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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提瓜、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圣基茨、美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

皇冠公主号-东南加勒比海深度全览 16 天（参考行程）

Princess Cruises 公主邮轮之皇冠公主号（Crown Princess）是旅客的梦想之船，2005 年首航。总吨位 11.3 万吨，

载客人数 3114 人,甲板 14 层，工作人员：1200 人超还有最先进的寰宇休息厅、美味的纽奥良风味餐厅及牛排馆。另外

还有以伦敦为主题的卡西诺赌场、酒吧、甚至还有结婚礼堂，让每个人都能在这艘豪华邮轮上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加勒比海，英伦风情和非洲风韵三合一体的巴巴多斯

 世界最美原生态海滩圣托马斯

 在安提瓜岛的热带海洋天堂

 感受圣基茨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防御工事建筑硫黄石山要塞

 迈阿密的大沼泽公园，乘坐风力船。探寻各种野生动物

产品亮点：

南加勒比海地区从葱翠茂密的天堂海岛多米尼加岛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巴巴多斯，圣托马斯，安提瓜。在此，您将亲身感

受到传统的加勒比文化和生活，岛上随处可见殖民历史的痕迹，如今也已成为当地特有的文化魅力无需烦恼，您只需登

上我们的游轮，跟随我们的航线，公主能满足您环游世界的梦想！她有 16 种餐饮选择、11 间酒吧和休息室、放松身心

的水疗以及令人振奋的阳光俱乐部，让您航行中尽享舒适自由。

2018 年 02 月 03 日出发 02 月 05 日登船



北京亚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乐邮环球邮轮俱乐部

北京朝阳区新源里 16号琨莎中心 1座 3层 TEL:400 058 2007 13801108018

====================================================================
第一天 02 月 03 日（星期日） 北京洛杉矶

参考航班 AA180 北京-洛杉矶 18：30- 15：15
各位贵宾在首都机场集合，搭乘美国航空豪华客机前往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到达后前往随后前往好莱坞的心
脏—【好莱坞大道】，这里的星光大道吸引了无数人来此参观。路上烙有明显的印记，至今已留下 500 多颗五
角星。之后游览【柯达剧院】、【中国大剧院】晚餐后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中餐（×）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级
--------------------------------------------------------------------------------------------------------------

第二天 02 月 04 日（星期一）洛杉矶迈阿密
参考航班 AA1268 洛杉矶-迈阿密 12：10-21：27
上午前往【小墨西哥】，【罗迪欧大道】和【比华利社区】，中午前往机场飞往迈阿密，到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餐食：早餐（酒店）中餐（×）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级
--------------------------------------------------------------------------------------------------------------

第三天 02 月 05 日（星期二） 迈阿密罗德岱尔堡 美国 离港时间 16:00
早餐之后游览【市政广场】、【游艇码头】，【迈阿密热火队主场】外景及纪念品店，之后前往中午前往码头登上

邮轮开始加勒比海之旅
餐食：早餐（酒店）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四/五天 02 月 06-07 日（星期三/四） 海上巡航
今日邮轮航行于公海，您可享受一个没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或是迎着晨曦参加晨间健行活动、早餐您
可于自助餐餐厅享用或是在主餐厅点餐享受专人服务。午餐后您可尽情于购物中心享受购物乐趣或参加宾果游
戏，下午时分您可邀请三五好友前往顶楼自助餐厅享用为您精心准备的下午茶，晚间船长欢迎晚宴，请着正式晚
礼服于大厅由船上专属摄影师为您捕捉美丽倩影，晚宴后前往欣赏豪华歌舞秀或于钢琴酒吧聆听动。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六天 02 月 08 日（星期五） 安提瓜岛，安提瓜和巴布达 到港时间 07：00 离港时间 16：00
(岸上观光自理)
安提瓜和巴布达，是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北部的岛国。绝大多数为非洲黑人后裔，多数居民信奉基

督教，首都为圣约翰，人口 2.9 万（1993 年）。面积：安提瓜岛 280 平方公里，目前，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民收

入主要来源于旅游、建筑业、离岸金融业、制造业和农业。 安提瓜和巴布达自然地理条件独特，拥有 365 处优

质海滩，气候宜人，景色秀丽，具有浓郁的热带风情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七天 02 月 09 日（星期六） 巴巴多斯岛 巴巴多斯 到港时间 09：00 离港时间 18：00(岸上观光自理)
巴巴多斯岛，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岛屿，面积有 430 平方公里。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

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组成了一幅迷人的风情画卷。巴巴多斯西海岸和南海岸的沙滩最多，海

浪小，是游泳的最佳地段，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八天 02 月 10 日（星期日） 圣卢西亚岛 圣卢西亚 到港时间：07：00 离岸时间：16：00

（岸上观光自理）

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岛屿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中部，是圣卢西亚的主要组成组成部分。面积大约 610

平方千米。西南岸的苏弗里埃尔为著名的温泉疗养地。苏弗里耶尔镇附近的皮通山（Pitons）于 2004 年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总面积达 29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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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九天 02 月 11 日（星期一） 圣基茨岛 圣基茨和尼维斯 到港时间：09：00 离岸时间：18：00

（岸上观光自理）

首都巴斯特尔位于较大的圣基茨岛上，较小的尼维斯岛位于圣岛东南 3 公里处，两者相隔一个被称为“窄堑

(The Narrows)”的海峡。该国的两个主要岛屿均为火山岛，岛上中部地区丛林密布，有数条河流自此发源流

向大海，人迹罕至，居民多居住于沿海地区。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十天 02 月 12 日（星期二） 圣托马斯，美属维尔京群岛 到港时间 07：00 离岸时间 18：00

（岸上观光自理）

清晨邮轮在圣托马斯靠岸，此地因美丽无瑕而被命名维京群岛，曾一度是丹麦皇室的殖民地，1917 年由美国

接管海军基地，1968 年詹森总统签署通过，使维京群岛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即使是最宁静的时刻，美属维

京群岛的圣托马斯仍然潜藏一股活力。热带丛林、波光粼粼的港湾及湛蓝的海水，构成一幅无与伦比的景色。

海岛四周的水域充满多采多姿的海洋生物，是喜爱浮潜的深海潜水者的天堂，也是度假与蜜月两相宜的好地方。

在此可观赏数以千计的彩色热带鱼和珊瑚。凉爽舒适的天气，使得此地一年到头都像旅游天堂，热带的夜晚洋

溢轻快的节奏，这就是圣托马斯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十一天 02 月 13 日（星期三） 海上巡航
今日邮轮航行于公海，您可享受一个没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或是迎着晨曦参加晨间健行活动、早餐您
可于自助餐餐厅享用或是在主餐厅点餐享受专人服务。午餐后您可尽情于购物中心享受购物乐趣或参加宾果游
戏，下午时分您可邀请三五好友前往顶楼自助餐厅享用为您精心准备的下午茶，晚间船长欢迎晚宴，请着正式晚
礼服于大厅由船上专属摄影师为您捕捉美丽倩影，晚宴后前往欣赏豪华歌舞秀或于钢琴酒吧聆听动。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十二天 02 月 14 日（星期四） (公主岛)，巴哈马 到港时间 09：00 离岸时间 16：00（岸上观光自理）

今日全天享受公主邮轮的专属岛屿 PRINCESS CAYS 带给您的那份轻松，阳光、沙滩、BAR.B.Q、戏水、搭乘香蕉

船，天海一色，徜徉大海，风光明媚。

餐食：早餐（豪华邮轮）中餐（豪华邮轮）晚餐（豪华邮轮） 住宿：豪华邮轮

-----------------------------------------------------------------------------------------------------------

第十三天 02 月 15 日（星期五） 罗德岱儿堡迈阿密洛杉矶 到港时间：07:00
今日早上办理离船手续结束愉快南加勒比全览之旅，之后前往【奥特莱斯】自由购物。

餐食：早餐（√）中餐（×）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者同级

---------------------------------------------------------------------------------------------------------

第十四天 02 月 16 日（星期六）迈阿密

早餐后前往参观迈阿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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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移民生性乐观热情，

能歌善舞，为迈阿密增添色彩浓烈的多元文化。之后前往游览迈阿密举世闻名的【南海滩】（合计约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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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迈阿密的蓝天碧海和明媚阳光，外观海洋大道上著名意大利时装设计师范思哲 1997 年遇刺的传奇故居

【卡萨凯瑟瑞纳】（约 15 分钟），不可错过 2008 年耗资 10 亿美金修葺一新的【枫丹白露大酒店】（约 15 分

钟），这座迈阿密地标建筑之一的奢华传奇曾经是电影 007《金手指》和《保镖》的拍摄场地，之后前往前往

【大沼泽国家公园*】（合计约 2 小时），乘坐受欢迎的汽动船探索大沼泽，近距离体验野生美洲鳄鱼近在咫

尺的刺激。

餐食：早餐（√）中餐（√）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者同级

---------------------------------------------------------------------------------------------------------

第十五天 02 月 17 日（星期日）迈阿密达拉斯北京
参考航班： AA2575 迈阿密- 达拉斯 07:00-09:00

AA263 达拉斯-北京 10:40-14:55+1
早上前往机场，乘机返京。

餐食：早餐（×）中餐（×）晚餐（×） 住宿：飞机上

--------------------------------------------------------------------------------------------------------

第十六天 02 月 18 日 （星期一）

晚上 14：55 抵达北京，结束愉快邮轮之旅！

=======================================================================

以上仅为参考行程，由于航班原因陆上日程有可能更改，确定行程请以最终的出团通知为准，谢谢！

旅 游 费 用 价 格

收费标准：人民币元/人

内 舱： 21800 元/人 内舱全程单间差：9500 元/人
阳台舱： 23800 元/人 阳台舱全程单房差: 11500 元/人
清华优惠：500 元/人

报 价 包 含

1、行程中所列航班经济舱团体机票及相关税费，团队机票不允许改名、退票、改票、改期，如果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放弃机票的，机票

费用均不予退还；（不含航空公司临时新增的燃油附加费）

2、行程中所注明的登船前后境外游览费用（岸上观光除外）

3、全程中文领队服务（岸上观光除外）（16 人即派领队，如不足 16 人于邮轮上开始有中文领队）

4、行程标明之餐食（含国际段机上用餐）

5、邮轮船票、港务费

6、行程中注明之酒店住宿、邮轮住宿及船上用餐

7、旅行社责任保险

8、司机、导游费用

报 价 不 含

1、护照费用；美国签证 1500 元/人；含 EVUS

2、邮轮岸上观光游费用（船上购买）；

3、单间差费或加床费，游轮上房间升舱差价；

4、邮轮小费：13.5 美金/人/晚 （船上自动划账）

5、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6、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证件遗失、被盗抢产生的滞留期间及返回国内的费用；

7、因交通延误、战争、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致的额外费用；

8、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暴力行为所致、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9、行程中旅客的个人消费，如洗衣，理发，电话，网络，酒水饮料，拍照，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

10、报价包含服务项目未提及的一切费用。

温 馨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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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旅游费用基于参团人数超过 16 人以上，低于此人数标准，旅游费用则需重新计算；

2、时差：行程所涉及国家与北京时差为 12 小时，日程中标注的日期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3、如持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客人在国内参团往返，请务必自行确认是否免签及跟团出境后团队返回时能再次入中国境内；

4、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5、行程中如有注明的城市间距离、所标示的停留时间及游览顺序，仅供参考。本社有权视当地当时状况做出适当调整，但不会减少行程

内容，不会降低服务标准；

6、行程中所列航班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如您需要配国内联运航班请提前与您的联系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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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由于退税会更早到达机场，故国际段航班在当

地下午 15 点前（含），晚间 21 点前（含）起飞的，行程均不含午餐或晚餐；

7、客人在参团期间，不能离团自由活动。由于团队行程中所有住宿、用车、景点门票等均为旅行社打包整体销售，因此若游客因自身原

因未能游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旅行社将无法退费用；

8、酒店标准：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并且由于地理位置或气候因素有些酒店无空调设备；

9、我社组织的中文岸上精华游价格参照游轮公司价目表，够 16 人或以上发团。具体岸上游览费用有可能会因为交通费用，行程安排以及

外币汇率的影响而变化；

10、我社不组织境外自费或购物项目，游客在境外自发组织要求安排的额外项目，均须签字确认。一旦成行，回团后不予与退还任何费用；

11、购物属于个人行为，本旅行社不指定具体购物商店，请您在境外购物时务必注意，仔细检查商品质量，避免退换货的可能性；

如目的地国家涉及退税：领队或导游会协助您讲解如何办理退税手续、指导税单填写。但是因为个人问题（如没有仔细听讲、没有按

照流程操作、没有按照流程邮寄税单）或者客观原因（如遇到海关退税部门临时休息、海关临时更改流程、税单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问

题商家没有收到税单等）在退税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您被扣款、无法退税、 退税金额有所出入等任何情况，旅行社和导游领队都

不能承担您的任何损失，请您理解。 退税是相关国家对非居民游客的购物优惠政策，整个退税手续及流程均由该国家控制，经常会

出现退税不成功，为事后有可能追查，请保留退税单和购物小票的完整照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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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和地点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证件、财物；请不要将证件、

贵重物品及自用应急药品放在托运行李中，以免丢失或妨碍使用，旅游过程中，也请妥善保存；

13、出发前请确认国际信用卡已经开通，手机的国际漫游已经开通；

14、在境外买药必须凭医生处方，且医疗费昂贵，建议您自带常备药品。如因自身疾病必须携带某些药品，应请医生开具处方，并备齐药

品外文说明书。随身携带的必备药品，不能采取行李托运方式，避免因托运行李丢失、延迟到达而影响您正常服用。建议购买境外医

疗医药补偿的保险；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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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门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

不退；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16、如遇不可预见之航空公司、邮轮公司、天气及地接等政策调整所致的费用增加，我司有权另行收取实际多发生之费用。请予以理解；

17、使馆有权对客人抽查面试（送签与销签），因面试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客人自理；

18、我社处理游客意见是以游客交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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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因邮轮产品的特殊性，综合邮轮公司和航空公司规定及相关环节，报名后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行程取消将依据以下具体的政策执行：

取消规则：

已经实际预定后因客人自身原因取消的：

航期前 11 月 10 日-12 月 10 日取消：收取 8500 元/人作为取消费；

航期前 12 月 11 日-2019 年 1 月 03 日取消：收取 15000 元/人作为取消费；

航期前 1 月 04 日之后取消：收取全款作为取消费。

内舱：(15 平米)
内舱都有两个单人床（可以和并成一个大尺寸的双人床），起居空间里有沙发、梳妆台，以及全套卫浴设备。



北京亚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乐邮环球邮轮俱乐部

北京朝阳区新源里 16号琨莎中心 1座 3层 TEL:400 058 2007 13801108018

阳台舱： (舱房 17 平米，阳台 4 平米) 三人舱的第三人是房间内沙发展开的沙发床
舱房中都有私人阳台、两张单人床可以合并成为加大尺寸的双人床、起居室空间，以及全套卫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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