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加拿大）东西岸名城+大瀑布+黄石国家公园+大峡谷
国家公园+圣塔芭芭拉+海滨 1 号公路 16 天深度精品团 

（南航） 
(广州集中，纽约入，旧金山出，返回联运地) 

联运地-广州-纽约-费城-华盛顿-水牛城-多伦多-盐湖城-邦纳维尔盐沼-爱达荷瀑布-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

公园-杰克逊牛仔城-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拉斯维加斯-巴斯托-洛杉矶-圣塔芭芭拉-丹麦村-加州小镇-17英

里-旧金山-广州-联运地 

 

【往返直航】乘坐南方航空，往返直飞，不在雾霾区转机，中文空乘服务更贴心，可配联运，出发就在家门口 

【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全美最壮丽国家公园景点一览无遗 

【世界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天空之镜”奇境邦纳维尔盐沼 

【景点升级】包含游览价值 1800 元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 

【海天一色】到访全球最美海滨公路：加州海滨一号公路 

【小镇风光】绝美的小镇风光不容错过：杰克逊牛仔城、加州小镇、丹麦村、圣塔芭芭拉 

【名品乐购】特别安排西海岸低税名品奥特莱斯，世界名品等你带回家！ 

【精品小团】精品小团出发，VIP 服务，照顾更周到，精英人士首选 

 

 

 

 

 

 

 

 

● 航班客舱设计更人性化，出行更环保，起降更平稳安静；让您的旅行更舒适、更安全、更快捷！ 

● 住宿升级：全程入住相当于国内四星标准，精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舒适温馨酒店； 



 

 

时间 行程 图片 交通 餐 

第一天 

联运地 广州 纽约 

参考航班：CZ699 CANJFK 1935/2300 

自行从联运地乘坐国内联运航班飞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集中，随后乘

机飞往美国东部城市——纽约，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温馨提示：联运出发日期、时间及航班以航空公司安排为准！） 

 

巴士/

飞机 

X 

X 

X 

● 游 7大经典项目费用：17英里风景区、圣塔芭芭拉、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

公园、旧都费城、自由女神游船； 

● 特别安排乘坐自由女神游船，近距离欣赏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风采； 

● 精心安排美国本土最初哥德式建筑的教堂，也是纽约最受欢迎的举行婚礼场所——圣约派粹克大教堂； 

● 独家赠送纽约曼哈顿“后花园”——中央公园； 

● 增游美国旧都费城，也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的地方； 

● 游览费城最大最出名的市场——雷丁市场； 

● 造访世界政治中心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感受脚踏世界权力中心的快感； 

● 到访神秘的摩门教圣地盐湖城：摩门教圣殿、犹他州政府议会大楼，欣赏拜占庭式奇迹； 

● 造访美国“天空之镜”邦纳维尔盐沼，犹如人间仙境； 

● 走进充满美国牛仔风情的杰克森牛仔小镇； 

● 游览鹿角公园，这里有用脱落鹿角搭建而成、稀罕有趣的鹿角门； 

● 放慢脚步享受生活、感受爱达荷州的静谧之美； 

● 参观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公园，不同地质景观一次造访： 

● 大提顿国家公园（冰河时期遗留地形、高山冰河湖、角峰） 

● 黄石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热、间歇泉、峡谷瀑布、美洲野牛生态）壮观景象 

● 科罗拉多大峡谷（不去人多的西峡，风景更美） 

● 驰骋于见证了伟大的美国人民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的“母亲之路”—66号公路； 

● 游览诉说 66号公路历史故事与美国历史故事的塞利格曼小镇； 

● 到访繁华璀璨的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近距离接触这座让所有来访者都为之陶醉的不夜城； 

● 特别安排巴斯托奥特莱斯，让您尽享品牌折扣的购物乐趣；   

● 游览电影王国洛杉矶，前往星光大道，亲见中国戏院与杜比剧院，感受电影之都的无穷魅力； 

● 欣赏美国最具欧洲风情小城圣塔芭芭拉； 

● 欣赏阳光加州最美的景色，探访可爱精致的丹麦村； 

● 独家入住美丽的美国乡村小镇——加州小镇； 

● 沿着全球最美的海边公路：1号公路，畅游唯美 17英里风景区； 

● 不惜成本，畅游三藩：特别安排游览美国西海岸不容错过的美景城市——旧金山（三藩市），“金门大桥”、

“九曲花街”展现刚柔并济之美； 



 

第二天 

纽约 

全天纽约市区观光。乘坐自由女神号游轮，在游轮上观赏代表美国国

魂标志的【自由女神像】（约 1小时）；游览世界的金融中心【华尔

街】（约 20 分钟），这里云集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

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使其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参观

誉满全球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外观约 20 分钟）；自由漫步于气

度非凡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以及名牌商店遍布的【第五大道】（自

由活动时间，约 90 分钟）；参观纽约最大、最华丽的【圣约派粹克

大教堂】，这是美国本土最初采用哥德式建筑的教堂，也是纽约最受

欢迎的举行婚礼场所。最后参观纽约最大的都市公园--【中央公园】

（约 15 分钟）。中央公园坐落在摩天大楼耸立的曼哈顿正中，是纽

约第一个完全以园林学为设计准则建立的公园。各处景观令您目不暇

接、叹为观止。随后送客人返回新泽西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X 

晚 

第三天 

纽约-费城-华盛顿 

早餐后，乘车前往费城，游览【独立宫】、【自由钟】（约 30分钟），

游览费城最大的最出名的市场【雷丁市场】，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地道

的费城美食。芝士牛排 Cheese Steak 就是费城美食的代名词。看厨

师烹饪 Cheese Steak，就像一场热火朝天的秀。游毕驱车前往华盛顿，

抵达后市区游览：风格独特的美国总统【白宫】（外观约 20 分钟），

【零公里纪念碑】（约 5分钟），山明水秀的【杰佛逊纪念堂】（约

30 分钟），肃穆的【越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林肯纪念堂】

（总共参观时间约 30 分钟），宏伟壮观的【国会山庄】（外观约 20

分钟）等。游毕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X 

晚 

第四天 

纯美客人：华盛顿-水牛城 

早餐后，乘车前往水牛城，沿途欣赏美丽的小镇风景，傍晚抵达水牛

城，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晚 
美加客人：华盛顿-水牛城-多伦多 

早餐后，乘车前往水牛城，沿途欣赏美丽的小镇风景，抵达水牛城，

晚餐后过境前往多伦多，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五天 

纯美客人：水牛城 

早餐后，自由活动。可自行前往瀑布边，欣赏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的【尼

亚加拉大瀑布】。自由活动期间不含车及导游服务。下午与美加客人

汇合，晚餐后，送回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晚 

美加客人：多伦多-水牛城 

早餐后，多伦多市内观光：半圆形设计的【市政厅】（约 20 分钟）、

维多利亚式建筑的【议会大厦】（约 20分钟）、【多伦多大学】（进

校园，约 20 分钟）、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纪录为最高的国家电

视塔—【CN 塔】（不上塔，约 10 分钟）。随后乘车前往加拿大瀑布

城，从加拿大境内观看瀑布，游览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的【尼亚加拉大

瀑布】（约 40 分钟）。游毕返回美国瀑布城与纯美的客人汇合。晚

餐后送客人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六天 

水牛城 盐湖城-邦纳维尔盐沼-爱达荷瀑布地区 

早上乘机飞往盐湖城。盐湖城，是犹他州的首府，亦是摩门教的圣城。

此城之建立应归功于摩门教友的热忱与奉献，才得以在这一片盐水中

建立这么一个现代化及工业化的城市。抵达盐湖城后，市区游览：【摩

门圣殿】、【犹他州政府】、【议会大厦】（约 40 分钟）。随后游

览【邦纳维尔盐沼】（约 20 分钟），邦纳维尔湖是三万两千年到一

万四千年前存在于现今美国西部大盆地，如果有一点雨水，邦纳维尔

盐沼海天一色，美得像一面镜子，具有美国“天空之镜”的美称，甚

至堪比玻利维亚的“天空之镜”。游毕乘车抵达黄石森林保护区，入

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飞机 

X 

X 

X 

第七天 

爱达荷瀑布 

早餐后前往爱达荷瀑布镇，抵达后游览【爱达荷瀑布】：爱达荷瀑布

是在蛇河上建成的人工瀑布。蛇河起源于黄石公园，水量极为丰富。

为了调节河水流速，利用河水资源，1909年起，蛇河上先后修建了十

多座水坝，这座水坝是其中最漂亮的，有了这座水坝，才有了这道瀑

布。人工瀑布见得多了，无非是拦河截断，让水自上而下冲下来，没

啥稀奇。爱达荷瀑布却别出心裁，是沿着河流的方向呈一条斜线所筑，

哗哗垂落形成一道环状水帘。瀑布虽然落差不大，却非常宽，是世界

最大的人工瀑布。河岸像巨大无比的织机，水流像细细密密银白色的

 

巴士 

早

午

晚 



 

经线，纷纷流泻而下。虽是水利工程，但它独特的人造瀑布的景观，

吸引着四方游客，是著名的休闲旅游景点之一。随后随意漫步一番，

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欣赏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众多建筑。自行

探索市中心的餐厅、酒馆和商店，然后沿着爱达荷州瀑布精心铺设的

人行道悠然漫步，附近就是风景如画的蛇河。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

束当天行程。 

第八天 

黄石国家公园 

全天游览黄石国家公园，色彩斑斓的大棱镜温泉，举世闻名的老忠实

喷泉，浪漫迷人的黄石湖、雄伟秀丽的大峡谷、万马奔腾的黄石瀑布、

神秘静谧的森林，分布在这块古老的火山高原及全美最大的野生动物

保留区，清澈的溪流，鱼儿力争上游，如茵的草原，野生麋鹿觅食其

上，其它如黑熊、灰熊、高角鹿和多种稀有水鸟亦以此为家。晚餐后

送回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晚 

第九天 

黄石森林保护区-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牛仔城-盐湖城 

早餐后，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约 40分钟），高耸入云的山巅，

覆盖着千年的冰河，宛如进入人间仙境；随后抵达杰克森牛仔城用餐，

游览市中心的【鹿角公园】（约 40 分钟），游毕乘车返回盐湖城，

抵达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晚 

第十天 

盐湖城-大峡谷国家公园地区 

早餐后，乘车前往周边小镇，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小镇。抵达后入住

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推荐自费项目：【羚羊峡谷+鲍威尔湖+马蹄湾】：世界上著名的狭缝

型峡谷之一，也是知名的摄影景点的【羚羊峡谷】。这裡属于纳瓦荷

族保护区。羚羊峡谷发现的记录已不可考。据纳瓦荷族的歷史传述，

该地过去是叉角羚羊栖息处，峡谷裡也常有羚羊漫步，这也是此峡谷

名为羚羊峡谷的由来。老一辈的纳瓦荷族曾将此地视为静思与大灵沟

通的栖息地。羚羊峡谷如同其他狭缝型峡谷般，是柔软的砂岩经过百

万年的各种侵蚀力所形成。后前往美景是“彩色峡谷”、美国境内第

二大人工湖—【鲍威尔湖】，全湖被格兰水坝截断科罗拉多河而形成

巨大的蓝色湖泊，其中的峡谷有 96 个之多。站在悬崖边俯瞰 300 米

下的科罗拉多河，不禁感叹造物主神奇的魅力！随后乘车前往观赏【马

 

巴士 

早 

X 

X 



 

蹄湾】，此为科罗拉多河在此 270度大回转切割而成。马蹄湾是惊魂

夺魄的，却又是让人屏息静气的。 

第十一天 

大峡谷国家公园地区-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塞利格曼-拉斯维加

斯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大峡谷为游客

提供了无以伦比的机会，从陡立丛生的悬崖边欣赏壮观的远古峡谷中

狭长景色。它并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但是大峡谷凭籍其超乎寻常

的体表和错综复杂、色彩丰富的地面景观而驰名。前往塞利格曼

（Seligman），66 号公路上的重镇之一，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汽车小镇，

据说也是《汽车总动员》里的原型小镇。乘车前往 66 号公路，66 号

公路的传奇不仅曾是美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还因为它在美国人开拓

西部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66 号公路拍的电影《汽车总动员》

发挥了寓教于乐的功能，不仅让观众思考繁忙生活中的生命意义，也

因这部电影的上映，再度唤醒了美国民众对于 66 号公路的回忆。游

毕前往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这里的主题式酒店设计精美，

彰显着这座繁华都市的金碧辉煌和独特魅力。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X 

晚 

第十二天 

拉斯维加斯-巴斯托-洛杉矶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西班牙语意为“天使之

城”。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游览途经的名牌 OUTLETS购物（约

1 小时），这是一家全美直销连锁商场，在田纳西、密苏里及维吉尼

亚和北卡罗莱纳州都有分店，由各类名牌商店直营。抵达后，游览星

光熠熠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会场——【杜比剧

院】、星光大道之起点——【中国大剧院】等（约 40 分钟），随后

到 Time Square或 Red Sun Gift或 Nutritional Supplement 购物商

场购物（约 30分钟）。游毕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X 

晚 

第十三天 

洛杉矶-圣塔芭芭拉-丹麦村-加州小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具有拉丁式典雅风格典范的小城—【圣塔芭芭拉】，

独具西班牙遗风的国家古董级建筑【圣塔芭芭拉法院钟楼】，随后感

受醉人阳光的加州海滩与造访浪漫的码头【圣塔芭芭拉码头】（共约

30 分钟），这里还是众多海鸟们的聚集地。随后前往可爱精致的【丹

 

巴士 

早 

X 

晚 



 

麦村 Solvang】(约 1 个小时)，古老的风车，北欧式的建筑，该村的

标志是一架静静转动的风车。在这个美丽的村落走走，统一的丹麦风

格建筑会让你忘记你正身在美国。您可品尝闻名于世的丹麦糕饼或来

一杯欧洲的香醇咖啡，度过浪漫、闲暇的时光。游毕后晚餐，餐后入

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十四天 

加州小镇-17英里-旧金山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西岸黄金海岸线 17里湾】（约 40 分钟），

这里是加州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被评为全美三大最佳驾车风景路

线。这段紧傍太平洋的私人公路，因其绝美的海岸风光、举世闻名的

高尔夫球场、庭院深深的豪宅，历久不衰、百看不厌。这里除了沿路

海天一色外、还偶可看到最具代表性的孤寂柏树、槐树；此外，这里

还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公园，如幸运可见海豹、山鹿、海燕、海鸥等就

近栖息或散步在路旁，景观多变，不远处便是举世闻名的【圆石滩高

尔夫球场】。游毕前往旧金山，抵达后游览旧金山的标志，气势磅礴

的【金门大桥】（约 30 分钟）；曾举办过万国博览会的，具有古罗

马式建筑风格的【艺术宫】（约 20 分钟）；游览世界上最弯曲的街

道——【九曲花街】（约 35 分钟）。随后到 Gift Outlet 选购手信

（约 30分钟）。最后前往充满欢乐气息的【渔人码头】(约 40 分钟)。

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X 

第十五天 

旧金山 广州 

参考航班：CZ660 SFOCAN 1355/2210 

早餐后前往机场，乘机返回武汉/广州，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夜宿

航机上。 

 
巴士/

飞机 

早 

X 

X 

第十六天 

广州 联运地 

到达武汉或广州机场后散团，结束行程，或自行乘飞机返回联运地，

返回温馨的家。 

（温馨提示：联运出发日期、时间及航班以航空公司安排为准！） 

 飞机 

X 

X 

X 

***旅行社将根据最终确认的航班时间、首末站城市对行程游览顺序一并调整，最终以出团说明会或出

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为准。**** 

 
参考联运城市： 
梅州、汕头、湛江、南宁、柳州、北海、海口、三亚、厦门、福州、南昌、赣州、吉安、



 

武汉、襄阳、宜昌、十堰、恩施、长沙、张家界、常德 
 
服务标准及费用所含： 

① 全程机票经济舱票价、机场税（费）及燃油附加费；  

②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2人 1间，具有独立卫生间，空调）；  

③ 行程所列餐费（转候机及自由活动期间除外），酒店内及酒店外早餐相结合，酒店外早餐餐标为 USD5/

餐/人，正餐以中式围餐（10 人六菜一汤）或中式自助餐为主，美国午餐餐标 USD7/餐/人，晚餐餐标

USD8/餐/人，不含酒水；  

④ 行程所列游览期间空调旅行车；  

⑤ 行程所列景点第一门票（注：乘船游览自由女神，不上岛；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科罗拉多

大峡谷（南峡）；17英里）；  

⑥ 专业领队服务，含司机领队工资（不含司导服务费）；  

⑦ 价值 30万中国人寿旅游意外保险； 

 
 

费用未含： 

① 本次行程签证费用；  

② 护照费、EVUS 美签电子登记费用、申请签证中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手续费，如未成年人所需的公

证书、认证费；  

③ 国内段往返地面交通；  

④ 全程司导服务费 USD159/人；  

⑤ 额外游览用车超时费（导游和司机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 9小时，如超时需加收超时费）；  

⑥ 行程中所列游览活动之外项目所需的费用；  

⑦ 单间差 CNY7390/全程(分房以同性别客人住一房为原则，如需住单人间，报名时应提出申请，并补交单

间差（如因客人在团上调整与他人拼住，费用不退！）；如报名时为夫妻、母子/父女（子、女需占床）、

兄弟姐妹需住一间房请提前告知，在不影响整团出现单人间的情况下予以安排同住，否则以我社安排分

房为准；  

⑧ 在机场内转机、候机及在飞机上时间及自由活动期间用餐由客人自理。(在美国内陆的航班不提供免费的

飞机餐)；  

⑨ 出入境行李的海关税、全程行李搬运费、保管费以及行李托运费；  

⑩ 客人个人消费及其他私人性开支。例如交通工具上非免费餐饮费、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

费电视、行李搬运、邮寄、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  

⑪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⑫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变更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以及行

李在航班托运期间的造成损坏的经济损失和责任。特别提醒：因以上不可抗力因素而额外产生费用的，

均需要客人自行承担。 

 

注：1、12岁以下不占床小童减团费 CNY3695/人，占床小童按成人价收取。  

2、敬请游客遵守我国及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风俗习惯、宗教禁忌，不得参

与任何违反以上项目的活动！  

3、为防止疲劳驾驶，行程中途经的休息站、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地停留仅供休息和方便之用，不建

议游客购物，游客因购物产生的纠纷与本社无关。  

4、意见表用于评估领队、导游及当地接待的服务质量，为保证客人的有效权益，请务必如实填写！ 

 

友情提示： 

1、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旅客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可能需要征收关税。详细内容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2010年第 54号文件》。 



 

3、行程中提及的摄影亮点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后提供参考，受天气、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留意。  

4、分团、脱团：客人应按合同约定全程随团游览，若客人自行分团、脱团，所交费用不予退还，客人对此

表示同意。 

 
 

自费购物项目（在正常行程下安排，客人根据个人情况自愿购买）： 

 洛杉矶： 

Time Square或 Red Sun Gift或 Nutritional Supplement（停留约 30 分钟）；； 

 旧金山： 

Gift Outlet（停留约 30分钟)；； 

 

提示： 

1. 所有购物场所绝不强迫，如因行程安排、天气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2. 所有商品均明码标价，请您在购买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购买付费后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3. 不增加行程中列明以外的额外购物店（如要求增加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4. 购物安排是应客人要求而增加的项目，客人应本着“自愿自费”的原则，导游将不会带有任何强迫因素； 

特别提醒： 

1. 旅游法第十六条规定：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团、脱团（同样

适用自备签证的参团游客）。游客在境外有任何形式的脱团我社都将收取 200 至 1000 美金不等的罚金，并

写书面说明，拒不交罚金且脱团的游客将视为主动解除与旅行社签定的旅游合同，我社将取消此游客后面行

程的一切食宿等安排。游客在境外有任何形式的滞留不归，我社都将第一时间通报中国和目的地国司法机构，

客人将被列入中国和目的地国移民局的出入境黑名单里。 

2. 此次旅行是跟团游，不是自由行，旅行社需要全程对游客的安全事宜负责，请大家不要参加由境外第三

方组织的游览活动，因为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活动是否是正规经营，是否有购买商业保险，是否在出现紧急情

况时能给予全力协助，回国后还有连带问题的是否可以连带解决等等。如游客参加了由境外第三方组织的活

动，我社将收取 200 美金/人的违约金，并写书面说明，拒绝缴纳违约金和写书面说明的游客将视为主动解

除与旅行社签定的旅游合同，我社将取消此游客后面行程的一切食宿等安排。  

我们建议大家参加报名时拿到的行程里面公示的自费活动，因为一旦有需要协助的，地接社组团社导游领队

都会全部给予您全力的协助，并且我们所推荐的自费活动全部为正规的营业单位。一次美好的旅程，首先是

建立在安全安心的基础上，旅行是放松，绝对不是冒险 ！  

3. 在美国/加拿大期间妥善保存好自己的护照，因为在外购物、刷卡和办理登机手续等等都要用到护照。 

4. 如合作社擅自更改《出团通知》，与我社不同，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合作社承担。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同意所有以上行程和购物安排。 

 

旅客签名： 

 

 

 

美加旅行自选项目表 
城
市 

自费项目 价格 内容介绍 
费用所含的

明细 
可成行的
人数 



 

水 
牛 
城 

“雾中少女号”游
船 

（10月25日至次
年4月中旬期间停

开） 

USD20/人 
（美国境内） 
CAD35/人 

（加拿大境内） 

乘坐“雾中少女”号零距离接触瀑布，可
以很真切地感受到瀑布狂泻直下而产生的
巨大水汽与浪花，水势汹涌有如千军万马，
惊心动魄。所有的乘客都会随着雷鸣般的
水声兴奋地欢呼起来。这将是终身难忘的
回忆。 

门票 ≥10 

水 
牛 
城 

OUTLET 
（约2小时） 

USD30/人 

奥特莱斯尽享购物乐趣，包括知名品牌
COACH等。 

车费 ≥15 

水 
牛 
城 

瀑布夜游 USD20/人 

夜晚的瀑布分外迷人，在灯光的映射下另
有一番景象。 车费 

司导服务费 
≥15 

印 
第 
安 
保 
护 
区 

羚羊峡谷+鲍威尔
湖+马蹄湾（约3

小时） 
USD245/人 

全世界最奇特的狭缝洞穴——世界十大摄
影地点之一的羚羊彩穴。彩穴的岩壁融合
了千百年来风和洪流的侵蚀，呈完美的波
浪形，是大自然的抽像画。一直以来彩穴
都是纳瓦霍印第安人静坐沉思的净地，他
们相信这里可以聆听神的声音。随后前往
马蹄湾, 她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十大最
佳摄影地点之一，1000英尺直下的悬崖下，
绿色的科罗拉多河围绕着红色的马蹄状岩
石，蜿蜒流淌出270度的转角，极具震撼。
翻过一段小山坡，沿着布满细沙的步道前
行，眼前豁然开朗，您一定会沉醉于碧水
蓝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之美。 在科罗
拉多河沿岸由上往下俯瞰，将发现科罗拉
多河流经270度巨大的马蹄型弯道。此景观
是保证震撼人心，是地球上最奇特诡异的
景观之一，也是大自然摄影家的最爱。后
前往美景是“彩色峡谷”、美国境内第二
大人工湖—鲍威尔湖，全湖被格兰水坝截
断科罗拉多河而形成巨大的蓝色湖泊，其
中的峡谷有96个之多。站在悬崖边俯瞰300
米下的科罗拉多河，不禁感叹造物主神奇
的魅力！随后乘车前往观赏马蹄湾，此为
科罗拉多河在此270度大回转切割而成。马
蹄湾是惊魂夺魄的，却又是让人屏息静气
的。 

预定费 
司导服务费 

车费 
门票 

≥10人 

拉 
斯 
维 
加 
斯 

科罗拉多大峡谷 
（南峡） 

南峡内直升
飞机（约 30

分钟） 

USD245/
人 

乘直升飞机前往大峡谷深处，以上帝视角
眺望峡谷，你将遇见大峡谷最震慑人心的
风光。鸟瞰谷底奔腾不息的科罗拉多河，
全方位欣赏令人叹息的自然美景。粗犷嶙
峋的岩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幻出不同的色
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惊叹，直升机
里的您可飞越亿万年时光里层层形成的岩
石峭壁。这也将是你真切直观地球大裂缝
的一次非常难忘经历。特别注意：此产品
需叠加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一日游
基础上购买，不可单独购买！ 

预定费 
机票费 

工作人员服
务费 

人数不限 



 

拉 
斯 
维 
加 
斯 

拉斯维加斯大夜
游 

（约2小时） 
USD80/人 

体验美国最美丽、最璀璨、最耀眼、最具
代表性的不夜城，夜游拉斯维加斯也是体
验美国奢华、疯狂和纸醉金迷的最好方式，
是游客到拉斯维加斯必游项目之一，包括
新旧城参观游览，感受不一样的拉斯维加
斯夜景，有老城区耗资6000万美元，全球
最大的天幕“灯光秀”、新城区百乐宫酒
店前庭人工湖会随乐声变幻出各种图案和
造型的音乐喷泉 外观拉斯维加斯大道上
多家著名主题酒店等。 

用车超时费 
司导加班费 

≥15 

拉 
斯 
维 
加 
斯 

拉斯维加斯秀 USD79/人—USD180/人 

【拉斯摩天轮+灯光秀】：乘坐世界上最高、
最大的摩天轮——豪客摩天轮（ High 
Roller）；老城区观看耗资6000万美元，
全球最大的天幕“灯光秀” 
【KA秀】：主要剧情是讲述一对双胞胎踏
上充满艰难险阻的旅途去完成自己所背负
的天命的故事 
【LE REVE 水秀】：整台秀将人与水，艺
术与科技，灯光与舞美，听觉与视觉完美
结合，完美的展现水的能量和人体艺术的
美丽 
还有【Vegas Show】：拉斯其中一个最有
代表性的表演，用最华丽的百老汇表演手
法把拉斯的发展歷史展現在观众面前。 
【大卫科波菲尔魔术秀】、【Criss Angel 
Mind Freak魔术秀】供大家选择 
备注：六项选其中一项 

预定费 
用车超时费 
司导加班费 
门票费 

≥10 

洛 
杉 
矶 

好莱坞环球影城 
（半天，约3-4小

时） 
USD160/人 

环球影城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电影及电视制
作的为题材的主题公园。该影城位于世界
著名的电影胜地好莱坞，位于洛杉矶的市
区的西北面,是游客到洛杉矶的必游之地.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绝望的主妇≥等著名
电影的拍摄场地，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感
受3D金刚大战，地震山洪暴发的情境体验 
观看现场版紧张 激烈的海盗大战以及回
顾经典影片片断等。 

预定费 
门票 

司导服务费 
车费 

≥15 

洛 
杉 
矶 

洛杉矶半日深度
游 

USD69/人 （含午餐） 

【格里菲斯天文台】是洛杉矶的标志性建
筑物，也是洛杉矶的文化象征。【比佛利
山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这里被人们称
为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农夫市场】 
(The Original Farmers Market) 如今已
经成为洛杉矶最具代表性的热门目的地。
【圣莫妮卡海滩】是北美66号公路的终点。
是离市区最近的海滩，这里平日热闹非凡。 

司导服务费 
车费 

>10 

纽 
约 

普林斯顿大学 USD35/人 

普林斯顿大学始建于1746年是美国殖民时
期成立的第4所高等教育学院。历史悠久，
学术精湛在美国大学的排行榜上与哈佛齐
驾并驱，不相上下。且在苍松翠柏，参天
古木的簇拥环境下采用哥特式和古希腊式
设计的结合，使其被评为全美最漂亮的大
学之一。 

司导服务费 
车费 

全团 



 

纽 
约 

普林斯顿大学+巴
尔的摩港口 

USD60/人 

普林斯顿大学始建于1746年是美国殖民时
期成立的第4所高等教育学院。历史悠久，
学术精湛在美国大学的排行榜上与哈佛齐
驾并驱，不相上下。且在苍松翠柏，参天
古木的簇拥环境下采用哥特式和古希腊式
设计的结合，使其被评为全美最漂亮的大
学之一。 
巴尔的摩是美国大西洋沿岸重要的海港城
市，自然条件优越，周边环境优美，向来
是美国五大湖区，中央盆地与大西洋上联
系的一个重要出海口。 

司导服务费 
车费 

全团 

纽 
约 

世贸大厦遗址+自
由塔+纪念公园 
（约1.5小时） 

USD69/人 

【世贸大厦遗址】作为代替在911事件中被
撞毁的世贸中心，并最终成为曼哈顿下城
交通、商业零售以及办公走廊的中心，是
纽约重要地标之一；其中自由塔是是兴建
中的纽约新世界贸易中心的核心建筑，而
它坐落的地方即是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中倒
塌的原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楼的旧址，从
不同角度观赏会有不一样的形状；纪念公
园是是一个容纳了记忆与嬉戏、生与死的
场所，中央是原世贸中心双塔基座的倒映
池。 

车费 
门票 

司导服务费 
  ≥15 

纽 
约 

无畏号航母博物
馆 

(约1个小时) 
USD35/人 

“无畏”号航母1943年服役，历经二战、
冷战和越战。是一艘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太
平洋战场上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航空母
舰。 航空母舰内部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参观
和拍照，包括布满仪表的操作台，并且
“9?11”事件中世贸大楼残骸也在这里展
出。 

门票 
司导服务费 

≥10 

纽 
约 

夜游纽约曼哈顿 
（约1.5小时） 

USD80/人 

体验最具现代的都市夜生活，夜游全程约
1.5小时，景点包括：时代广场、洛克菲勒
登顶等。夜色中的曼哈顿如梦如幻。 

用车超时费 
司导加班费 
门票费 
门票 

≥15 

棕 
榈 
泉 

棕榈泉outlets 
约3~4小时 

USD60/人 

美 国 棕 榈 泉 位 于 科 罗 拉 多 沙 漠 的 
Coachella 山谷以内，是沙漠城市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它那独有的乡村文化一直被
完好的保留至今。棕榈泉outlets更是美国
西南部最大的，品牌最集中的 风景最美的
OUTLETS.共有一百多家品牌COACH CUCCI 
DIOR BURBERRY ARMAINI等一应俱全，是来
美游客的最佳购物之地。 

车费 
司导服务费 

全团 

旧 
金 
山 

旧金山海湾巡游
游船 

（约1小时） 
USD32/人 

是全美唯一提供中文耳机的游船。坐游船
环绕旧金山巡游约1小时。在这里您将看到
海湾大桥，轮渡大厦，电报山上的克伊台
（ Coit Tower ） 马 林 陆 岬 （ Marin 
Headlands），索萨利托（Sausalito）天
使岛国家公园（Angel Island State Park）
和对岸的恶魔岛（Island of Alcatraz），
等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 

门票 ≥10 



 

说明： 1、自选项目价格包含预订费、门票、车费、导游和司机服务费、停车费等综合费用； 

2、自选项目是在不影响正常行程活动内容前提下的推荐性项目，导游组织自选活动不带任何强迫因素，客人应本着“自

费自愿”的原则参加； 

3、旅行社不会售卖此表格以外的任何自费项目，如全体客人一致要求参加非推荐自费表内项目，请全团客人签字同意，

导游方可安排； 

4、请您在参加之前请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签字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将无法退款； 

5、客人自选项目是否最终成行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 

6、受境外门票涨幅及淡旺季影响，实际自费项目费用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全程各城市住宿使用以下表中参考酒店，具体安排请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水牛城 
ADAMS MARK/HAMPTON INN/HOLIDAY INN BUFFALO AIRPORT/HOLIDAY 

INN BUFFALO DOWNTOWN 或同级 

盐湖城 

AIRPORT INN/BAYMONT INN MURRAY/BEST WESTERN SALT LAKE CITY 

AIRPORT/ECXTENDED STAY AMERICA SALK LAKE CITY/LA QUINTA 

/RAMADA AIRPORT/RAMADA NORTH TEMPLE/RODEWAY INN SLC 

AIRPORT/QUALITY INN SALT LAKE CITY/ RAMADA INN SALT LAKE CITY 

AIRPORT 或同级 

新泽西 

COURTYARD BY MARRIOTT MONTVALE/COURTYARD EDISON/COURTYARD 

MONTVALE/CROWNE PLAZA EDISON/CROWNE PLAZA FAIRFIELD/CROWNE 

PLAZA MONROE SOUTH BRUNSWICK/DOUBLETREE WEST 

ORANGE/RADISSON PISCATAWAY SOMERSET/RADISSON 

SOMERSET/RENAISSANCE WOODBRIDGE/RENAUSSANCE WOODBRIDGE 或同

级 

大峡谷国家公园地

区 
CLARION INN/TRAVELODGE/QUALITY INN/BEST WESTERN 或同级 

加州小镇 

COURTYARD SAN LUIS OBISPO/EMBASSY SUITES LOMPOC - CENTRAL 

COAST/HOLIDAY INN HOTEL AND SUITES SANTA MARIA/RADISSON SANTA 

MARIA / BEST WESTERN PLUS MONTEREY INN/ /或同级 

洛杉矶地区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ONTARIO AIRPORT/ DOUBLETREE BY 

HILTON SAN BERNARDINO 或同级 



 

拉斯维加斯 

PARIS LAS VEGAS/PLANET HOLLYWOOD RESORT & CASINO/RIO ALL-SUITE 

HOTEL & CASINO/THE VENETIAN RESORT HOTEL/WESTGATE LAS VEGAS 

RESORT CASINO 或同级 

黄石森林保护区 

EAGLE PEAK AT ASTO/HEBGEN LAKE/HIBERNATION STATION/PAINTED 

BUFFALO INN JACKSON/THREE BEAR LODGE/WHITEWATER INN/YELLOW 

STONE LODGE 或同级 

华盛顿 

COURTYARD DULLES AIRPORT CHANTILLY/COURTYARD MARRIOTT 

WASHINGTON D.C./CROWNE PLAZA 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HOLIDAY INN WASHINGTON DC NORTH /HYATT PLACE DULLES 

AIRPORT/METRO POINTS HOTEL WASHINGTON NORTH/SPRINGHILLS SUITES 

FAIRFAX/SPRINGHILLS SUITES GAITHERSBURG/ALOFT DULLES AIRPORT 

NORTH 或同级 

多伦多 

COURTYARD TORONTO MISSISSAUGA MEADOWUVALE/CROWNE PLAZA 

TORONTO AIRPORT/EDWARD VILLAGE NORTH YORK/FOUR PIONTS BY 

SHERATON MISSISSAUGA/FOUR POINTS BY SHERATON TORONTO/FOUR 

POINTS MEADOWVALE/HOLIDAY INN TORONTO INTERNATIONAL 

AIRPORT/SHERATON TORONTO AIRPORT/或同级 

旧金山 

COURTYARD FAIRFIELD NAPA /COURTYARD BY MARRIOTT 

VALLEJO/RADISSON HOTEL OAKLAND AIRPORT/ HILTON GARDEN INN 

FAIRFIELD /或同级 

爱达荷瀑布地区 

BEST WESTERN PLUS COTTONTREE AT IDF/COMFORT INN IDAHO 

FALLS/QUALITY INN REXBURG/SHILO INN SUITES HOTEL - IDAHO FALLS 或同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