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 West Coast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13 Days

美国西岸 & 黄石公园经典13天
北美最大的沙漠【莫哈韦沙漠】、黄石公园奇观、世界七大奇景【大峡谷西缘】、摩门教圣地【盐湖城】、西部
小镇【杰克逊】、海拔8,000英尺的【布莱斯峡谷】、美州最高的【胡佛水坝】、北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

费用说明

$1599
包2大主题公园门票

成人团费 | 双人房$1599/同房的第三人$459/同房的第
四人$999/单房差$950

天天出发

费用包含与不含
费用包含 | 酒店: 12晚酒店住宿 (标准间)
导游: 专业双语导游
交通: 豪华旅游巴士
费用不含 | 机票: 国际航班机票及其产生的燃油税和机场税
门票: 景点门票请参考项目价格表
餐饮: 早、午、晚餐
签证: 签证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小费: 共USD8/人/天
保险: 强烈建议购买各种旅游保险

行程简介
出发日期 | 天天出发 (29/4/2017 - 05/10/2017)
景点门票 | 黄石公园+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燃油附加费(必须支付)Yellowstone Park+Antelope Canyon+Bryce
Canyon (must pay)：$100
西峡谷门票(包午餐，必须支付)Grand Canyon West Rim (must pay)：$90
三藩市游(必须支付)San Francisco Tour (must pay)：$20
包伟湖船票：$50
玻璃桥门票 Skywalk：$35
直升飞机+游船套票 Helicopter + Boat Tour：$220
拉斯维加斯夜游 Las Vegas Night Tour：$35
拉斯维加斯魔术表演 Las Vegas Magic Show：$110
拉斯维加斯歌舞表演(观赏者须满18岁)：$122
拉斯维加斯梦秀 Las Vegas La Reve Show：$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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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 1. 报名时需缴付全额团费。报名一经确认不能转予他人或转作另一出发日期。
2. 取消手续费: 出发前15天或以上(手续费$200)；出发前8-14天(收取团费50%)。 出发前7天以内取消则视
为自动弃权论，所缴团费不会退还。如果团员在旅途 中退出或不参与任何团体活动(如膳食、观光及住宿
)，均当作放弃论，所缴费 用不会退还。
3. 旺季(如国家节日、复活节、暑假、圣诞及新年)，均需缴付节日附加费并提前安 排交通、膳食及住宿等
，故凡在旺季出发的团队，一律无法退还所缴费用。
4. 免费者如出团当日不出现罚款$150。
5. 所有双人/三人/四人一房旅馆均以双床为准;若要求加床，额外费用自行负担。

第一天

抵达洛杉矶

行程 | 抵达洛杉矶机场，当地导游将在国际航班出口处等候迎接，送往酒店休息。接机时间：8:30am至
10:00pm(国内航班)或8:30am至9:30pm(国际航班)，其余时间客人可到航站楼外红色候车区自行乘坐酒店
24小时免费专车前往酒店。在下午5pm之前抵达的客人，可自费参加“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自由行
$25，漫步于黄金海滩、著名码头游乐场、繁华的第三街步行街购物、餐厅和欣赏街头艺人表演。
住宿 | Best Western Plus或同级

第二天

洛杉矶 > 时尚购物中心 > 拉斯维加斯 > 圣佐治

行程 | 往北美最大的沙漠【莫哈韦沙漠】。精心安排名牌购物中心购物。午餐后抵达拉斯维加斯，在赌场试试手气
或市内观光。黄昏时抵达圣乔治。
住宿 | Ramada Inn或同级

第三天

圣佐治 > 包伟湖 > 羚羊彩穴 > 盐湖城

行程 | 早上前往位于科罗拉多河上的【葛兰峡谷水坝】参观，可自费荡舟湖上。这个长达1,960英里的湖岸由96个
峡谷组成，个个都拥有令人过目难忘的美景。 【羚羊彩穴】是光怪陆离的摄影天堂，全球无数旅友的梦想
，橙岩赤谷，娇色柔阳，天下奇景，咫尺瑶台，别有洞天，不虚此行。穿过一座石拱门，来到海拔8,000英尺
的【布莱斯峡谷】，在明媚阳光下漫步在这自然奇观中，真是世间一大乐事。对长时间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
说，此次旅程会略感疲惫，但一路的精彩体验必定会让您感觉累有所值。晚上将在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渡过
一晚。
住宿 | Microtel Inn 或同级

第四天

盐湖城 > 杰克逊 > 大提顿公园 > 黄石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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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早餐后前往黄石公园，途经著名牛仔州【怀俄明州】。一路上可见辽阔的草原，悠闲的牛、羊群。中午沿着
蛇河河谷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高耸入云的山峰，覆盖着千年的冰河，犹如进入人间仙境。随后进入【
黄石国家公园】，沿途可发现成群的美洲水牛及麋鹿等着游客为它们拍照，仿佛进入野生动物园。夜宿黄石
公园。
住宿 | Yellowstone Lodge或同级

第五天

黄石国家公园 > 盐湖城

行程 | 上午游览黄石公园的【黄石湖】，宏伟秀丽的峡谷，万马奔腾的黄石石瀑布，老忠实喷泉，巨象温泉分布在
这古老火山高原及全美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黑熊、灰熊、高角鹿和多种稀有水鸟以此为家。
住宿 | Holiday Express或同级

第六天

盐湖城 > 拉斯维加斯

行程 | 盐湖城是摩门教的圣地，参观【摩尔门教大教堂】，【犹他州政府大厦】，【宾汉铜矿场】及市区观光。下
午前往世界知名的拉斯维加斯赌城，晚上可自费参加夜游，欣赏五光十色夜景，金碧辉煌的威尼斯酒店，电
脑幻灯天幕表演，音乐喷泉水柱表演，豪华赌场百乐宫等。
住宿 | Stratosphere Hotel或同级

第七天

胡佛水坝 > 大峡谷西缘 > 拉斯维加斯

行程 | 早晨前往美州最高的【胡佛水坝】，遥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后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大峡谷*】可
由不同角度欣赏阳光与峡谷岩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或可自费参观位于大峡谷西缘的新建筑物【玻璃桥*】
，悬空于海拔4000尺之上，耗资六千万美元打造，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可从这块用玻璃制成的平台上,欣
赏720度大峡谷壮丽景色使人心情激动。更可自费乘坐【直升机*】抵达谷底乘坐【观光船*】观赏其壮丽景
色,傍晚返回拉斯维加斯【欣赏精彩的歌舞表演】。
住宿 | Stratosphere Hotel或同级

第八天

拉斯维加斯 > 名牌购物中心 > 洛杉矶

行程 | 前往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巧克力厂】了解制作巧克力的过程和不易融化的原因，可免费品尝或者购买。旁边
是绿意盎然的【仙人掌公园】，拥有美国西岸近乎所有的仙人掌品种。中午回程往洛杉矶。途中停留著名的
巴斯多名牌购物中心【Tanger Outlet Center】，大约傍晚回到洛杉矶。
住宿 | Ramada Inn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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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圣塔芭芭拉 > 17哩湾 > 旧金山

行程 | 洛杉矶出发，沿太平洋海岸线一路欣赏风景，前往誉为“美国的蔚蓝海岸”的圣芭芭拉。早期西班牙殖民时
期风格建筑是让游客体验南加州风情的最好去处。随后前往蒙特利半岛。轻柔的海风、蜿蜓的海岸、还有可
爱的海狗海狮徜徉其间；亿万富豪的别墅美伦美奂(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于此居住十年)，世界顶级的高尔夫球
场…十七哩的海景令人心旷神怡。风光旖旎的卡梅尔小镇、世界闻名的加州1号公路。傍晚抵达旧金山。
住宿 | Holiday Inn或同级

第十天

旧金山

行程 | 早上参观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第二大也是最美的校园。斯校的毕业生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大公司，谷歌、雅虎
、思科、惠普的创办人均毕业于此。随后驱车前往三面环海，由50多个山丘组成，三面环海的旧金山市。参
观美国西岸的标志性桥梁，被称为“不可能的大桥”的金门大桥;游览最热闹的渔人码头，可自费乘坐游船欣
赏【旧金山海湾*】；1915年巴拿马政府赠与的世界博览会遗址艺术宫和九曲花街都让您流连忘返。尤其是
旧金山高低起伏的地形配合维多利亚式的古典建筑，加上凉爽舒适的海风，构成了吸引成千上万观光客拜访
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因。下午可选择自费参加【旧金山深度游*】，夜宿中加州莫斯托。
住宿 | Holiday Inn或同级

第十一天

优胜美地 > 洛杉矶

行程 | 前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巍峨雄伟的花岗岩、气势磅礡的瀑布和宁静的山谷、巨木参天、高山流水、被
冰川雕琢得嶙峋不堪的巨岩峭壁以及波光粼粼的湖面，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块的完整
花岗岩-船长岩以及全世界第五大瀑布【优胜美地大瀑布】，在隧道观景点还可以看到鬼斧神工的半圆山。傍
晚返抵洛杉矶。
住宿 | Ramada Inn或同级

第十二天

洛杉矶 > 圣地亚哥 > 海洋世界

行程 | 前往加州最美丽的海港城圣地亚哥，可看到【美国航空母舰】。然后前往参观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海
洋世界】，于1964年开幕。有4个主要的海洋动物秀及20个展出项目，以【小动物杂技秀】、【野生北极】
、【蓝色地平线】及【食人鲸秀】最具特色。可搭乘快速橡皮圆艇体验全身湿透的快感，观赏海豚、企鹅、
海狮等海洋动物的不可思议精彩表演和体重超过两吨的巨大杀人鲸与训练人员一起演出精彩节目。还可获得
有关海洋动物的知识。搭乘海边空中缆车欣赏米慎湾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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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Ramada Inn或同级

第十三天

荷里活环球影城 > 离开洛杉矶

行程 | 前往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其起点是荷里活著名的建筑【中国戏院】，奥斯卡金像奖在1944-1946年
间于此颁发，2001年开始转移到旁边的【柯达剧院举行】。前往【荷里活环球影城】，是世上最大的电影和
电视剧产地。由48个电影制片厂组成，其中有32个致力于影片的拍摄。带您游历城里的恐怖片的拍摄场景
，如︰山洪爆发、大白鲨、金刚咆哮等。 “金刚3D电影“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紧张的3D体验的真实场景。
可感受【终结者2】的3D、4D立体影片。傍晚送往机场。请安排晚上9pm(美国国内航班)或10pm(国际航班
)后离开洛杉矶。

预定条款
1.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天氣、罷工、停航、政局、戰爭、災難等原因)，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啟程後取消或更改行
程，也有權縮短或延長行程，並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個人原因，而更改行程或滯留，所產生的一切
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有見及此，本公司強烈建議旅客儘早購買足夠的旅遊保險以備不時之需。旅客在旅
途中的安全由各交通、酒店、景點、船公司等具體運營商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涉。如在旅途、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損失
或傷亡，請恕本公司概不負責。
2.本公司保留拼團的權力，凡拼團之中的旅客萬一因航班延遲或其他原因無法於原定時間抵達旅程出發點，則請自行解決交通以與
團體匯合。行程順序將由司乘服務人員根據當天實際情況具體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旅客請聽從司乘服務人員的安排，由旅客個人
行為所引致損失的一切後果由旅客個人負責。
3.如需本公司代訂自費項目，請於出發前15個工作日清晰指示本公司客服人員預訂並付清全款。
4.如旅客參加的行程涉及酒店或其他住宿預訂，請留意本公司不負責配房，凡因單人報團則需付單人房費；同時請留意每逢旺季、
體育或民間盛會等時段則不同酒店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價費用，敬請書面確認具體團費。除非額外書面確認，本公司不會為個別旅客
預訂特殊房型，所有房型由酒店或住宿運營商按入住當日具體分配，如旅客不滿意所分配的房型請自行付費解決。
5.澳洲境內所有酒店均設無菸禁令，凡旅客在房間、衛生間、酒店公眾區間吸煙將被酒店收取高額罰款。取消條款：1.出發30 日前
扣團費50% 2.不足30 天取消行程，團費100%概不退還 3.所有代訂機票不能作任何形式更改、不作任何退款處理 4.出發當天遲
到或未到者，團費100%概不退還
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all tours on this
brochure. Tour operator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the tour operator has no control.
Travel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passengers hav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injury, loss/damage to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not being able to travel on the confirmed departure date. Full
fare is required for 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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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lation fee: 50% of fare if you cancel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you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depar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