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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皇家行前订

01 在线值船

02

海洋量子号游轮在线值船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

在线值船网站链接：

皇家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小程序：

www.rcclchina.com.cn/Rccl.Olci/Olci/CheckInIndex

在线网站预订：www.pcprcl.com 

皇家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超凡网络：Wifi网络全程套餐

超凡娱乐：北极星、甲板跳伞、碰碰车快速通道、
270景观厅招牌演出节目《星海传奇》超凡观演席、
皇家游轮幕后之旅等

超凡餐饮：特色收费餐厅单独和多间餐厅组合预订、
各类饮品套餐、精致葡萄酒品鉴等

超凡健康&超凡购物：各类趣味讲座派对、日本体检

中心健康派对

附： 海洋量子号登船证样张 – 天津母港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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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行前订网站首页

重点必看

预订方式

预订操作

预订开放

可订产品

2

1

3

2

电话预订：400-820-31873

1

为给您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全家行前规划，打造超凡海上假期，您可在出行前就预订好船上

各种人气活动，免除登船后排队或无位可定的烦恼。客人通过皇家行前订预订的所有产品

无需提前付费，将在登船后通过您绑定的船卡自动扣费。

选择产品，输入皇家预订单号或房号、姓、生日
信息，选择船名和航次进行预订。

2019年海洋量子号每个航次至登船日前48小时

均可进行预订。

根据政府部门相关要求，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每位游客须在开航日前3个月至72小时前，

完成“在线值船（Online Check-in）”，生成并打印出自己的登船证，开航日凭登船证

进港登船。如未按要求操作并在港补办延误，可能造成无法登船并且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在线值船四步操作即可完成：

一

登录验证

二

填写登船信息

二

填写登船信息

二

填写登船信息

三

选择消费方式

三

选择消费方式

三

选择消费方式

四

生成打印登船证

四

生成打印登船证

四

生成打印登船证

3个月至72小时前

一

登录验证

二

填写登船信息

三

选择消费方式

四

生成打印登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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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准备03

登船凭证

通过在线值船打印纸质登船证。

护照原件

请务必确保您的护照在航次结束后还有6个月及以上的有效期。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游客：同时需携带

有效回乡卡原件；

中国台湾游客：同时需携带有效台胞证原件。

护照照片页复印件2份

日本入境卡领取方式：

游客进入侯船大厅后，领取并填写日本入境卡。

如有未满18岁未成年人游客，且没有法定监护人随行

上船：

填写完整的“未成年人授权书及随行监护人承诺函”

并出示未成年人的出生证明复印件或有父母孩子信息

页面的户口本复印件 。

凡持有日本在留卡/永久居民卡的客人务必携带护照和

证件原件登船，并通知船上工作人员其永久居留或在

留者身份。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纯日航线，中国大陆籍客人无需办理日本签证。

*持外籍护照的客人，请客人自行联系大使馆进行了解是否对前往的国家免签。

必备材料

签证材料

其他材料

2

3

4

1

(授权书下载链接)：https://www.rcclchina.com.cn/Themes/Rccl.NewTheme/Content/childrenInfo.pdf

      (未成年人授权书及随行监护人承诺函)

纸质登船证样张 护照首页复印件样张

日本入境卡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皇家贵宾（金卡套房和付费升级贵宾服务的游客）请到专属

柜台办理。



码头交通

03

① 天津滨海机场      ②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可从北京南站乘直达滨海站高铁/动车

周边机场

铁路线路

自驾线路

天津码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观海道1001号）

04

参考示意图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备有约100个停车位

泊车信息

京津高速（京津第二高速），到头，过集疏港桥直行，进入东海路，经新港八号路进入天津港东疆港
区，沿亚洲路到头直达邮轮母港。



行李托运 05

已自助打印并贴妥托运行李条的游客，可直接将行李交付给行李托运处的工作人员，从码头2号门入口
通过人身安检进入候船大厅

未提前自助打印并贴妥托运行李条的游客，请遵从地面人员的指引，前往指定行李托运点办理行李条

填贴和托运后，再经由码头2号门入口通过人身安检进入候船大厅。

鉴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安保等级要求，天津邮轮母港码头安检提示：所有超过50cm长或高(20寸登机
箱尺寸)的物品和行李必须办理托运。

04

托运流程

除中国海关与边检规定的违禁品外，还包括以下物品：

新鲜水果、肉类、乳制品

需要充电的保健理疗物品如瘦身带、理疗带

高频无线电对讲机设备

任何已启封的食物及液体（如有婴儿，允许携带

一些婴儿用品及食品，不含电热温奶器）

游客在登船日允许随身携带非酒精饮料单瓶不

超500毫升，每间舱上限12瓶；单瓶不超750

毫升的葡萄酒或香槟，每间舱上限2瓶（均不可

托运）。

禁带物品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游客在指定到达码头的时间段内携带已打印好的登船证，护照及其他登船所需的相关文件抵达

码头，先办理行李托运。

码头航站楼平面位置示意图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到港登船流程06

以下宾客可享受优先登船通道：

     金色房卡套房贵宾

     通过皇家行前订购买“皇家尊享”服务宾客

     坐轮椅游客与坐童车婴幼儿游客（均允许一名成年游客陪同） 

天津码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观海道1001号）

05

7

优先登船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最晚于登船日72小时前，完成在线值船并打印好登船证。

游客在“在线值船”时将获得“指定到达时间”，并在船票上注明。指定到达时间分成:

游客按照登船证所示指定到达时间段抵达码头，托运大件行李。

游客进入候船大厅，领取并填写日本入境卡，办理登船证件核验和拍摄安保照片（基于

各停靠港移民局和船方安保要求，每位游客均须接受相片采集）。

在通关登船开始后，持本人的护照、登船证及航次所需的其他旅行证件，依次排队通过登船

口A进行卫生检疫、海关及边检出境检查。

基于各停靠港移民局的要求，游客的护照将在上船时被船方收取，包括日本入境卡（包含

日本港口的航线）；护照复印件由游客自行保管。

所有游客登船时船方安保人员将扫描游客的登船证，确认身份信息后进入游轮。

船卡（也是房卡）已放置于舱房门外卡槽的信封内，请务必按照登船证上标注的楼层和房号，

核对船卡信息确认自己的舱房。

基于各停靠港移民局的要求和船方安保要求，每位游客均须接受相片采集并在登船前

由船方收取护照和日本入境卡。 

护照复印件是行程中停靠港上下船必须资料；登船证是回到天津码头下船入境必须资料，

请游客务必自行保留好。

1

2

3

4

5

6

7

8

7

到港登船流程

* 

* 

(11:30-12:30)A段 (13:00-14:00)B段 (14:00-15:00)C段



房间房卡 07

房间均是由两张单人床组成大床，可联系

舱房服务员或通过拨打“0”与前台服务员

（有中文服务）联系帮您组分床铺。

三/四人间的房间第三/四人的床是在墙壁上的

折叠床或者沙发床，客房服务员会在您就寝

前准备好。

房间内插头为美标插座，普通“两眼扁插”可

直接使用，如有其它需要请自行携带转换器。

（为安全起见，房间内一律禁用插线板和电

熨斗）

房间内提供洗发露、沐浴露和洗手皂。请自备

牙刷牙膏、淋浴拖鞋、梳子、剃须刀等个人用品。

房间内有电热水壶、小冰箱、吹风机、电话、

保险箱，电视还具有查看船上消费账单功能。

可以通过每个楼层的电子屏找到房间的精确

位置。

每个通道口都有房间的号码区间标牌，可以

通过区间标志判断您的房间所在区域。

4

5 房卡会提前放置在舱房门口的信笺盒中，同舱宾客
每人一张。

指示标牌电子屏

钥匙功能：进入客房开门。

身份证明：上下船须刷卡识别身份。

船上消费：除皇家娱乐场外，其他船上消费也需

要刷此船卡确认。

救生演习集合地点也将出现在此船卡上。

游客登船后请勿随意自行调换房间，以免造成

消费账单混乱，引起经济损失。

靠港日，敬请随身携带船卡及护照复印件；在岸

上游览或船上活动时，做到卡不离身；一旦遗

失船卡，须第一时间前往客服中心挂失并补

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安全起见，船卡上仅显示客房号（如上图

705，仅表示705号房间）， 并 不 显 示 楼 层 ，

敬请留意。

游轮房卡（也称“船卡”）功能介绍：

06

关于房间

房间位置

关于房卡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魅



下船离港流程09

最后一个航行日游客凭登船证取回护照，当晚填好行李条在指定时

段将托运的行李放置客房外。（特别注意护照原件和登船证必须
随身携带不可托运）

游客通过安检下船后经栈桥直接进入航站楼，依次排队办理入境

检验检疫，通过边检和海关检查后到达行李领取处领取托运行李。

游客从航站楼出来后按照地面指示，乘坐大巴和小车的游客请至停

车场乘车；乘坐出租车的游客至出租车上客处排队候车。

纸质登船证如有遗失，船上提供打印服务，每张收费3美元。

游客在边检时请把登船证夹在护照内并将上方条形码露出。（如图所示）

4

5

07

优先下船

安全演习08
根据《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为了保障所有游客旅途中的安全及自我救护意识，游轮起航前将广播

通知全体人员参加游轮安全救生演习，请按工作人员指引前往指定区域（房卡有演习地点标注，并需

参加时出示船卡）准时参加。

一般演习时间为起航前1小时，具体以船上航程指南（compass）和船上广播通知为准。

以下宾客可享受优先离船通道：

     金色房卡套房贵宾

     通过皇家行前订购买“皇家尊享”服务宾客

下船离港流程

1

2

3

行前准备和登船离船

*

*

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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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系列游轮将为您带来超乎寻常的身心体验。您既可以在19家风格迥异的餐厅品尝世界名厨奉上

的环球都市料理、感受沉浸式的大师级娱乐盛宴，又能体会与浩瀚海洋融为一体的极限运动。突破性的

科技令航程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大开眼界，在海上甲板跳伞中体会一飞冲天的快感，在270度景观厅观赏

令人叹为观止的魔幻表演，随北极星一起，在离海平面88.6米的高空纵览浩瀚海景，在碰碰车中拾回

童年记忆。在每一个转角，您都会与精彩相逢。

获取方式：
   客房内每天都会有客房服务员送

  《每日指南》，请注意查收。

   4层服务台免费提供《每日指南》，

   供游客自取。

   下载皇家APP，手机端随时查看

  《每日指南》更加方便快捷。

船上活动
    每日指南

02

吨位：167,800吨    
标准载客：4,160人                       
首航：2015年
建造 ：德国迈尔船厂
楼层：16层                 

每日指南

海洋量子  超凡游轮01

长度：348米
宽度：41米   
船速：22节                 
各式餐厅：19家
标志性设施：北极星、270度景观厅、阳光府邸



船上餐饮  超凡美食

03 船上通讯  超凡网络

1台无限设备套餐 3台无限设备套餐2台无限设备套餐

04

选择语言为
‘简体中文’

打开“设置”
找到“无线局域网”

STEP 
6

STEP
5

STEP
2

STEP
3

STEP
1

点击下方
‘是否有接入码’
并输入接入码

打开手机中任意
浏览器即可跳转至

注册页面

在列表中找到
“WiFi-Guest-Quantum”

点击连接

* wifi套餐需购买全程；2台/3台设备套餐均赠百度共享wifi翻译机供岸上观光免费使用。 

* 三台设备套餐仅限皇家行前订

是否有接入码简体中文

点击‘登陆’
享受畅快的无限

高速网络

02 

STEP
4

于茫茫大海之上，尽享高速网络服务，让您与世界时刻保持畅通连接：网上冲浪、收发电子邮件、查看

股票行情；随时与亲友们语音和视频通话，微信刷刷刷，分享旅程的精彩。

丰富美味的餐饮是游轮度假最具吸引力的特色之一，在海洋量子号游轮上，19家各色餐厅分别

提供免费餐食和适当收费的特色美食。

格蓝迪餐厅

免费主题餐厅
（5家）

餐厅类型 餐厅名

奇客餐厅

丝绸之路餐厅

美国爱肯烧烤

海岸厨房(套房专享)

帆船休闲餐厅

免费休闲餐厅
（5家）

餐厅类型 餐厅名

270° 咖啡吧

SeaPlex热狗屋

索伦托餐厅

皇家大道咖啡吧

游轮假期

船上轻松连接6步骤 
使用您自己的移动设备开始连接

船上轻松连接6步骤 
使用您自己的移动设备开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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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休闲餐厅

海岸厨房

!

金卡套房客人专享

故事从你打开菜单开始，寻找你的元素，风、冰、火、水、土壤的梦幻，用创意

合成的菜肴，让您耳目一新。

该主餐厅是对昔日年华的奢华回顾,一个充满欧式风格的餐厅,高朋满座.在格蓝迪,

全球经典菜肴汇集于此。

网红餐厅奥利弗意大利餐厅的食谱由米其林美食大师杰米奥利弗亲自定制，和新

加坡、香港的分店一样受到追捧。

仙境坊

格蓝迪餐厅

现代美食的水准在奇客主餐厅登峰造极，来自野外的新鲜食材演变成现代美食，

在金碧辉煌、水晶剔透和乳白似玉相间的精致三围空间里，盐是海盐，奶油是法

式奶油，松茸和着香槟一起品味。

奇客餐厅

在鲜亮的、充满泛亚韵味的挂毯上蜿蜒而行，远东文化的特色多元而细腻，延续

了丝绸之路那蜿蜒多姿的远东神秘。中、日、泰、越南、韩国菜式兼收并蓄。

丝绸之路餐厅

不能错过的美国特色，提供正宗美国公路旅行用餐的的主餐厅，在好客和大自然

的氛围里，回味好莱坞经典的韵味。

美国爱肯烧烤餐厅

奥利弗意大利餐厅  

美式牛排馆是皇家游轮每一艘船都有的明星特色餐厅，不容错过！招牌主菜牛排

由专业厨师精选美国知名牛肉制作，足以满足一个肉食老饕的挑剔选择。

美式牛排馆     

船上最大人气最旺的餐厅，提供自助形式的早、午、晚餐及夜宵，菜品丰富。

金卡套房贵宾和尖峰俱乐部会员专享的主餐厅。海岸厨房融合地中海魅丽和加利福

尼亚农场的慷慨，散发浓浓的时鲜气息。早餐、午餐只开放给豪华套房以上的客人。

游轮假期

*收费餐厅及酒吧均需另支付18%服务费

仙境坊

 特色收费餐厅
（5家）

餐厅类型 餐厅名

奥利弗意大利美食

美式牛排馆

主厨餐厅

泉·日式餐厅

英式酒吧

收费休闲餐厅
（4家）

餐厅类型 餐厅名

日光浴场餐厅

小火锅

拉菲咖啡馆

必打卡

必打卡·网红餐厅

必打卡



特殊饮食需求（如糖尿病患者、麸质或乳糖过敏等）请登船后与免费主餐厅领班联系。

客房送餐服务收取每次7.95美元服务费（每日早6:00-11:00 欧式早餐送餐免收服务费）。

金卡套房客房送餐（免费主餐厅）免收每次7.95美元的服务费。

（详见下文“关于提前预订”和“关于登船后的预订”）。

04

提供高端欧式餐饮，是款待亲友和贵宾的上佳选择。席间厨师长会与宾客亲密互

动，还有侍酒师为您的每道菜搭配一杯葡萄酒来提升盛宴的味觉。

主厨餐厅  （仅设16席）  

精湛厨艺现场呈现，上等食材构筑海上“鲜”境。在这里，寿司、刺身、各式

开胃菜、主食以及甜品等都选用了上等食材。主厨们以全情的技艺为您呈上一次

别样的视觉享受，在海上泉·日式餐厅的体验，将是一场沉浸式的美味之旅。

泉·日式餐厅  必打卡

游轮假期

特色餐厅的开放时间请参考船上《每日指南》或向服务人员咨询。

特色餐厅和各式餐饮促销组合的选购可以通过“皇家行前订”系统提前预订；也可以在登船后进行预订。

05 船上娱乐  超凡运动

甲板冲浪甲板冲浪甲板冲浪

海上碰碰车海上碰碰车海上碰碰车甲板跳伞甲板跳伞甲板跳伞甲板攀岩甲板攀岩甲板攀岩

北极星北极星北极星 甲板冲浪

海上碰碰车甲板跳伞甲板攀岩

北极星



（收费）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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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所在位置运动场地 运动项目及注意事项

北极星

甲板跳伞

甲板冲浪

儿童水上乐园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

攀岩墙 

海上水疗、健身中心

室内及露天泳池

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高海上观景平台” 15层船头

15层船尾

16层船尾

14层船中

15、16层

15层船尾

15、16层船头

14层船中

运动设施

 *

在海上甲板跳伞中体会“飞”的失重感*

在极速奔腾的12米长造浪模拟器上挑战冲浪的极限*

特色12米高攀岩墙，免费开放并配有专业教练*

拥有丰富多彩的雕塑，儿童嬉戏的欢乐地*

不受天气影响享受游泳快乐*

水疗为收费项目；健身中心*

海上历奇青少年中心 11、12层船中6个不同年龄段的分区活动 
深受青少年和随行家长喜爱

量子上最大的海上室内活动空间，从碰碰车、
滚轴溜冰、桌上冰球中揭晓更多惊喜

北极星
北极星是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最高游轮观景台，

其设计受到了英国伦敦眼的启发，是工程学上的一个奇迹，

可360度旋转的吊杆手臂，宝石形的玻璃舱能将游客送

往离海平面88.6米的高度!

白天可以犹如海鸥一般俯瞰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夜晚

则可以欣赏光谱号上璀璨夺目的霓虹。

想要体验一把乘风破浪的但是苦于没有专业冲浪者的

技能？皇家加勒比为您提供在甲板上便可纵情享受的

冲浪体验。在12米长的模拟器上，您也可以在教练的

指导下或者是匍匐于冲浪板上或是挑战自我踏浪而上。

必打卡（收费）

甲板冲浪甲板冲浪甲板冲浪

北极星北极星北极星

必打卡

必打卡

免费 必打卡

甲板冲浪甲板冲浪甲板冲浪必打卡（收费）

甲板冲浪

北极星

必打卡

必打卡

免费 必打卡

甲板冲浪必打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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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超凡运动需收费并预约的项目可以通过“皇家行前订”系统提前预订；游客也可以在登船后进行预订（详见

上文“关于提前预订”和“关于登船后的预订”）。

注意事项*特指包括参加者年龄、身高、体重、着装等方面的要求；户外活动根据天气状况采取必要的安全限制

措施。（具体以船上相关规定为准） 

皇家金卡套房贵宾                          付费升级的皇家尊享服务贵宾                          皇家银卡套房贵宾

皇家贵宾客人包括：

“甲板跳伞”作为量子船系的一项创举，通过垂直的风洞

产生气流，让想要尝试极限运动的您体验在游轮上空飞翔

同时俯瞰海面的超凡体验，有专业教练进行指导并提供连

体衣护目镜等装备，让您在体验刺激的同时安全放心。

横跨两层的室内运动馆，是海上大型室内运动空间，

在游轮上玩一玩碰碰车，溜一溜滚轴溜冰，转一转呼

啦圈，激战几局乒乓球，无不趣味横生。在这里皇家

加勒比带您重温儿时游戏，探索新奇项目，体验运动

乐趣。

船上娱乐   超凡演出06
类型

娱乐节目

娱乐场地 招牌演出节目及注意事项 所在位置

皇家大剧院

270度景观厅

悦音厅

星空影院

乐舞奥德赛、魅

《星海传奇》

现场表演，舞会派对

观影与演艺互动

3、4、5层船头

5、6层船尾

3、 4层船头

14层船中

免费、必打卡

免费、世界级

免费

免费

甲板跳伞甲板跳伞甲板跳伞 必打卡（收费）

北极星北极星北极星

海上碰碰车海上碰碰车海上碰碰车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海上多功能运动馆海上多功能运动馆必打卡

甲板跳伞 必打卡（收费）

北极星

海上碰碰车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必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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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第3、4层船头，可容纳人数：1300人。

雅马哈专业混音、杜比7.1环绕立体声、梦工厂认证3D影视系统。

超静音液压双升降台; 全新LED舞台标签。

经典歌舞表演的最佳场地；典雅、现代、新颖、华丽的装饰与全新

顶尖科技结合。

每晚奉上由世界顶尖艺术家带来的精彩巡演，例如《乐舞奥德赛》

《魅》等。

皇家大剧院 免费、必打卡

乐舞奥德赛

魅

270度景观厅

位于5、6层船尾，可容纳500+客人。

VistaRama—当今先进全息数码投影技术；屏幕分辨率达到12K。

Roboscreen—6个巨幅屏幕与机器人手臂相连，打造感官盛宴。

大型情景魔幻表演《星海传奇》，亲见缪女神魔法般的玩转世界，神秘魔力的世界呼之欲出（需通过Royal IQ预定）。

新增星海传奇限量贵宾席，收费标准为29美元/每位每场（预留270°景观厅最佳席位；Vintage酒廊有私家酒会；

高级官员恭候贵宾入场；餐饮总监为贵宾准备美酒特饮；贵宾可获赠由星海传奇制片经理及娱乐总监亲笔签名的 

“VIP Pass”）

通过“皇家行前订”                           线上预订服务，您可以在行程开始前即成功预订海洋量子号上的Wifi网络、

特色餐饮、娱乐与运动体验等服务，还能享受行前订专有服务及相关优惠。

预订方法：
您在游轮航程预订并完成付款后，凭订单号或房间号和个人信息在皇家行前订网站（www.pcprcl.com）和

移动端查看选择，订购心仪的各类船上消费活动（需在开航日48小时前完成预订或修改预订）。

您也可以提前拨打皇家行前订专属热线电话400-820-3187进行相关船上消费活动的预订。

有行前预订的客人登轮后请根据不同产品领取细则直接参与活动或到指定柜台进行兑换，费用将会自动从船

卡中扣取（详见皇家行前订网站说明）

关于提前预订：

世界级（需提前预约）

270度景观厅海星传奇秀

1

2

3

270度景观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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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海上历奇   超凡童趣
屡或殊荣的海上历奇，是皇家加勒比的明星产品，海外专业教育团队潜心开发的“美式夏令营”概念

将满足6个月-17岁孩童及青少年的喜好和需求，可以让父母放心的享受游轮假期。

海洋宝贝（6个月-3岁）

在丰富多彩的托管所，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会细心照看小朋友，引导他

们参加我们特别设计的活动。

航海者（3岁-5岁）

吹泡泡、海盗派对之夜、故事时间等乐趣活动。家长可以通过行程表和

寻呼机来和员工保持联系。

探险者（6岁-8岁）

手工制作和科学探索，会使航行增添智趣，孩子们还可以在才艺秀和趣

味奥运会中成为明星。

航行者（9岁-11岁）

孩子们可以从众多的趣味活动如冒险科学、寻宝游戏和冒险剧院中作出

自己的选择。

领航者（12岁-14岁）

少年们白天可以参加泳池派对、角色挑战、运动锦标赛，夜晚可以享受

电影之旅，主题派对和开放的麦克风比赛。

青少年中心（15-17岁）

即将成年的孩子们可以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共进青少年晚餐，参加主题

派对，唱卡拉OK，在青少年活动区或者在Fuel舞厅舞上一曲。儿童戏水滩

海上历奇

海上历奇

*皇家婴幼儿托管服务18：00前收取6美元/小时（每位）；18 后收取8美元/小时（每位）；

*部分项目需提前预约，详情以船方公布为准；

：00

银联卡、国际信用卡、美元现金、支付宝可以在船上消费使用，具体的：

船卡绑定信用卡：船上可接受62开头的银联卡、Visa、Master、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JCB信用卡

（注：持卡人必须在此航次上）。

如选择使用银联借记卡或美元现金作为游客和同伴的船上消费支付方式，每位游客需在其船卡账户内预存不少于

150美元的消费押金。

部分船上购物、消费场所接受支付宝及62开头银联卡现场消费，推荐使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可享受不定期优惠。

09 船上消费   便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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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值船信用卡绑定：

通过皇家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在线值船，可选择信用卡绑定船卡

VISA 万事达 美国运通 日财卡银联卡（62开头）

在线值船选择使用信用卡消费，必须是：

登轮者之一持有的卡

目前支持 5类信用卡

10 船上购物   免税商品
  皇家大道作为海洋量子号最具都市气息的心脏地带，浓缩了全球至臻购物体验，能满足您对高端美容

  护肤品、高级瑞士腕表、奢华珠宝、时尚皮具、日本药妆等的购物需求，一流的购物环境，令人无法

  拒绝的价格。

*金卡套房宾客会受邀参加专卖店专享购物时段，品尝起泡酒并有更多购物优惠礼遇。 

日本药妆: 游客可在皇家游轮上直接选购目的地精品药妆，包括健康食品、护肤药妆、婴儿用品、手信茗茶、家具用品、

非处方药、日本特产等。

药妆3大卖点：   ① 日本精品，全部免税      ② 充足时间，放心选购      ③ 船上提货，岸上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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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 超凡游轮   了解更多超凡游轮   了解更多超凡游轮   了解更多

语言

皇家豪华套餐（含酒精饮料）皇家豪华套餐（含酒精饮料）皇家豪华套餐（含酒精饮料） 皇家劲爽套餐（无酒精）皇家劲爽套餐（无酒精）皇家劲爽套餐（无酒精） 饮品欢享卡（含酒精饮料）饮品欢享卡（含酒精饮料）饮品欢享卡（含酒精饮料）
饮料套餐 饮料套餐 饮料套餐

船上以英语为主，但我们来自全球多国的船员总共能说二十多种语言，四层服务台有中文服务。

船上提供洗衣服务，游客可在房间内查看洗衣单或与客房服务联络。洗衣洗衣洗衣

医疗医疗医疗

出行保险出行保险出行保险

除配备国际法规规定的救生设备外，海洋量子号游轮在所有泳池区还配有专业救生员。

4层服务总台请直拨0，房间之间请直拨房间号即可。乘客也可由客房中直拨电话回家，船上用卫星通讯，
收费由拨号起以每分钟7.95 美元计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收费为准），费用会直接列入账单。
4层服务总台请直拨0，房间之间请直拨房间号即可。乘客也可由客房中直拨电话回家，船上用卫星通讯，
收费由拨号起以每分钟7.95 美元计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收费为准），费用会直接列入账单。
4层服务总台请直拨0，房间之间请直拨房间号即可。乘客也可由客房中直拨电话回家，船上用卫星通讯，
收费由拨号起以每分钟7.95 美元计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收费为准），费用会直接列入账单。

吸烟只限于船上指定的吸烟区，请勿在公共区及房间内吸烟，否则将收到高额美元罚款单。吸烟只限于船上指定的吸烟区，请勿在公共区及房间内吸烟，否则将收到高额美元罚款单。吸烟只限于船上指定的吸烟区，请勿在公共区及房间内吸烟，否则将收到高额美元罚款单。

多种优惠组合，可通过皇家行前订预订或登船后预订（下附图文仅供参考）。多种优惠组合，可通过皇家行前订预订或登船后预订（下附图文仅供参考）。多种优惠组合，可通过皇家行前订预订或登船后预订（下附图文仅供参考）。

电话电话电话

安全设施安全设施安全设施

吸烟吸烟吸烟

饮品套餐饮品套餐饮品套餐

皇家游轮俱乐部会员CAS

游客可免费加入皇家会员俱乐部。

俱乐部会员分为6个等级，具体会员权益和积分请参阅：《皇家游轮俱乐部会员权益 》

皇家贵宾服务

Royal Gold皇家金卡套房贵宾 

Royal Premier付费升级的皇家尊享服务贵宾

Royal Silver皇家银卡套房贵宾

皇家贵宾根据类别可享受到由皇家直接提供的对应贵宾服务，请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服务详情。

扫码查看详情扫码查看详情扫码查看详情

扫码了解服务详情

医疗室位于2层，负责处理紧急和一般的医疗工作，接受医疗的游客需要额外支付医疗费用，费用是以美
元计价。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为中国母港出发游客购买了行程延误或变更的保险，建议每位游客自行购买境外出行

意外保险。http://18702.agency.starrchina.cn/insurance/insurance_detail/170677

11

游轮假期 

11 超凡游轮   了解更多

语言

皇家豪华套餐（含酒精饮料） 皇家劲爽套餐（无酒精） 饮品欢享卡（含酒精饮料）
饮料套餐 饮料套餐 饮料套餐

船上以英语为主，但我们来自全球多国的船员总共能说二十多种语言，四层服务台有中文服务。

船上提供洗衣服务，游客可在房间内查看洗衣单或与客房服务联络。洗衣

医疗

出行保险

除配备国际法规规定的救生设备外，海洋量子号游轮在所有泳池区还配有专业救生员。

4层服务总台请直拨0，房间之间请直拨房间号即可。乘客也可由客房中直拨电话回家，船上用卫星通讯，
收费由拨号起以每分钟7.95 美元计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收费为准），费用会直接列入账单。

吸烟只限于船上指定的吸烟区，请勿在公共区及房间内吸烟，否则将收到高额美元罚款单。

多种优惠组合，可通过皇家行前订预订或登船后预订（下附图文仅供参考）。

电话

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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