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古巴航线）
美国亚特兰大+圣奥古斯丁+奥兰多+迈阿密+西礁岛海陆空品质 15 日小团游
城市：游轮停靠地：哈瓦那（古巴）-科苏梅尔（墨西哥）
美国城市：亚特兰大、圣奥古斯丁、奥兰多、迈阿密

行程亮点：

海
1. 搭乘 7.4 万吨 载客量：2774 人 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所承载的精彩难以想象！
海洋帝王号 MAJESTY OF THE SEAS 是巴哈马水域新颖的豪华邮轮之一,是巴哈马水域大型的豪华邮轮之一. 海洋帝
王号与众不同的设计: 气派中庭挑高 5 层楼直达水晶玻璃拱型屋顶，独特的透明电梯高雅气派，数层楼高落地玻璃窗
气宇非凡，室内游泳池及日光浴室的古罗马造型，回廊处处典雅亮丽。独一无二的观景厅:皇冠交谊厅
Viking Crown Lounge,位于船的最高点,登临其间视野无限,颇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气势，其高度及于世界知名的巴
黎凯旋门。
2. ★ 去不到的景点（需自行在船上报名岸上观光）
墨西哥（科斯塔玛雅）是古玛雅航海时期的贸易港，也是今日我们研究一个消失的古文明入口，这里有苍郁的雨
林，以及深蓝的舄湖，又称礁湖。
古巴（哈瓦那）哈瓦那位于古巴的西北部海岸，被哈瓦那省包围，为古巴的首都，主要城市以及商业中心

陆
1.迈阿密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辽阔的沼泽地，壮观的松树林和星罗棋布的红树林为无数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居之地。这
里是美国本土上最大的亚热带野生动物保护地。独一无二的“草上飞”气垫船之旅(Airboat Rides)，那种在广袤
的沼泽地飞速穿梭的刺激体验，一定能让你回味许久；
2.美国亚特兰大的 CNN 总部大楼， CNN 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是全球最先进的新闻组织。目
前为时代华纳所有。CNN 被认为是第一个全天候 24 小时的新闻频道。公司总部和演播室位于美国亚特兰大，在全美
8600 万个家庭和 89 万个宾馆房间可以收看到 CNN。全球 212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 10 亿人可以收看到 CNN；

3.野生动物王国 Lion Country Safari，在这里是美国南部唯一一座集驾车以及步行体验于一体的野生动物王国，与近
千头野兽近距离接触，犹如身处非洲草原；

空
1.航空公司

特别安排：美国南部：索格拉斯名牌精品折扣店中心(Sawgrass

Mills Mall)

行程：
日期

第 01 天
07 月 27 日

第 02 天
07 月 28 日

第 03 天
07 月 29 日

第 04 天
07 月 30 日

行程
上海达拉斯亚特兰大 AA128 27JUL PVGDFW 1645/1740+AA1289 27JUL DFWATL 2020/1135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贵宾们在领队的带领下办理登机手续，转机飞往美国东部城市-亚特兰大，是美
国十大富豪集聚地，这里生活着众多美国的千万美元以上的大富豪。2013年，亚特兰大被时代杂志评
为美国富人最想创业的大城市。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餐饮安排：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 或同级
亚特兰大
早餐后，参观【CNN 总部】，探秘直播节目制作的流程并参观其工作场地，观看电视节目的展示，参观
特效工作室等。后前往【可口可乐总部】，了解可乐的历史和生产过程，在 Taste It 大厅免费品尝 100
多种该公司旗下出品的饮料。【卡特总统图书馆】博物馆介绍了第 39 任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的生
平和成就，陈列了许多有关卡特总统的童年和政治生涯的照片与文件，包括与邓小平同志的许多合照，
并有许多实物展览。卡特总统退休后与其妻子积极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为抗击传染病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故其图书馆有许多都是医学与健康类的书籍。途径【亚特兰大老鹰队 NBA 主场球馆】
，以及【亚
特兰大橄榄球场馆】。前往【马丁路德金纪念馆】。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团餐）晚餐（团餐）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 或同级
亚特兰大-杰克逊维尔-圣奥古斯丁
早餐后，乘车前往圣奥古斯丁途径杰克逊维尔，杰克逊维尔是佛罗里达州最大城市。美国东南部商业、
金融、保险的中心地之一。始建于 1822 年，为纪念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1767-1845)而命名。抵达圣
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是第一批从欧洲来美国生活的居民定居地，被称为美国的开端，现在是一座西
班牙风情的小城，众多古堡和建筑遗迹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团餐）晚餐（团餐）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 或同级
圣奥古斯丁-代托纳-奥兰多
早餐后，圣奥古斯丁市区观光：他是第一批从欧洲来美国生活的居民定居地，被称为美国的开端，现
在是一座西班牙风情的小城，众多古堡和建筑遗迹，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马科斯城堡】，参观【古
镇博物馆】，带您穿越到 19 世纪的美国，再现保存完整的美国第一家百货商店和美国第一座监狱。随
后参观【弗莱格勒大学】，真正的贵族学院。主建筑建立于 1968 年，1885 年-1887 年间，大实业家亨
利弗拉格勒在此建成华丽酒店。当时大厅里悬挂着的水晶吊灯、古董文物、宝石等艺术珍品均被保留

第 05 天
07 月 31 日

第 06 天
08 月 01 日

第7天
08 月 02 日

第8天
08 月 03 日

第9天
08 月 04 日

下来，陈列在华丽的皇宫般的校舍之中。在弗莱格勒学院旁边是【莱特纳博物馆】，外观雄伟壮丽，
博物馆里面是很美丽的热带花园，园林中鸟语花香郁郁葱葱，整体建筑风格是西班牙式的，很有特色。
馆内展出的主要是 19 世纪的各种文物。之后途径代托纳。美国著名方程式赛车场，置身其中感受其
霸气凌然的建筑设施，仿佛耳边依悉响想了观众的欢呼和赛车的轰鸣。抵达奥兰多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团餐）晚餐（团餐）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 或同级
奥兰多
全天自由活动（含接送景点往返车费，不含餐，导游，门票），自由选择你想去的地方哦。
迪斯尼系列：迪士尼好莱坞影城(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动物王国(Disney's Animal Kingdom)
艾波卡特未来世界(Epcot)
迪斯尼魔术王国（Magic Kingdom）
环球影城系列：奥兰多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 Florida）
环球影城冒险岛（Universal's Islands of Adventures）
奥兰多海洋世界（Sea World Orlando）
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或同级
奥兰多-坦帕-海洋帝王号
早餐后，乘车前往坦帕，直接前往坦帕的游轮码头，贵宾们办理登船手续，之后就可以开始享受游轮
上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约 16:00 豪华游轮海洋独立号（Majesty of the Seas）开航，开始轻松浪
漫的海上浪漫之旅！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游轮）晚餐（游轮）
住宿安排：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
哈瓦那（古巴）
游轮到港约 14：00
游轮离港约 23：59
活动安排：游轮停靠于古巴岛屿-哈瓦那。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游轮公司提供
的自选上岸观光游览.
【哈瓦那简介】
：哈瓦那地处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宜人，有“加勒比海的明珠”之称，古老教堂、城堡、
广场、博物馆、纪念碑、公园、图书馆等众多，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哈瓦那分为旧城和新城两部分，旧
城是建筑艺术的宝库，拥有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至今还留有许多西班牙式的古老建筑，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新城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现代化城之一，临加勒比海，街道宽阔整齐，高楼鳞次栉比，拥有
豪华的宾馆、饭店、公寓、政府大厦等，花坛草坪点缀其间，充满现代化气息和繁荣景象。(以上描述为
介绍，请报名参加岸上观光游览，费用支付于游轮上)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游轮）晚餐（游轮）
住宿安排：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 当天停靠哈瓦那
哈瓦那（古巴）
游轮到港约 00：00
游轮离港约 16：00
活动安排：游轮停靠于古巴岛屿-哈瓦那。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游轮公司提供
的自选上岸观光游览
【哈瓦那简介】
：哈瓦那地处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宜人，有“加勒比海的明珠”之称，古老教堂、城堡、
广场、博物馆、纪念碑、公园、图书馆等众多，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哈瓦那分为旧城和新城两部分，旧
城是建筑艺术的宝库，拥有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至今还留有许多西班牙式的古老建筑，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新城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现代化城之一，临加勒比海，街道宽阔整齐，高楼鳞次栉比，拥有
豪华的宾馆、饭店、公寓、政府大厦等，花坛草坪点缀其间，充满现代化气息和繁荣景象。(以上描述为
介绍，请报名参加岸上观光游览，费用支付于游轮上)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游轮）晚餐（游轮）
住宿安排：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
科苏梅尔（墨西哥）
游轮到港约 13：00 游轮离港约 21：00
活动安排：邮轮停靠于墨西哥东北加勒比海上的岛屿——科苏梅尔岛。您可以选择留在游轮上继续享受
各种娱乐，或是游轮公司提供的自选上岸观光游览。
【科苏梅尔简介】：科苏梅尔是墨西哥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屿，大约在 2000 年前，科苏梅尔居住着玛雅
印第安人。科苏梅尔岛中部为丘陵地带，四周为优美的沙滩，玛雅遗迹遍布小岛，既可尽情享受加勒比
海阳光与沙滩，又可尽请领略古老的玛雅文化。这里是幽雅安宁的世外桃源。在人类的早期，这里是玛
雅人的圣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玛雅文化遗迹就完整地保存在科苏梅尔岛。虽然面积不大，不过

第 10 天
08 月 05 日

第 11 天
08 月 06 日

第 12 天
08 月 07 日

第 13 天
08 月 08 日

第 14 天
08 月 09 日

科苏梅尔却是西半球珊瑚礁系统中最大的地点，整个岛屿由 40 多个潜水景点、热带鱼和万花筒般的彩色
珊瑚礁所组成。(以上描述为介绍，请报名参加岸上观光游览，费用支付于游轮上)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游轮）晚餐（游轮）
住宿安排：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
公海巡游
活动安排：全天海上巡游。
蓝色的大海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今日您在巨轮上轻松愉快的享受人生乐趣。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上
还有专为青少年开设的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项目，在专门的工作人员监护下开展，齐全的活动设施能确
保您的孩子享受到各种乐趣。夜幕降临后，精彩纷呈的晚间娱乐活动拉开帷幕。您可以前往充满艺术气
息的剧院欣赏表演，还可以去露天甲板上的露天俱乐部跳舞。
（使用游轮上收费设施及服务的费用敬请自
理）。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游轮）晚餐（游轮）
住宿安排：皇家加勒比海洋帝王号游轮
坦帕—迈阿密
游轮到港07:00
清晨 07:00 左右豪华游轮返回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在游轮上享用过丰盛的早餐后，挥手告别给您带来
无限美好回忆的海上巨无霸，办理离船手续。驱车前往【大沼泽国家公园】
（合计约 2 小时），迈阿密大
沼泽地国家公园辽阔的沼泽地，壮观的松树林和星罗棋布的红树林为无数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居之地。这
里是美国本土上最大的亚热带野生动物保护地。独一无二的“草上飞”气垫船之旅(Airboat Rides)，
那种在广袤的沼泽地飞速穿梭的刺激体验，一定能让你回味许久，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抵达后送酒店后，自由活动。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简餐）晚餐（团餐）
住宿安排： Best Western 或同级
迈阿密-西礁岛
前往美国的天涯海角—【西礁岛】，从迈阿密开车4小时前往基韦斯特。途经佛罗里达群岛跨海公路，这
条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路长250公里，沿途由42座桥把32个小岛串联在一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美的海景
公路之一，由铁路大世纪美国铁路大王亨利·弗拉格勒于1921年打造完成。七英里跨海大桥（约30分钟）
是《真实的谎言》长桥爆破的取景地。抵达后环游基韦斯特古镇观光，到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标柱留影
纪念。可自费参观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故居（约美金16/人）。游客可到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滨游轮码头自由
选购精美的当地艺术家的艺术品和旅游纪念品，或者参观极具当地特色的小博物馆，下午3:00PM从西礁
岛返回迈阿密。此天午餐客人自理。
餐饮安排：早餐（酒店）午餐（自理）晚餐（团餐）
住宿安排： Best Western 或同级 为方便活动，午餐自理
迈阿密
早餐后迈阿密，游览参观百年名城【Coral Gables】,珊瑚阁区位于美国迈阿密，这里的建筑物多半是
融合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地中海式建筑，古香古色，饶富异国情调。这此地被誉为“万国住宅建筑博物
馆”，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两旁是异国情调的豪华宅邸及地标建筑“比尔提默酒店”,之后前往游览【小哈
瓦那】--美国是个多民族移民国家，因此在迈阿密也有很多的外来居民，生活着大约50万古巴系人。小
哈瓦那便是以古巴、墨西哥和秘鲁等南美洲国家人民的聚集地，这里有很多拉丁美洲风情的酒吧、餐厅
和商店。之后前往迈阿密举世闻名的【南海滩】
（合计约1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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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不可错过2008年耗资10亿美金修葺一新的【枫丹白露大酒店】（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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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前往索格拉斯名牌精品折扣店中心
(Sawgrass Mills Mall)血拼购物。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名牌折扣购物中心之一，是名牌爱好者的
天堂。卖场综合区绵延2英里，遍布着400多个品牌商店以及众多餐厅和娱乐场所。包括: Banana
Republic, Barneys New York, Bath & Body Works, BCBG MAX AZRIA, Bed Bath & Beyond, Benetton,
The Body Shop, Brooks Brothers, Burberry, Calvin Klein, Canali, Zegna 等等(约3个小时)18:30
点集合，入住酒店
餐饮安排：早餐（游轮）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住宿安排：Best Western 或同级 为方便购物，午晚餐请自理
迈阿密达拉斯上海 AA2779 09AUG MIADFW 0705/0921+AA127 09AUG DFWPVG 1055/1455+1
贵宾们前往国际机场，转机返回美丽家园。
餐饮安排：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住宿安排：飞机

第 15 天
08 月 10 日

上海
抵达上海，结束美妙的游轮之旅，回到温馨的家。

以上行程仅为参考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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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时间和游轮行程以皇家加勒比游轮实际行程为准！

报价，根据所选游轮房间级别而不同，具体如下：
出发日期：2018 年 07 月 27 日
舱房类型

建议销售价格

内舱房 第一、第二人
房间在甲板 2.3.4 层

人民币 33000/人

海景房 第一、第二人

人民币 34000/人

房间在甲板 6.7.8 层

标准套房 第一、第二人

人民币 48100/人

房间在第 10 层

其他房型或第三，四人舱请咨询代理
报价包含：
1. 机票：全程经济舱机票及税金；
2. 住宿：皇家加勒比海洋独立号 6 天 5 晚船费，北美酒店（类似于国内三星级）双人间（2 张床或 1 张大床）
，北美酒
店无统一星级评定标准；
3. 用餐：皇家加勒比海洋独立号 6 天 5 晚游轮船票及靠岸税金及港务费, 游轮上各类舞蹈竞技、派对、音乐演出、主
题晚会、表演等活动（特别注明的收费活动除外）游轮上提供一日三餐及夜宵，请自行前往船上免费餐厅用餐；行
程中已标注用餐（早餐为酒店内早餐或打包早餐，多为冷早餐，行程中的午晚餐以中西式自助或中式桌餐为主，中
式桌餐根据人数安排 8-10 人一桌六菜一汤；午餐餐标 7 美金/人，晚餐餐标 8 美金/人）；
4. 行程中列明的城市及区域间的交通；
5. 行程中所列景点：CNN 总部，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卡特总统图书馆，圣马科斯城堡，弗莱格勒大学，野生动物王国，
大沼泽国家公园；
6. 中文导游及领队服务（不包含自行安排活动时间和游轮期间岸上观光时间）。
7. 美国签证费（1300 元/人），已持有效签证者可退；
8. 陆地上每天每人 2 瓶矿泉水，共 7 天（游轮期间不包含矿泉水，敬请自理）
报价不含:
1. 旅游证件的费用；
2. 游轮全程服务费 14.5 美金/人/晚（72.5 美金费用支付于游轮上）、游轮靠岸的岸上观光费用（费用支付于游轮上）；

3. 自然单间需补房差，全程单间差：15000/人（陆上+游轮上内舱）；
4. 机场候机、转机时间内及美加所有境内段航班用餐由客人自理；行李托运及超重费用；
5. 游轮期间的所有收费餐厅，收费酒水饮料，收费项目；
6. 航空公司临时调整燃油附加税及相关费用；
7. 旅游者投保的个人旅游保险费用；
8. 合同约定另行付费项目的费用、合同未约定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行程以外非合同约定项目所需的费用、自行安排活
动期间发生的费用；
9. 行程中发生的旅游者个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工具上的非免费餐饮费、行李超重费，住宿期间的洗衣、通讯、
饮料及酒类费用，个人娱乐费用，个人伤病医疗费，寻找个人遗失物品的费用及报酬；
10. 个人原因造成的费用；
11.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保险：本社已向旅游者（甲方）购买旅游者个人保险，旅游者（甲方）已明确。
重要声明：
1. 船票一旦付款确认, 则不能改期、退票、改签。
2. 由于游轮上医疗中心不具备帮助孕妇分娩的医疗设施，故游轮公司不接受游轮行程最后一天计算 怀孕 24 周及以上
孕妇报名参团。如怀孕 24 周以下者报名此游轮产品需提供医院证明文件，内容

包括：母子健康状况证明、适合

本航次旅行、不处于高危孕妇行列、预产期日期等。
3. 根据游轮公司规定，不接受游轮行程最后一天计算未满 6 个月婴儿报名参团。任何 20 周岁以下的乘客均必须有一位
20 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同行。此外，非与父母双亲任何一方同行者需提供由其父母双亲或合法监护人所签名同意书。
如父母一方携子女同行者必须出示经配偶签名的同意书。有离婚或其他情形时，该未成年人的父亲、母亲或合法监
护人则必须提供其监护权的证明。
4. 根据游轮公司规定，乘坐游轮出行的客人，严格遵守《游轮航行合约》
。如因违反合约规定所带来的后果，需由客人
自行承担。
5. 此行程仅供参考，请以出团通知中确认行程为准。建议游客参加说明会。对于不参加说明会的游 客，请规范自身在
境外的行为，遵守《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守则》
。
6. 在航程期间，游轮公司有权根据天气、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调整或改变行程，对此我社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
任。
7. 旅游费用不包括旅客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8. 此行程仅供参考，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和旅行社已尽到应尽合理义务仍旧不能避免的事件，造成出 团 日 期 或 最 终 行
程无法和原定行程一致，我社可以合理变更行程。如协商不成，可以终止合同，我社不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减少的
费用退还给游客，增加的费用由游客承担。
9. 此行程登船所需证件：个人因私护照 1 本（须有归国当日起 6 个月以上有效期）；美国有效签证；有效船票。
10. 如游客持港澳台或外籍护照赴中国境外，请确保持有再次进入中国大陆的有效签证，如果因个人证件或签证原因造
成无法按时出入境，一切费用不退，以及因此产生相关费用均由客人自行承担。
11. 如因被领馆拒签不能成行，将扣除船票，签证费用,机票定金及所有实际发生的费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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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轮历经
港口城市所在国家的入境协议条款常有修改，故所需签证及种类可能发生变化，对可能发生的变化，船公司会做出
相应措施，例如在船上办理签证手续并收取一定费用，我公司将第一时间告知相关情况，但无法也不将对因此所造
成的结果和费用承担责任，敬请谅解。
预定说明：
1.该线路请提前 60 天报名。
2.预定留位需支付预付款 10000 元/人，旅游者违约时按旅游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美国内陆段航班托运行李均需收费，具体以各大航空公司规定为准。

4.因潮汐及天候等因素，各航程中间停靠港的先后顺序及时间可能会有些许不同，以游轮公司安排为准。
5.游轮上无三张正常床型之三人房，如旅客要求三人同住一房，游轮上为沙发床或者云中床，如旅客无法接受此安排，
请勿要求三人同住一房。
6.美国酒店无专业星级评定。
7. 取消政策：
本产品一旦确认，若取消行程将会扣除相关违约金，具体条款如下：
 出发前 75 天以上取消预订，将扣除船票，签证费用，机票定金及所有实际发生的费用；
 出发前 75-60 天取消预订，扣除团费全款的 30％；
 出发前 59-45 天取消预订，扣除团费全款的 60％；
 出发前 44-15 天取消预订，扣除团费全款的 90％；
 出发前 14 天以下取消预订，扣除团费全款的 100％；
（以上扣款日期不含双休日及法定假日；最终扣款比例以船公司最新条款为准。
）
备注：
 美国同北京时间时差：有 5 个时区（均以当地时间为准）；
 美国酒店无等级标识，酒店在规模及设施等方面与国内同类品牌的有差距。美加酒店大堂都比较小，很多电梯每次
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大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美国部分酒店房间可能为家庭房（大小床）；每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12 周岁以下儿童（不占床）；
 根据美联邦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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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由于国情不同，您在境外旅游时除了准备国际通用的信用卡（Visa / Master 等）（并请在国内确认好已经激活可以
在境外使用），请适当准备一些现金：美国主要流通货币为美元，加拿大为加币，建议您出国前兑换好所需外币。
最好参照您的行程来准备适量外币（1000 左右为宜）；
 请注意团队结束离开美国的时候，护照有效期必须在 6 个月以上，否则会影响出入境；
 持非中国护照人士（含港澳台），请自备往返中国签证（或回乡证等证件），如因往返中国的签证引发的一切出入境
问题自负责任；
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提醒，如父或母或其他亲戚 1 方携带未成年人出境，强力建议另 1 方母或父或父母提供声明书
（中英文）知晓前 1 方携带他（们）的孩子赴美，声明需公证（中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