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直飞广州直飞塞班塞班 6/56/5 天天 5/45/4 晚自由行晚自由行

1、湛蓝的海洋、白色的沙滩、美丽的珊瑚礁、灿烂的阳光以及淳朴的民风，使这里成为了旅游者的天堂。

2、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凤凰花树开成满目缤纷，与你邂逅在最美的锦瑟年华，满岛红花配配绿树，

绝对让您爱上这个地方。

3、自由活动，尽情享受阳光海滩，悠然自在的生活。

4、塞班北部环岛。

广州--塞班岛 参考航班：3U8645 (19:55/02:40+1) 晚餐 – 自理 住宿：塞班岛酒店

下午 17:00 于广州白云机场指定位置集中，乘搭中国四川航空公司 3U8645 客机直航飞往塞班岛。(19:55/02:40+1)

塞班岛比北京时间快 2 小时。

塞班岛-游览塞班北部环岛 约 2小时

早餐 – 酒店早餐（特惠型及经济型酒店均不含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 塞班岛酒店

上午或下午由专业导游安排环岛观光(时间：约 2 小时)，包括必去景点：万岁崖、日军最后司令部、鸟岛、蓝洞。

其余时间请跟你的导游联系安排你想参加的活动项目：

推荐项目(自费)：全地形越野车 时间：约 3小时 $50/单人 $70/双人

推荐项目(自费)：土风舞晚餐秀 时间：约 2小时 $60/成人 $30/小孩

晚上前往塞班岛最大的免税店 DFS 自由购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服饰、手袋皮具、名表手饰等，价格

一般比国内市场优惠。

塞班岛-自由活动

早餐 – 酒店早餐（特惠型及经济型酒店均不含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塞班岛酒店

全天自由活动，请跟你的导游联系安排你想参加的活动项目：

其余时间请跟你的导游联系安排你想参加的活动项目：

推荐项目(自费)：观光潜水艇 时间：约 1 小时 $89/成人 $51/小孩



推荐项目(自费)：夕阳游船晚餐 时间：约 2 小时 $75/成人 $50/小孩

塞班岛-全天自由活动

早餐 –酒店早餐（特惠型及经济型酒店均不含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塞班酒店

全天自由活动。

推荐项目(自费)：观光潜水艇 时间：约 40 分钟

你可以一览太平洋海底的缤纷世界，彩色的珊瑚礁及热带鱼比目皆是，同时可看到二次大战时被击沉的战船及战机的残骸，

体验一次令人兴奋的海底之旅！

推荐项目(自费)：夕阳游船晚餐 时间：约 2 小时

乘游艇扬帆出海，在太平洋辽阔的海面上追彩霞赶日落，享用船上特色料理，观赏船上 DJ 精心安排的歌舞节目并参与活动。

塞班岛--广州 参考航班：3U8646 塞班-广州 04:30/07:55

凌晨办理退房手续，随即乘坐旅游巴士前往机场，乘搭中国四川航空公司 3U8646客机直航返回广州。(04:30/07:55)

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散团，结束愉快旅程。

注：塞班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二小时

5 天行程结束 ----------------

自由活动

早餐 –酒店早餐（特惠型及经济型酒店均不含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塞班酒店

今日特别推荐自费：UTV 最高峰探险，时间约为 1 小时



坐上最特别的 UTV 四轮越野车驰骋在塞班岛上奔驰吧，我们将带你前往穿越茂密的热带竹林，登上塞班最高峰，站在塞班

岛的制高点上并俯瞰着马里亚纳海沟以及 360 度的太平洋全景参观，感受美丽而又壮阔的塞班美景。

塞班岛--广州 参考航班：3U8646 塞班-广州 04:30/07:55

凌晨办理退房手续，随即乘坐旅游巴士前往机场，乘搭中国四川航空公司 3U8646客机直航返回广州。(04:30/07:55)

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散团，结束愉快旅程。

注：塞班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二小时

行程标准：

1.五/六天行程含 4/5 晚塞班岛住宿：

塞班岛住宿酒店：自选当地酒店 (由塞班岛酒店不挂星，故我司根据酒店的报价、服务及设施分类）

注意：所有行程不能指定酒店，本司会根据客户要求的酒店类别，安排同级或更高级别酒店

【参考酒店简表】（入住酒店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注意：所有行程不指定酒店，本司会根据客户要求的酒店类别，安排同级或更高级别酒店

塞班酒店以双床为主，需要大床的会下单注明 申请大床，最终以酒店安排为准

1. 住宿：2 人入住 1 间房 4/5 晚，每人占半房安排，如单出一人，请补齐房差；

2. 行程中所含早餐，塞班岛上午餐；

3. 广州至塞班国际往返经济舱机票；

4. 塞班机场酒店来回接送服务；

5. 已含广州机场税 90/人、塞班机场税、其他政府税项 160/人、美国入境检验费 150/人及燃油税 1150/人，共计：

人民币 1550/人，

6. 赠送塞班岛北部观光游（此项目为赠送，如不参加不退不换）；

7. 导游服务费。

1. 第三人加床跟成人同价，小童不占床减收人民币：2-11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减 200 元/人；精品减 400 元/人；豪华

减 600 元/人；11 岁以上必须占床 (特价产品除外)

2. 国内至广州机场交通费及出境游保险；

3. 自由活动期间一切费用；



报名资料：

护照复印件+塞班申请表

注意事项：

1.行程可能因航班等因素做相应调整，故仅作参考

2. 行程中所注明的景点游览时间为大致时间，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旅游时间及根据游客的喜好适当延长； 导游也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行程中所列出的活动以及景点内容

3. 团体机票指定日期来回，不可更改日期及不可延期停留；

4. 报名时请提交游客本人自出发之日起有效期 7个月以上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扫描件；

5. 我公司保留因航空公司、酒店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调整价格的权利；

6. 如因航班时间的变动,涉及到国内行程的机票或酒店,我司不承担责任；

7. 为免误机影响您的行程，敬请您自行安排好时间提前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候机，建议您至少提前 3个小时到达机场，中途的转机时间

紧促，请自行把握好转机时间；

8. 另说明，任何航班因为各种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因素或航空公司方 原因引起的航班时间调整，我们会在收到航空公司消息后第一

时间通知您，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航空公司按照其规定负责赔偿，与本社无关。

9. 禁止销售给孕妇，如有客人蓄意隐瞒怀孕情况，如在香港机场一经发现，我司将拒绝该客人办理登机牌及登机，且所收费一概不退；

如在塞班机场被塞班移民局发现，亦会被即使遣返回国，由此所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及并不限于旅游团费/机票费及遣返的机票费用）

及法律责任，均有该旅客全部承担。

机场出发：

请根据出团通知上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方集合。

持护照及机票行程单到指定办票柜台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规定如下：

托运行李:

每人限托运普通行李一件，单件总边长不超过 158 厘米，单件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

另加一件体育用品行李，例如高尔夫球具，冲浪板等，单件重量不超过 15 公斤；体育用品行李不可替换为普通行李；

如遇超标，超重，超件行李，航空公司概不托运，无一例外

手提行李：

旅客可携带除随身背包外一件手提行李；

手提行李规尺寸不超过 22 厘米 X35 厘米 X55 厘米，重量不超过 7 公斤；

手提背包不应超过 30 厘米 X35 厘米 X5 厘米；

如遇超标，超重，超件行李，航空公司概不接收，无一例外

儿童随行家庭，可携带儿童推车，在登机口交付托运

航班出发前 3 个小时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航班出发前 1 个小时结束办理登机手续，登机时间为航班起飞前 1个小时。

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检要求，所有旅客必须在登机口接受包括针对手提行李在内的二次安检，超过 30 毫升的液体，膏

状物，粉末物将禁止上飞机。需提前做好通知、沟通工作，提醒旅客登机前不要购买任何饮料。另从香港飞往塞班的

航班禁止携带免税品，请每位旅客配合；

带好黑色水笔，方便填写各类表格。

所有出境规定请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执行。中国公民需持公民因私护照出境， 中国公民

持因公护照的需持有政府外事办公室出具的出境证明方可出境，持香港护照游客需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证明，并持本人

填写的 I-736#表格（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CNMI)签证豁免信息表）入境塞班；

拒绝怀有身孕的游客在入境塞班。在出境机场一经发现孕妇，将会拒绝其登机，所有团费不予退回。如在入境塞班

时一经发现孕妇会被拒绝入境，并将会被塞班移民局遣送回国，在滞留塞班移民局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及回程机

票费都将由游客本人承担。



塞班机场注意事项：

进入塞班机场，先过移民局，再提行李过海关，海关检查严格（可能会开箱检查，希望游客配合），海关不可携带肉

制品、奶制品、新鲜水果等，其他食品须有中英文注释，每人可携带一条香烟，500ml 低度酒类。

携带超过一万元以上美金必须申报。

返程时，不能携带任何贝壳、珊瑚类物品，塞班海关将严格查收并罚款。刀具、酒类、打火机、液体类、凝状类物品

（如：牙膏、睫毛膏、香水、风油精等）必须托运，行李不能上锁。具体行李托运规定条款，以塞班机场及海关规定

为准。

塞班注意事项

签证和护照

进入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所有游客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方能入关。从入关日开始计算，护照的有效期限最少在 180日以上。

持欧洲，日韩，台湾，香港英国护照(BNO)或香港特区护照者免签证。中国内地游客免签证。

气候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一年中气温没有太多变化，年平均气温是 29度，7月到 11月是雨季，12月到 6月是旱季。旱季

几乎不下雨，即使下雨的话，也是非常短暂的。雨季时会偶有倾盆大雨，但很快就会停，天气又是非常的晴朗。

以下为月平均最低、最高气温（单位：摄氏度）；

塞班岛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24-30 24-31 25-32 26-33 27-32 26-32 26-31 26-30 25-30 25-30 24-30 24-29

服装穿着

由于北马里亚纳群岛常年为热带气候，全年着舒适的短袖衫及短裤，便鞋及凉鞋即可。薄型长袖衫可携带来岛，以便

在有空调的房间内或是晚间穿着。遮阳帽，太阳眼镜及防晒用品为必备物。

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是查莫洛族和卡若兰族，拥有纯粹血统的人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都是与西班牙人混血的混血儿。岛屿的人口

大约有 7万 5千人，这里除了原住民外，还有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和中国人。

语言

英语为官方语言。当地居民之间用的是查莫洛语和卡若兰语。查莫洛语是古代查莫洛语和西班牙语的结合体，及沿用

部分日语。当地主要路标是用英语及日语。

政治

美国正式成为这里的地方政府，当地居民都拥有美国的国民权。主要职权人及主要的议会都由民主投票来选举。下议

院的议员是由美国国会作为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的代表，但没有投票权。塞班岛、天宁岛、罗塔岛，还有北马里亚纳

群岛北部诸岛都是独立的自治区，所以政治方面由各个地方的市长来统治管理。



经济

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每年来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游客约 60万名。其中 70%以上是日本游客。所以这里的经济与日

本及韩国有密切的关系。

货币

通用的货币为美元。出国前，提前在国内的银行兑换比较方便。也可以在当地的银行及机场兑换所、酒店及免税店内

兑换。在以游客为主的大部分消费场所内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把 1美元换成 25美分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电压

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电压是 110瓦特，60赫兹。一般酒店内都备有转换插头，可与酒店前台联系。但是建议游客自备

转化插头。

电话

电话使用与美国相同的程序运行，国家区号编入的是美国的地区号码。地区号码是 670。使用酒店里的电话或公用电

话，在岛内通话一次计费为 35 美分，通话时间不受限制。游客播打回中国的国际电话时，可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
美元可以拨打至中国的国际长途 160分钟，在酒店大堂内的公用电话上就能使用。电话卡的购买可以联系当地的导游。

如果客人携带的中国手机开通了国际漫游的服务，也可以在塞班岛接收到信号，但是信号不是很稳定。建议游客使用

预付费电话卡，便宜而且方便。

道路安全规则

因这里是美国领土，所以使用美国交通法规。大部分道路的行使速度是 35英里，所有的道路都标示的非常清楚。当

学校大巴停车时，所有的车辆都必须停车，不准超车。向左边行使时，利用道路中央的车线便可。

汽车租赁

21岁以上拥有中国驾驶证的游客可以在塞班岛租赁车辆。租赁车的费用还包含汽油费和保险费，大致价格为四人座

的小轿车 50美元每天，此费用根据车型的不同价格有所不同。

医疗设施

任何游客都可以在塞班岛接受医疗服务，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医疗中心拥有最新的医疗设备及技术精湛的医疗服务人

员，为紧急情况发生做好准备。此外简单的医药品可在超市或酒店内的药店购买。

*拨打紧急电话 911时，会有救护车把患者送到医院。

邮局

邮政服务和美国邮政服务的费用是相同的。周一至周五营业，周六上午营业，周日休息。如果游客要邮寄明信片到国

内，可以通过酒店的前台办理，邮费不到一美元哦！

饮酒

可以在酒吧等场所购买酒精饮料，这些场所一般营业到凌晨 2点。饮酒年龄是 21岁以上。在超市过了晚上 10点禁止

出售各种酒类。

饮用水

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最好是到附近的便利店买矿泉水饮用。也可以使用酒店内的电热水壶烧水饮用。北马里亚纳群

岛没有淡水资源，所以淡水在岛上是很珍贵的。希望游客在塞班岛能珍惜用水！



小费

这里的消费文化已经有一定的历史，支付小费是对满意服务的表示。从客房出来的时候，放在枕头下或者茶几上放置

1美元。给抬行李的时候，一个行李给 1美元。应支付餐厅服务生及出租车司机使用金额的 10~15%作为小费。有些

地方在结算的时候，已把小费计算在里面，这时不必额外支付。在支付小费的时候，用纸币支付才表示礼貌。

酒店、超市一般有电话卡出售；酒店大堂,DFS免税店均设有公用电话

塞班岛拨国内座机：0086+区号（不要区号前的 0）+电话号码，如拨打北京座机 00861012345678；
塞班岛拨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码；

国内拨塞班岛号码：001+670+电话号码；

当地酒店大堂大多可以无线上网，客房不一定有信号，某些酒店可能需要收费，详情请咨前台或导游；

常用电话：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塞班岛属于洛杉矶领事馆范围）：
电话：213-807-8088

紧急电话：

火警、援救、警察、警官、高速公路巡察、救护、紧急医疗和空降救护、紧急援救等各种紧急情况请直拨：911
酒店：

酒店房间内一般设有收费电视、电话、有偿饮料及小食品等，请询问清楚费用后使用，以免结账时发生误会；

当地水质较差，自来水、开水均不能直接饮用，建议购买瓶装水；

用电、用水注意安全、节约，吸烟注意安全，如有设施损坏，需要个人赔偿；

离开酒店时请仔细检查个人物品，不要遗漏；

塞班酒店入住时间一般都在每日下午，2点以后。有些个别如凯悦酒店规定是下午 3点后入住。（视酒店之规定时间

入住）。塞班所有酒店的退房时间均为中午 12:00时整。如需推迟退房时间先要与你的导游确定，好让你的导游

可以提前跟酒店前台定好，延迟退房是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塞班跟世界各大酒店一样客行禁烟制，不可以在酒店客房内吸烟，请在房间附带的露天阳台吸烟，烟头以及杂物不可

随便丢弃，请放入垃圾箱和烟灰缸内，如造成房间内物品及设施损坏酒店有权利要求赔偿；

请保持房间清洁，如有地毯的房间请注意，参加丛林之旅后的游客请先清理鞋底的泥垢才进去房间，如对酒店地毯造

成有泥垢或损坏酒店有



入境申请表样板、塞班申报表、塞班出入境表样板：（飞机上会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