元/人 7980 元/人 /



一：服务内容

报价包含项目：

1：海洋量子号 6 天 5 晚游轮船票，含港务税费。

2：上海新加坡往返机票，经济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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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段行程标明的景点门票。

6：新加坡段旅游大巴，司导服务费。

7：全程领队服务费。

8：一晚当地四星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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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游轮公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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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落地签证费（可国内办理或游轮上落地签，游轮上办理，约 79 美金）；

8：港口岸上观光费用（赠送吉隆坡+槟城港口岸上观光）。

岸上观光（赠送）：

港口 行程 报价

吉隆坡

在游轮前台集合，之后跟随领队下船，乘坐专车前往市区观光，抵

达后参观【马来西亚皇宫】（外观）、【国家英雄纪念碑】、【国家回教

清真寺】（外观）、市区游览【高等法院】（外观）前往【独立广场】、

【吉隆坡城市画廊】入内参观吉隆坡城市模型灯秀。随后前往吉隆

坡标志性建筑【国油双峰塔】（外观）拍照留念，随后自由活动 45
分钟，您可以前往双峰塔内自理午餐。最后我们将前往吉隆坡特色

【巧克力工厂店】。游览结束之后返回游轮。

（包含旅游车，中文服务，不含餐，上岸游览时间合计约 8 小时）

399 元

早上跟随领队下船，搭乘专车前往槟城【娘惹博物馆】，自郑成功下

西洋开始，大量华人到达南洋并定居，华人男人娶了马来女人生的

混血儿，男的就叫峇峇，女的就叫娘惹，同时华人传统文化与马来

文化融汇以后产生一种新文化体系，就是娘惹文化。娘惹博物馆是

槟城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这是了解娘惹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了



槟城

解男性华人到南洋后与马来女性通婚后的一些生活现状，通过实物

展示，真切感受这个历史文化的脉络。随后参观【街头壁画】、【姓

氏桥】、【观音庙】，观音寺是槟榔屿最古老的庙宇，据说是在 1800

年建立的，至今仍是岛上中国人寄托信仰之地。每逢初一、十五或

神诞，必定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四方而来，膜拜祈祷，抽签问卜，

热闹非凡。随后返回游轮码头。（费用包含：中文导游，旅游大巴，

娘惹博物馆门票，不含餐。游览时间约 5 小时.）

399 元

普吉岛 自由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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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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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