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音乐比赛团参考行程

日期 行程内容 酒店

第一天

7.24

北京—东京

东京市区

酒店

参考航班：待定

请于指定时间在首都国际机场集合，搭乘国际航班，前往日本首都——东京，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出发前组

委会将发布机场到酒店的交通攻略，25 人以上团队免费安排接机。

用餐：无 交通：飞机

第二天

7.25

东京

东京市区

酒店

早餐后前往参观【日本科学未来博物馆】-【皇居外苑】

午餐后前往【音乐厅】参加比赛。晚上 10 点结束 比赛

【日本科学未来博物馆】日本科学未来馆是日本最好的科学类博物馆，面积庞大，地上 8 层地下 2 层的建筑物。

这里既有关于地球的自然知识科普，也有人类最新科技文明的展示，还有很多环保相关的展览内容。每个展厅

都有科学交流员以及志愿者进行现场讲解，并与观众进行多种互动实验。还可以有不同的有趣体验，比如进入

真实的潜水艇中，或者自己动手制作机器人。

【皇居外苑】是日本天皇平时居住的场所，天正十八年（公元 1590 年）由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修筑。

明治维新以后，天皇从定居了千年的京都迁都到东京，进驻了幕府将军的宅邸。

早餐：含 午餐：便当 晚餐：含 交通：大巴

第三天

7.26

东京

东京市区

酒店

早餐后前往【浅草寺】-【东京艺术大学】

午餐后前往【纪尾井音乐厅】参加排练演出 晚上 10 点结束

【浅草寺】是东京最著名、最古老的寺庙，也是东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据说寺内有一座在公元 628

年偶然被当地渔民打捞上来的观音金像，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寺庙祈福保平安。除浅草寺内堂外，浅草寺院内

的五重塔等著名建筑物和史迹、观赏景点非常多。在浅草寺可以求个签问凶吉，如果不走运抽到了“凶”，和

当地人一样系在抽签的地方就可以驱散霉运了。

【东京艺术大学】是一所校本部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的日本艺术类国立大学。其前身是于 1887 年分别

创立的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1949 年两校合并成为新制东京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的主要目的为

https://baike.so.com/doc/6747322-69618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94086-247998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48157-6761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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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美术和音乐领域的艺术家，其中音乐学部已培养了许多著名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美术学部也诞生了

许多著名画家、艺术家、建筑家。东京艺术大学是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主要院校之一，是日本国内历史最

悠久的艺术类高等学府，也是日本唯一的艺术类国立大学，在日本国内被一致公认为日本最高的艺术家培养学

府。

早餐：含 午餐：便当 晚餐：含 交通：大巴

第四天

7.27

东京—箱根—中部

中部温泉

酒店

游览内容：【富士山五合目】-【忍野八海】-【河口湖】

【富士山】富士山矗立在东京西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也是日本的象征。这座日本最高的山峰（海

拔 3775.63 米）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就像明信片上的风景画一样迷人。天厢根是最理想的观看富士山的地方，

天气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冬季，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富士山。（如遇天气不好无法上五合目时，我们则改为

一合目参观）

【忍野八海】它源于富士山顶的积雪，当积雪溶化成水渗入地底，经过地底的熔岩石过滤、沉积了八十多年才

终于流进忍野八海，因此泉水相当清澈且含有大量矿物质。因为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八个清泉，分别为御釜池、

底无池、铫子池、浊池、涌池、镜池、菖蒲池、出口池，于 2013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忍野八海”故而

得名且名扬四方。

【河口湖】河口湖是富士五湖中最低的湖，其他四湖分别是本栖湖、精进湖、西湖、山中湖。河口湖海拔 830

米，面积 5.7 平方公里，是比山中湖小富士五湖中的第二大湖，湖岸线曲折交错，湖周围最长，达 20.94 公里。

特别是北岸湖岸线尤为错综复杂，正面还有众多的眺望富士山的旅游胜地。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交通：大巴

中部—京都—大阪

https://baike.so.com/doc/25209340-26204582.html


第五天

7.28

大阪机场

酒店

游览内容：【金阁寺】-【心斋桥商店街】

【金阁寺】金阁寺建于 1379 年，原为足利义满将军的山庄，后改为禅寺。“金阁寺”一名源于足利义满修禅

的舍利殿，因其外以金箔装饰，民众遂以金阁殿称之，寺院也因此被唤作金阁寺。金阁寺的独特之处：游客拿

到的不是参观入场门票而是写有祝福话语的朱印。

【心斋桥商店街】心斋桥集中了许多精品屋和专卖店，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到处是市民和游客的人流。这里大

型百货店、百年老铺、面向平民的各种小店铺鳞次栉比。石板铺就的人行道、英国风格的路灯和成排砖造建筑

物的周防町筋，格调高雅，这一带被人称为欧洲村。

【道顿崛美食街】道顿堀位于心斋桥的南端，是大阪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也是地标级的美食据点。

·这里几乎囊括了大阪所有特色美食，拉面、章鱼烧、铁板烧、旋转寿司、河豚料理等应有尽有。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自理 交通：大巴

第六天

7.29

大阪

大阪机场

酒店

游览内容：【大阪环球影城】含门票、接送

【大阪环球影城】位于大阪市此花区，是世界 4 个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之一。这里不仅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还有让你少女心泛滥的卡通乐园。小黄人、kitty、史努比等卡通人物一定满足你的所有幻想。走进霍格沃斯城

堡，看着壁画上的人物和飘在空中的蜡烛，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真实的魔法世界，是哈迷们不可错过的一大

看点。除了原汁原味还原了好莱坞大片中的场景，还拥有众多的项目体验和表演，令你仿佛置身其中。

早餐：含 正餐园内自理 交通：大巴

第七天

7.30

大阪—北京

参考航班：待定

请于指定时间，在酒店大堂集合，前往机场办理手续，搭乘航班返回北京。

早餐：含 交通：飞机



旅 游 费 用 包 含
◆ 酒店：行程表上所列或同级酒店(以两位成人共用一房为原则)，由于日本酒店房间紧张，双间不足时，会给客人

升级为单间或大床间，请游客配合领队、导游按实际情况重新分房

◆ 膳食：行程中所示用餐，6 早 7 正

◆ 交通：采用专车，及行程内所列之各种交通工具

◆ 签证：北京领区旅游签证费用（其他领区自行办理签证，如需委托组委会办理请另交 150 元）

◆ 保险：境外旅游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旅游意外保险

◆ 导游：中文导游讲解

◆ 领队：全程领队服务

◆ 小费：包含全程小费

旅 游 费 用 不 包 含
◇ 机票：豪华客机往返经济舱机票及机票燃油附加税

◇ 个人护照费用

◇ 出入境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及保管费

◇ 行程以外的观光节目及其他另付费项目

◇ 各国酒类、汽水、洗衣、电报、电话及一切私人性质之费用

◇ 因罢工、台风、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交通延阻及其它不在本公司控制范围内情况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 单房差：500 元/人/晚【单人间（单人床 1 人用）】

◇ 外籍/港澳台：+1000/人 2 岁一下婴儿：单独核算。

◇ 儿童：出发之日 7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300，占床与成人同价；7 岁以上儿童必须占床。

温馨提示
1、全程酒店均为二人一室，如您的订单产生单房，我社将安排您与其他客人拼房，散拼团队分房按照同性别两人一

间为原则，在不影响分房的情况之下安排夫妻两人一间房。

2、客人如需临时取消行程内所含项目（景点、膳食、酒店等），作自动放弃处理，我社不退任何费用。

3、如因客人数据问题而造成拒签或被领事馆终止签证，需收取签证手续费及机票定金损失费。如机票已出，客人需

承担机票费+签证费+酒店损失费（酒店损失视乎取消时间而定）。但如出团前 3 天取消旅行，需缴纳团费的 100%

作为损失。

4、团队报名数据一般提前 15 天到我社，我社有权利在不通知同行情况下核实客人材料的真实性。我社根据客人的情

况收取 5 至 30 万元不等的押金。

5、因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天灾、战争、罢工、政治等因素，可能会对出团日期、行程等有所调整，我社保

留调整的权利。

6、因航空公司（机票价格和燃油附加费等）、汇率、政策等因素，我社有权调整价格并加收相应费用。

7、建议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和航空保险。

8、巴士每天服务至晚上八时，如客人自身原因景点集合迟到导致整团需延长巴士服务，按日本条例，需每小时付日

元 10，000 给司机作延长金， 此费用将由客人承担!

9、因客人自身问题而不能在中国海关出境或在日本入境，则所有费用，恕不退款。

10、按航空公司规定，所有航班必须按顺序乘坐，若有航段未使用，后面的航段航空公司有权限制或取消，可能导致



日本签证所需资料，仅限于北京领区客人送团队签证使用

★受理城市：

日本驻华大使馆(北京领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青海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适用人群：

适用于所有在北京领区常驻或工作的中国因私护照持有人，即使申请人为外领区人员只要常驻或工作地在北京领区。

都可进行申请。

★办理工作日：

9个工作日，旺季有可能顺延请提前办理。

★签证有效期：

自签发之日起 90 天内有效，停留日期 15 日，单次往返

★相关规定：

据日本使馆要求，申请人需提供准确的机位订单及酒店订单（行程中所涉酒店标准为三星级以上正规酒店，民宿、公

寓等相关旅店不能使用）。出签后，若客人的行程有变化（日期、酒店、航空公司）一定通知我们，我们需给使馆再

次提出申请，费用 100 人/次。

护照 (原件) 本人有效期 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如是换发护照，请提供旧护照原件。

照片 (原件)
1.近半年二寸白底彩色正规证件照 2 张。

2.照片尺寸要求 45×45mm。

身份证 (复印件) 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请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

户口本 (复印件)
1、全家户口本复印件（包括迁出、注销页）；

2、集体户口需提供集体户口首页及本人页；

结婚证 (复印件) 已婚者请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离婚证 (复印件) 离婚者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申请表 (原件)
《日本签证申请表》需使用我司提供的指定表格，分 2页打印 2 份；现住址必须具体到门牌

号；签字使用黑色签字笔手写。注：仅签名处为申请者亲笔手写签字，表格打开方式：必

须用 Adobe reader 软件

无法正常出行，所有风险客人自行承担，后果自负，团费不予退还！

11、境外离团或当地参团客人，我公司有权拒绝这类客人参团。如出现次种情况，报名时请向我公司说明，我公司有

权决定是否接受客人报名和是否收取附加费。

12、如遇当地公共假期、节日、气候等状况，上述行程次序及景点可能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本公司不作预先通知，

敬请谅解。



固定资产证明

固定资产（以下 3 项，提供其中 2 项即可）

1、房产证复印件

2、车本复印件

3、存款证明原件（金额 5 万元以上，需冻结到归国之后，使馆不予退还，到期自然解冻。）

在职人员

补充资料

在职证明（原件）

1.在职证明中文一份（详见模板）。

2.使用公司正规抬头纸打印，并加盖公司红章。

3.在职证明内容需包括：单位名称、本人职务、入职时间、负责人签字以及电话、传真。并

需要注明担保申请人按期回国（以模板为准）。

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如申请人在所在单位为企业单位,请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清晰复印件,用 A4 纸复印,有年检

记录（需加盖公司红色印章）。

如申请人在所在单位为企业单位,请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清晰复印件,用 A4 纸复印,

有年检记录（需加盖公司红色印章）。

备注：营业执照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任选其一提供即可。如单位无法提供任意一项须出具带

有公司抬头加盖公章的无法提供说明。

退休人员

补充资料

退休证 (复印件)

已退休人员请提供退休证复印件

学生及儿童

补充资料

出生证明（复印件）

未成年人，需提供出生证明的复印件。

学生证 (复印件)

1.若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需提供学校在读证明原件，内容需包括：学校名称，地址和电话，

学生所学专业或所在班级，学校假期时间等。

2.学生证复印件和注册信息页

无业及自由职业

补充资料

如家庭主妇、毕业生未参加工作、无业人员，私营业主，报名时怀有身孕等特殊情况，需在

住宿地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

外领客人

补充资料

暂住证 (原件)

非北京领区客人需提供北京（或北京领区）居住证/暂住证原件；

例如：如护照签发地为广州的申请人在北京工作需提供暂住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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