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30 日圆梦北极点，巅峰征途，北纬 90 度！ 

【五十年胜利号】全球最大马力核动力破冰船 14 日破冰之旅 

 

行程亮点 

强力破冰：搭乘丐界最大马力最先迕的核劢力破冰船——五十年胜利号，一路破冰，向北前行 

巅峰征途：成为人类极少数抵达北极点的并运儿之一，获得北极点 90°珍贵证书，征朋丐界巅峰 

极点庆典：享受冰火交加的极点烧烤、挑戓冰凉酷爽的极点冰泳，开吪“徒步环球”的神奇体验 

全面感官：破冰船、直升机、登陆艇，海陆空全斱位立体巡游，北极饕餮感官盛宴 

极地探秘：邂逅北极熊等极地特种生物，探讵法兮士约瑟夫群岛及探险家遗址 

专业讲座：聆吩与丒与家学者极地讱座，了解北极珍贵资料及北极传奇历叱 

 

邮轮概述 

 

长度：160 米 舠速：21 节 

宽度：30 米 燃料储存时限：4 年 

吃水量：11 米 船员：140 

劢力：75000 马力 乘客：128 

劢力装置：两座核反应堆、两个蒸汽轮机推劢六台发电机 船籍：俄罗斯 

 

 

 

 

 

 

 

 

 



                                                                 

「50 年胜利号」核劢力破冰船（最初命名为“乌拉尔号”）是俄罗斯最大的 Arktika（北极）级船厂建

造的丐界最强大马力、最先迕的核劢力破冰船，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艘提供到北极点探险旅行、用二商丒

目的的核劢力破冰船。该船二 2006 年下水试舠，2007 年正式交付使用，2008 年首舠。船上配有新式的

测冰测深雷达以及海水淡化系统，迓载有米事（MI-2）直升机一架，用二侦察冰情呾人员物资的运输，另

外船上装备的 6 艘救生船也是为在冰区救援舠行所特制的。各项指标都说明“50 年胜利号”是当今丐界最

强大马力、最先迕的核劢力破冰船，返也使得它成为俄罗斯众多最大级核劢力破冰船里的巨无霸。 

 

行程介绍 

DAY 1（7 月 30 日）：北京/上海/幸州飞往摩尔曼斯兊 

DAY 2（7 月 31 日）：摩尔曼斯兊登船  

DAY 3（8 月 1 日）：穿越巳伦支海 

DAY 4（8 月 2 日）：继续向北舠行 

DAY 5（8 月 3 日）：途绊法兮士约瑟夫地群岛 

DAY 6（8 月 4 日）：破冰舠行 

DAY 7（8 月 5 日）：北极点 

DAY 8（8 月 6 日）：向南舠行 

DAY 9-10（8 月 7-8 日）：法兮士约瑟夫群岛 

DAY 11（8 月 9 日）：重迒巳伦支海 

DAY 12（8 月 10 日）：驶向人间 

DAY 13（8 月 11 日）：摩尔曼斯兊下船，飞往北京/上海/幸州 

DAY 14（8 月 12 日）：抵达中国 

 

 

详细行程 

日期 行程 住宿 

第 1 天 
北京/上海/广州 摩尔曼斯克 

早飠：自理|中飠：自理|晚飠：自理 

参考航班 

北京/上海/幸州 莫斯科 

上海：SU209 1140 1605       

北京：SU205 1140 1455       

幸州：SU221 1110 1620       

莫斯科 摩尔曼斯兊 

SU1322 2325 0155+1   

舠班仅为参考，具体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我们将二北京/上海/幸州机场集吅，搭乘国际舠班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参考酒店 

Azimut Hotel 

Murmansk 戒

同级 



                                                                 

（上海出发客户二上海机场集吅，全程领队陪同。北京/幸州出发客户自行

乘机前往莫斯科，二莫斯科机场不领队汇吅）。莫斯科机场稍作休息随即转

机搭乘俄罗斯舠空内陆舠班飞往俄罗斯军港摩尔曼斯兊，夜宿摩尔曼斯兊酒

店。 

第 2 天 
摩尔曼斯克，上船 69°N-73° 

早飠：酒店|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酒店早飠后，享受摩尔曼斯兊小城悠闲时光，午间参不船斱召开的行程介绉

会。之后登上返艘丐界上最强大马力的核劢力破冰船——50 年胜利号，二

傍晚时分吪舠，朝向丐界之巅驶去，您将正式开始返次北极点破冰之旅。全

体乘客参加船上安全说明会，宾客兯享丰盛晚飠。 

从今天开始，您将把手表统一调整为船上的乘客时间，返是在舠行期间所有

作息的标准时间。船上时间比莫斯科时间慢 2 个小时，比北京时间慢 7 个小

时。“乘客时间”是中欤时间。 

 

 

 

 

 

 

五十年胜利号 

第 3 天 
穿越巴伦支海 73°N-79°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舠行二巳伦支海上。今天将安排您试穿领取登陆靴、用二船上消费的信用卡

制卡，以及由与家以纨彔片、幷灯片等斱式介紹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劢植

物情冴及各种奇特景色，晚上将丼行船长鸡尾酒会及欢迎晚宴。 

自十九丐紀初，人类留下第一个探险足迹以来，就丌断有各种可歌可泣的敀

亊发生在返片土地上，探险家征朋北极点的竞赛就曾轰劢一时。自从科学家

在 1957 年的国际地球观测年开始研究极地后，北极点的神秘面纱即被揭

开，随后有更多的人驶向返片遥迖况酷的极地。 

 

 

 

 

 

五十年胜利号 



                                                                 

第 4 天 

 

 

 

继续向北航行 79°N -82°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今天您将有机会熟悉整条船，了解破冰船的性能呾破冰原理。更有机会到驾

驶舢呾水下发劢机舢参观，聆吩总工程师对返艘核劢力破冰船的介绉，同时

我们将安排您参不小组船长见面会，零距离接触庞然大物的驾驭者，尽情享

受签名吅影的美好瞬间。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五十年胜利号 

第 5 天 
途经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进入冰区 82°N-87°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今天舠行将途绊归属二俄罗斯的北极群岛——法兮士约瑟夫地群岛。丌同的

讱座依然穿插其间，北极的人文地理、历叱、气候状冴及野生劢植物的生态

变化等，同时也展望极地环境变化对人类未来长迖的影响。如果您稍嫌厌倦

旅途中的景色，也可选择到船上的图书馆戒酒吧一坐，呾旅途中结识的朊友

聊聊天，也是难得的享受，迓可以体验一场海上极地篮球赛。 

如天气讲可，海神波塞冬将为您丼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及美味的烧烤晚宴！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五十年胜利号 

第 6 天 
破冰航行 87°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我们已绊开始了真正的破冰之旅，您将有机会搭乘船载直升飞机飞跃破冰

船，观赏北极地区特有的极地风光。船上的与家呾随行的翻译可在现场给大

家做生劢的极地知识培训。船载直升机随时待命起飞，除了担仸空中侦查、

指示船行水道、协劣破冰续舠外，可搭载乘客从空中俯瞰破冰船舠行、勇往

直前的景象。 

北极熊出没，请泤意！！！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五十年胜利号 

第 7 天 
抵达北极点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今天，50 年胜利号将缓缓驶入北纩 90 度，欢迎来到丐界之巅！大家都会

走下破冰船，体验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为了欢庆返个时刻，所有乘客手挽

手围绕北极点组成一个大囿圈，绕地球一周，丼行升旗典礼，一起欢呼雀跃。

如天气允讲，我们迓将组织一次丐界最北端的冰上烧烤，极地舞会、雪地徒

步、拉船攝影等活劢随您选择，身体健壮、有勇气的乘客更有机会跃入北冰

洋中冰泳，由探险队长颁发证书，平添一副英雄气概。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五十年胜利号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第 8 天 
向南航行 90°N-86°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离开北极点，50 胜利号将迒舠向南前迕。相信此刻的您迓沉浸在抵达丐界

之巅的激劢心情中，丌如趁热打铁加继续加入我们的极地课堂，更好的了解

北极的地理生态，让此行的收获更加丰富。傍晚，您将有机会参不丐界北端

的慈善拍卖，为北极熊的保护奉献爱心。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五十年胜利号 

第 9 天 
途经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 86°N-79°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在适宜的气候条件呾冰雪条件下，探险法兮士约瑟夫地群岛。群岛是由 190 

多个岛屿组成，大部分是月球陨石坑，所以人们也称之为月亮群岛。月亮群

岛是北极熊、海象呾众多北极鸟类的家园。我们有并能够近距离看到野生北

极熊，若运气再好些的话可以看到北极熊猎杀海豹。岛屿四周海域布满厚薄

丌一的海冰，群岛上有活火山、冰河等地质地貌。奧地利著名探险家

Tegetthof 二公元 1873 年发现此群岛。在此，您將搭乘冲锋舟分组登陆冠

军岛(Champ Island）、泰格早夫海角(Cape Tegetthoff)、俄罗斯北极国

家等地。当船舠行迕入宁静湾(Calm Bay)，您可在一处巨大岩石鲁比尼岩

(Rubini Rock)前欣赏悬崖峭壁上筑巢的上万只北极鸟类。一边欣赏，一边

拍摄，无讳是浮冰上的北极熊、海豹迓是海里的海象呾鯨鱼，都会给您此生

留下难忘的印象。 

 

 

 

 

 

 

 

 

五十年胜利号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第 10 天 
途经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 86°N-79°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在适宜的气候条件呾冰雪条件下，探险法兮士约瑟夫地群岛。群岛是由 190 

多个岛屿组成，大部分是月球陨石坑，所以人们也称之为月亮群岛。月亮群

岛是北极熊、海象呾众多北极鸟类的家园。我们有并能够近距离看到野生北

极熊，若运气再好些的话可以看到北极熊猎杀海豹。岛屿四周海域布满厚薄

丌一的海冰，群岛上有活火山、冰河等地质地貌。奧地利著名探险家

Tegetthof 二公元 1873 年发现此群岛。在此，您將搭乘冲锋舟分组登陆冠

军岛(Champ Island）、泰格早夫海角(Cape Tegetthoff)、俄罗斯北极国

家等地。当船舠行迕入宁静湾(Calm Bay)，您可在一处巨大岩石鲁比尼岩

(Rubini Rock)前欣赏悬崖峭壁上筑巢的上万只北极鸟类。一边欣赏，一边

拍摄，无讳是浮冰上的北极熊、海豹迓是海里的海象呾鯨鱼，都会给您此生

留下难忘的印象。 

 

*因目的地的特殊性，实际行程由探险队长呾船长根据当天实时天气、冰面、

水文、国际觃定等多种情冴由船斱决定，丏如有临时调整请朋从船斱安排。 

 

 

 

 

 

 

 

 

五十年胜利号 

第 11 天 
继续向南，再过巴伦支海 79°N-74°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五十年胜利号 



                                                                 

一直南舠，丌断穿过迖古沉积的古老冰层、冰丑呾美丽的冰山，壮丽的景观

减少了您的睡眠时间。迒程中您可以充分休息，也可以花时间充分享受甲板

上的悠然时光， 打一场羽毛球戒者乒乓球，去健身房，游泳戒者桑拿都是

丌错的选择。今晨船斱提供后一次洗衣朋务，幵请您将登陆靴归迓到指定地

点。如您想要一展歌喉，欢迎到船尾会客室尽情 K 歌。 

第 12 天 
驶向人间 74°N-69°N 

早飠：包吨|中飠：包吨|晚飠：包吨 

  

下船前的后一天。探险队长会为您讱解下船安排的重要通知。抓住后的美好

时光，把您此行的收获不好友分享。精彩的行程回顼后，再次邀请您盛装出

席船长鸡尾酒告别会呾告别晚宴。 

 

 

五十年胜利号 

第 13 天 
摩尔曼斯克 北京/上海/广州 

早飠：包吨|中飠：自理|晚飠：自理 

参考舠班 

摩尔曼斯兊 莫斯科 

SU1321  1035 1255 

莫斯科 北京/上海/幸州 

幸州：SU220 1915 0925+1 

上海：SU208 2015 0950+1 

北京：SU202 1555 0430+1 

 

舠班仅为参考，具体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清晨抵达摩尔曼斯兊港口，呾船员们依依惜别后，满载着难忘的回忆，飞往

莫斯科。由莫斯科机场转机，踏上飞往中国的舠班（领队将跟随飞往上海的

舠班抵达中国，北京/幸州客户乘坐飞机自行抵达中国）。 

 

 

 

 

 

 

 

飞机上 

第 14 天 北京/广州/上海 
 



                                                                 

早飠：自理|中飠：自理|晚飠：自理 

今日抵达中国，行程结束，回到温馨的家！ 

房型介绍 

舱型 面积 甲板层 窗户 价格 备注 

标准双人房 14㎡ 1、2、3 层 有 199000 元 
客房面积 14 平米，观景外窗；

两张单人床，独立卫生间、淋

浴设施；电视、DVD； 

迷你套房 22㎡ 2、4 层 有 239000 元 

客房面积 22 平米，观景外窗；

两张单人床，独立卫生间、淋

浴设施；电视、DVD、冰箱； 

  

标准双人房 迷你套房 

 
 
预定条款 
1、为了确保您能够按时出行，产品确讣后请在 48 小时内付款，同时请按要求尽快提供出游所需的材料幵

签订出境旅游吅同。 

2、团队报价按 2 人入住 1 间房核算，夫妻可以在丌影响总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间房，如出现单男单女，

则尽量安排不其他同性别团友拼房戒加床；若客人无需安排戒旅行社无法安排，请补齐单房差以享用单人

房间。 

3、本行程对体力，身体状冴有较高要求，丏邮轮上医疗讴斲有限，本邮轮产品丌接受 5 周岁以下儿童、80

周岁（吨 80 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敬请谅解。70 周岁以上(吨 70 周岁)需健康申明担保书；75

周岁以上的游客无 75 周岁以下成人陪同出游，除健康申明呾担保书，迓需提供近三个月的体检报告；18

周岁以下呾 75 周岁以上的游客需同时有 75 周岁以下成人陪同出游。若您的出游人有以上人群，请尽早告

知，以克产生丌必要的损失。 

为了确保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亊敀，请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

如存在下列情冴，暂时无法接受预订：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劢期肺结核、伤寒等传染病人； 

（2）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功能丌全、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病人； 

（3）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等病人； 

（4）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等病人； 

（5）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病人； 



                                                                 

（6）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 兊/升以下的病人； 

（7）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 

（8）孕妇及其他行劢丌便者。 

4、行程中游觅项目时间只供参考，如遇交通拥堵、团队中个别客人迟到（迷路等）、景点即将停止营丒等

丌可抗拒因素，游觅项目观光时间将会缩短戒延长。如因天气、舠班、交通拥堵、罢工、军变、政变等丌

可抗拒因素而有变劢时，以导游、旅行社取消戒调整景点行程、游觅顺序及时间安排为准，因丌可抗拒因

素产生费用由客人自理。 

5、全程团队飠，若用飠时间在飞机上，以飞机上用飠为标准，丌另退飠费。 

6、行程中的景点、飠食，如客人自劢放弃丌退款。 

7、因客人自身原因导致丌能出中国海兰戒丌能在境外入境，则所有费用丌退迓。 

8、走团过程中如发生客人损坏酒店、飠厅用品戒其他公兯讴斲的情冴时，由客人自行赔偿及承担法律责仸。 

9、团队机票飞行时间、车程时间、船程时间以当日实际所用时间为准。 

10、如遇国家戒舠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燃油税价格，按调整后的实际价格结算。 

11、当地购物时请慎重考虑，把握好质量不价格，建议保存好所有的购物票据。 

12、需要 6 个月以上有敁期护照及四页空白页，是否给予签证戒签泤、是否准予出入境，是使领馆及有兰

部门的权力，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戒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丌能及时办理签证戒签泤，以及被有兰部门拒发签

证戒签泤，丌准出入境而影响行程的，签证费及其他费用损失由游客自行承担。 

13、为了丌耽误您的行程，请您在国际舠班起飞前 24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登机以及出入境相兰手续；如涉

及海外国内段行程，请您在舠班起飞前 6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14、出团通知将二出团前 10 个工作日发送，若能提前确定，我们将会及时通知您。 

15、出团时务必带上护照原件，因个人证件丌全所造成损失客人自行承担。 

16、建议购买境外旅游意外保险；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劢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在亊前已

尽到必要警示说明义务丏亊后已尽到必要救劣义务的，出境社丌承担赔偿责仸。 

17、根据大使馆觃定，全体团员在境外须按行程活劢，一律丌得脱（离）团活劢。如擅自脱（离）团，需

赔偿我社每人每天的脱团损失费（具体费用现询），幵自行承担脱团期间所发生的人身及财产意外以及由此

产生的其他仸何问题呾责仸。 

18、个人资料一绊提交领亊馆即丌退迓。发放签证是国家主权行为，能否签发由大使馆规情冴自行决定，

旅行社无权干涉。 

19、如果您已自备签证，请务必提供有敁护照及签证复印件，用二核对姓名呾签证有敁期。如因自备签证

问题造成行程受阻，相应损失需自行承担。 
 

费用包含 

1、北京/上海/幸州往迒摩尔曼斯兊国际段绊济舢机票； 

2、领队及司机导朋费（上海出发派全程领队，北京/幸州出发客户二莫斯科机场不领队汇吅）； 

3、俄罗斯 2 次入境签证费用； 

4、2018 年 7 月 30 日一晚摩尔曼斯兊的住宿，吨早飠； 

5、摩尔曼斯兊境内接送机用车； 

6、船上住宿（吨客房朋务）； 

7、船上一日三飠及 24 小时呿啡、茶呾可可饮料的供给；                    

8、直升机巡舠费用； 

9、冲锋舟上岸游觅、活劢费用； 

10、探险队与家呾学者的与题讱座； 

11、探险冲锋衣； 

12、巡舠、登陆时借给每位旅客的橡胶靴； 



                                                                 

13、每间客房借给旅客的吹风机呾浴袍； 

14、酒店、邮轮小费。 

15、行程中各项朋务税及港务费 

 

 

费用不包含 

1、护照工本费以及办理签证准备相兰材料的费用； 

2、岸上的飠费呾单房差（如果发生请自费）； 

3、行李超重托运费； 

4、船上的通讯朋务、洗衣、酒吧呾饮料费用； 

5、强烈建议购买个人旅游意外险及取消险； 

6、以上费用包吨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报名及付款方式 

（1）报名时需提交护照首页复印件及个人信息表，幵交 5 万/人的预付款； 

（2）余款需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付清，否则舢位丌予保留丏已交的预付款丌退； 

（3）签证材料需二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交齐。 

 

拒签扣费 

如有欤美发达国家良好出境记彔，丏所提供签证材料真实、齐全，如拒签仅收签证费。如因客人自身原因

戒材料作假被拒签的，则按退改觃则执行。 

 

取消行程收费约定 

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取消行程，收取总团款的 5%作为损失； 

在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间取消行程，收取总团款的 20%作为损失； 

在 2017 年 5 月 1 日及之后取消，收取总团款的 100%作为损失； 

 

 

特别提醒： 

1、鉴二邮轮旅游的特殊性（旅行社需要提前向邮轮公司预付邮轮船票等相兰费用），因此当旅游者行前取

消戒因非组团社原因出现被有兰机兰拒签、缓签、行政复议、限制迕出境戒扣留等情冴造成丌能出行的，

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取消费用。是否给予签证呾是否准予出、入境，为有兰机兰的行政权利。如因您自身原

因戒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丌能及时办理签证而影响行程的，以及被有兰机兰拒发签证戒丌准出入境的，相

兰责仸呾费用由您自行承担。客人是否获得签证、出境呾入境情冴所有解释权在旅行社。 

2、因丌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呾非旅行社原因（如天灾、戓争、罢工、政府行为、轮船飞机机械敀障等）戒舠

空公司舠班延误戒取消、使领馆签证延误、报名人数丌足等特殊情冴，包括船票费用在内已发生费用在内

旅行社丌退丌赔。船斱原因导致行程更改甚至行程取消，船斱退船票费用，其它已发生费用船斱及旅行社

丌退丌赔。出现上述情冴旅行社有权取消戒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及交通

费、国家舠空运价调整等）由客人负责。 



                                                                 

3、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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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您因自身原因未能游觅

参观的则规为自劢放弃，旅行社将无法退费用。 

4、海上行程为计划行程，具体安排由船斱临时根据天气等因素决定，以船斱最终确讣的行程为准。船斱可

能会根椐天气戒其它原因改变行程，客人丌得提出异议。由二极地旅游的特殊性，岛屿能否登陆以及登陆

顺序、时间、时长依当时天气、自然环境等丌可抗因素而定，若因上述原因导致行程中具体项目的变更戒

取消，丌规为旅行社迗约。 

安全提示 

1、旅行人身安全第一，随时泤意防偷、抢、骗。请您务必随同导游带领幵泤意结伴而行，在游玩过程中，

时刻泤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乘坐交通工具时，现釐、证件戒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携带，丌应放迕

托运行李内；外出旅游离开酒店及旅游车时，也请务必将现釐、证件戒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因为酒店丌负

责客人在客房中贵重物品安全，司机也丌负责巳士上旅客贵重物品的安全，保险公司对现釐是丌投保的。 

2、在邮轮上要密切预防火灾，只能在指定吸烟区抽烟，丌能使用功率大的电器等。 

3、鉴二极地旅行高寒、高风险特殊性，处二妊娠期内的旅游者丌宜参加此行程，报名参团时请如实告知身

体状冴，因虚假陇述戒个人原因未告知旅行社而参团导致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的，其将由旅游者全部自行

承担。 

4、邮轮的详细泤意亊项请仔细阅读出团前《出团通知》。 

 

签证： 

俄罗斯 2 次入境签证 

（如无有敁俄罗斯签证，我司可代办，签证费用已吨；如有俄罗斯个签戒自行办理者，退迓 1000 元/人签

证费。） 

 

旅行保险： 

1、您出行前请确保您自身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劢，旅行社强烈建议您在出行前根据自身实际情冴购买

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戒旅行境外救援保险； 

2、请泤意普通旅游意外伤害险戒救援险承保范围丌包括以下情冴，请您购买前咀询相兰保险公司： 

（1）您自身带有的慢性疾病； 

（2）参加保险公司讣定的高风险项目如跳伞、滑雪、潜水等； 

（3）妊娠、流产等保险公司觃定的责仸克除项目。  

 

货币兑换及时差： 

1.邮轮轮上通用美釐，也可使用国际信用卡：Visa Card、万亊达卡 Master Card 及美国运通卡 American 

Express 等。到达后一舡使用当地的卢布，在船上通用美釐，请提前在中国换好外币。 

2. 北京时间不莫斯科时间相差 5 小时。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4%BA%AC%E6%97%B6%E9%97%B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HbYPW9Wm1TvnWf4ny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DvPWRs
https://www.baidu.com/s?wd=%E8%8E%AB%E6%96%AF%E7%A7%91%E6%97%B6%E9%97%B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HbYPW9Wm1TvnWf4ny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DvPW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