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诗达邮轮 · 大西洋号

2018年11月11日、12月09日

厦门-冲绳（日本）-厦门

5 天 4 晚

时间 抵达港口 抵达时间 离开时间 住宿

第 1 天 厦门 —— 22：00 大西洋号

第 2 天 海上巡游 —— —— 大西洋号

第 3 天 冲绳 10：00 22:00 大西洋号

第 4 天 海上巡游 —— —— 大西洋号

第 5 天 厦门 7：00 ——

备注：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日期 行程 用餐 住宿

第一天

厦门

Xiamen

登船时间：18:00 离港时间：22:00

请于指定集合时间之前到达厦门东渡国际邮轮码头，办理登船手续，登船后享用第一

顿海上美食，随即开始“大西洋号”的启航，展开你美妙的游轮旅程

晚 邮轮

第二天

海上巡游

Cruising

今日邮轮全天航行在海上，您可尽情享受五星级游轮的各项娱乐设施。早餐后您可以

根据船上娱乐指南的安排，选择您感兴趣的游戏或课程参加。您也可以悠闲地躺在到

泳池畔的躺椅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静静地享受此刻的碧海蓝天。

早

中

晚

邮轮

第三天

冲绳

Okinawa

冲绳 到岸时间：10:00

处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省之间，是日本的海岛县，以冲绳诸岛为中心，由宫

古诸岛﹑八重山诸岛等岛屿组成，众多小的岛屿沿中国大陆围成一个弧线，。富有独

特的自然环境，除了具有东南亚、中国、日本的民俗风情建筑外，较日本本土更具有

独特的美式风情，有“日本的夏威夷”之称，是空手道的故乡。气候温暖宜人，是亚

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

早

晚
邮轮

第四天

海 上 巡 游

Cruising

今日邮轮全天航行在海上，您可尽情享受五星级游轮的各项娱乐设施。早餐后您可以

根据船上娱乐指南的安排，选择您感兴趣的游戏或课程参加。您也可以悠闲地躺在到

泳池畔的躺椅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静静地享受此刻的碧海蓝天。

早

中

晚

邮轮

第五天

厦门

Xiamen

厦门靠港时间：待定

邮轮今天于7:00抵达厦门东渡国际邮轮码头，早餐后请各位贵宾办理离船手续，至此

您的豪华邮轮之旅圆满结束，返回温暖的家。

早

注：上述各港口的停靠及出发时间均为参考，具体抵离时间不排除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的变化；由于政治天气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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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鸟特惠

活动一：航次出发前 30 天，报名任意海景双人房免费升级阳台双人房（限 200 间）

活动二：航次出发前 30 天，报名任意阳台家庭房立减 500 元/人（限 50 间）

http://baike.so.com/doc/1923887.html


★★★舱房报价（元/人）

舱型 船票均价（元/人）

内舱房
随机内舱四人房 1499

随机内舱三人房 1699

随机内舱二人房 1999

海景房

标准海景四人房 2099

标准海景三人房 2299

标准海景二人房 2599

高级海景四人房 2199

高级海景三人房 2399

高级海景二人房 2699

阳台房

标准阳台四人房 2699

标准阳台三人房 2899

标准阳台二人房 3499

高级阳台四人房 2899

高级阳台三人房 3099

高级阳台二人房 3899

套房

MS小型阳台四人套房 3499

MS小型阳台三人套房 3899

MS小型阳台二人套房 4499

全景阳台四人套房 3799

全景阳台三人套房 4099

全景阳台二人套房 4799

高级全景阳台四人套房 4099

高级全景阳台三人套房 4499

高级全景阳台二人套房 5199

豪华全景阳台三人套房 4999

豪华全景阳台二人套房 5799

★★★ .报价所含：
1. 行程中所标明的“大西洋号”邮轮船票

2. 邮轮上免费餐厅的餐食和免费娱乐设施

3. 领队费

4. 岸上游览

★★★ 报价不含：
1. 港务费 899 元/人，护照费

2. 小费：内舱、海景、阳台房型 每人每晚 14.5 美元，套房每人

每晚 17.5 美元，儿童：4-12 周岁减半，不足 4 周岁免小费；

相关费用由客人在船上自行支付

3. 客人出发地---登船码头往返交通费用

4. 合同未约定由旅行社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非合同约定行

程中发生的旅游者私人性开支、小费奖赏等费用

5. 70 元/人邮轮保险（建议购买）



★★★报名所需资料：
所需材料内容 原件 复印件 说 明

1 护 照 1 本 以行程结束日起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空白签证页 2 页以上，护照最后一页必须有本人亲笔签名。

2 身 份 证 1 份 请用身份证原件复印或清晰电子档照片，复印件须清晰

3 户 口 本 1 份 户口本复印件（请注意务必要有第一页）。

4 联系方式 尽可能每个人的联系方式都提供，每个房间至少需 1 个

5 65 周岁以上老人 65 周岁以上须免责申明、80 周岁以上须免责申明和健康证明和家属子女陪同

6.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
父母同行：和大人不在一本户口本上须提供出生证复印件，

父母不同行：须提供父母亲的担保同意委托授权书、出生证复印件

7 重要提醒：
邮轮规定,不接受怀孕超过 24 周的孕妇和 6 个月以下的婴儿报名,未超过 24 周的孕妇报名须提供医生开具的允许登船的

证明,日期按照登船日计算!

★★★行程提示

关于取消

1） 行程前 90 日至 60 日，旅游费用 30%；

2） 行程前 59 日至 30 日，旅游费用 50%；

3） 行程前 29 日至 15 日，旅游费用 70%；

4） 行程前 14 日至出发当日，旅游费用 100%。

5） 优惠活动等特殊价格请以活动细则为准

若以上取消日涉及国定假期或双休日，则自动提前至最近工作日。

关于岸上观光

1、遇不可抗拒因素（如：遇台风等），邮轮公司有权改变行程及缩短景点游览时间，由此所产生的损失我司及邮
轮公司概不负责！

2、我社保留根据具体情况更改行程的权利，以上行程仅供参考，请以出发通知行程为准。

3、以上行程的靠岸及离岸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动，具体以邮轮公司发布的具体内容为准。

4、行程中到港城市的描述并非岸上游项目的内容。

关于购物

1、岸上游行程会有安排购物店，但绝不强迫购物，请您根据需要购买。
2、请您拿到购买的商品后，仔细地检查商品的质量。若回国后才发现质量问题，无论是更换还是退还商品都会手
续繁复。具体情况不一，能否实现更换或退还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3、购买电气或者电子用品时，应留意电压是否可以调节，以便于您在本国使用。各国家的录放机制式不同，请确
认制式是否正确。

关于邮轮

1、邮轮上通用美金，也可使用国际信用卡：Visa Card、万事达卡 Master Card 及美国运通卡 American Express
等。到达日本后一般使用当地的货币，请提前在国内换好外币，也可在邮轮上服务台或者当地兑换；

2、吸烟只限于甲板及指定的吸烟区，因安全原因，请勿在房间内吸烟；

3、所经海域有时风浪较大，可能会出现晕船等不适，建议您携带防止晕车晕船的药品。

4、各个停靠港口的时间根据天气情况有所调整，请以船方最终确认的行程为准；

5、另关于游轮的详细注意事项请仔细阅读出团前《出团通知》及《旅游须知》。

关于安全

1、境外游览时请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尤其景区、百货公司、餐厅等您聚集的地方更是偷窃行为多发地，请
您务必随同导游带领并注意结伴而行，在游玩过程中，时刻注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
2、乘坐交通工具时，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携带，不应放进托运行李内；岸上游览离开邮轮及旅游车
时，也请务必将现金、证件或贵重物



邮 轮 房 型

GS 豪华全景阳台套房（约45 ㎡） PS 高级全景阳台套房（约40 ㎡） S 全景阳台套房（约 35 ㎡） MS 全景阳台小型套房（约25 ㎡）

阳台房（约 20 ㎡） 海景房（约 18 ㎡） 内舱房（约 15 ㎡）

每间客舱最多可容纳 2~4 名乘客，配有 1 张双人大床（可拆分成两张单人床），部分房间配备 1-2 张伸拉式折叠床；独立卫生间

配备淋浴，梳妆台，吹风机；配备有液晶电视，会客沙发，保险箱，迷你冰箱，电话，热水壶，24 小时客舱服务等（套房配备私人

管家及浴缸）。

娱 乐 设 施

餐厅 酒吧+咖啡厅 卡鲁索大剧院 Caruso Theater

丹特 Disco 水上滑梯 泳池

免税商店 Via Della Spiga Shops 奥林匹亚健身中心 Olympia Gym Ca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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