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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园-东南双峡-羚羊彩穴（YL7G）
出发团期
类型
价格（美金）

天天出发，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
同房第 1/2 人
$788.00

同房第 3 人
$70.00

同房第 4 人
$498.00

单人房加收
$385.00

附加费
$16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8 天 7 晚

目的地：美国-Los Angeles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导游：5-20 年以上带团经验的资深导游； 司机至少 10 年以上安全驾驶经验
大巴：出城全部 3 年以内新，57 座豪华欧洲大巴
住宿：当地豪华舒适酒店或同级、2 晚豪华拉斯赌场酒店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1天

旧金山 - 萨克拉门托 - 太浩湖 - 雷诺
描述：旧金山客人：早上 8:45 分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43 号码头）红白船队集合。
旧金山被誉为浪漫文化之都，坐落于半岛的尖端；三面环海，环境优美；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缤纷多彩的
小楼都为旧金山抹上一缕浪漫情怀；她也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城市。著名的金门大桥，罗马艺术宫（途经），
渔人码头都让人流连忘返，第一次来旧金山的朋友一定要搭乘一下旧金山的海湾游轮！午后来到萨克拉门
托，参观加州议会大厦，宏伟的立柱和时尚的穹顶，犹如美国的国会大厦！傍晚来到著名的度假圣地太浩
湖；印第安语的“大水”或“天湖”。海拔超过 6000 英尺，“天湖”以湖水清澈闻名，宛似一块巨大的蓝
宝石，也是久负盛名的旅游滑雪胜地。夜宿内华达州第二大赌城，规模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 - 雷诺，入住
当地最好的哈瑞斯大酒店。客人们既可以在舒适的房间小憩，也可以下赌场小试手气。
住宿：Harrahs Reno 或同级

第2天

皮瑞尼铁桥-肖松尼瀑布-蛇河峡谷
描述：经过一晚充足睡眠，我们迎着初升的朝阳整装出发。沿途穿越浩瀚无边的沙漠盆地，山地丘陵；感
受美国大西部的丰富地貌和迷人的田园风光。于午餐后抵达皮瑞尼铁桥；这座桥宽 1500 英呎，高 486 英
呎，它是全世界高空跳伞及高空弹跳闻名的场地之一。随后前往蛇河峡谷，参观肖松尼瀑布。肖松尼瀑布
也叫做西部的尼亚加拉，远远便可以听到它浩大的声势。看蛇河蜿蜒流过、一泻千里；为明天的黄石公园
做热身。夜宿爱达荷州普克泰罗的红狮大酒店。
住宿：Red Lion Pocatello 或同级

第3天

黄石国家公园
描述：早晨开始我们今天愉快的旅程。沿途无边的草原丘陵；漫山遍野的牛羊；高耸入云的雪山；徜徉不
息的河流；勤劳的牛仔无不令人心旷神怡。进入黄石国家公园 - 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成群的高角鹿，美
洲水牛，各种珍稀水鸟，原始的大草原森林与绚烂多彩的热泉编织出古老黄石火山高原动人心魄的图画！
七彩缤纷大棱镜热泉；五颜六色调色板；世界闻名老忠实；浪漫迷人的黄石湖；雄伟秀丽的黄石大峡谷；
万马奔腾的上瀑布；五彩缤纷雾气腾腾的诺里斯；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精彩会一个个接踵而来！夜宿黄
石小木屋或西黄石。
**黄石国家公园 2018 年 5 月 11 日南门开放之前，个别景点可能关闭无法观赏。4 月底到 5 月 8 日出发的
行程，将停留额外黄石景点代替。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4天

黄石-大提顿-杰克森-盐湖城-普沃
描述：早上在酒店整装出发（温馨提示：黄石公园位于落基山脉之中，海拔约 7000 英呎；&nbsp;盛夏七八
月早上温度有时只有 4℃，请注意保暖）当您还沉醉于昨天精彩行程带给您的惊喜而依依不舍时，今天我
们一起去感受大黄石生态圈的秀美！神秘静谧的森林；浪漫迷人的黄石湖；雾气腾腾的河流都让人不禁感
叹大自然的神奇。随后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万年不化的冰河覆盖在巍峨的大提顿山脉上，蓝天森林环绕，
倒映在山脚下处子般的杰克森湖上，蛇河蜿蜒流过，宛如仙境！随后来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镇 - 杰克逊，
这里也是世界闻名的度假圣地，搭乘缆车至海拔万呎山峰俯瞰杰克森山谷、巍峨大提顿山脉。下午抵达美
国中西部第一大城 – 盐湖城。参观盐湖城的地标建筑、全美国最豪华和最壮观的州政府大厦 – 犹他州
州政府大厦。夜宿暜沃。
**黄石国家公园南门 2018 年 5 月 11 日开放之前，行程调整为第四天参观杰克森、大提顿、黄石公园部分
景点，第五天游览黄石公园及盐湖城州府大厦。杰克森缆车 5 月 11 日开放，开放之前改为参观鹿角公园。
住宿：Marriott Provo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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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布莱斯峡谷-羚羊彩穴-马蹄湾
描述：早晨我们将驱车前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与其说布莱斯是峡谷，更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竞技
场，高耸入云的褐色石岩层层叠叠，像极了守护天地的天然兵马俑。印第安人传说这些奇形怪状石俑是本
来是一个神奇的部落。因为得罪了天神,被天神变成了石俑。有的如少女亭亭玉立；有的好似宝剑直插云霄；
阳光为石俑披上了烈焰的盔甲，整个露天剧场显得庄严肃穆，无限壮丽，而石俑则默默的矗立，看世事变
迁，沧海桑田。午后抵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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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斑驳的
红砂岩经过自然束光折射幻化出艷丽的色彩，如梦幻的丝绸，层层叠叠，又如绚丽的梦境，飘飘忽忽，而
这些只是光与影联袂献出的一场绝佳表演。身临其境，每个人都会成为摄影师，为自己的旅程拍出难忘的
照片。随后前往马蹄湾 – 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美国十大最佳摄影地点之一！科罗拉多河床上密布的水
草使得河水在阳光下呈现出荧光般的幽绿，河流于此在红褐色的峡谷内急转 360 度，切割出一个马蹄状的
峡谷，马蹄湾正是由此而得名。站在峭壁边，沉醉于碧水蓝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夜宿蒂巴，今
晚可自费享用印第安风味晚餐并欣赏印第安特色表演。
住宿：Moenkopi Legacy Inn & Suites Tuba City 或同级

第6天

东峡-南峡-胡佛大坝-拉斯维加斯
描述：清晨我们驱车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领略造物主的神奇。即使沧海桑田，斗转
星移，时间在大峡谷刻下了长情的告白。置身其中，蔚为壮观。锈红色的岩石，奔腾谷底的河流，形单影
只的枯树，山顶盘旋哑叫的乌鸦，都在诉说无言的故事。以个人之渺小体验自然之大美，我们只能顺服于
天地，更加敬畏自然。在这里，每一位过客都是摄影家，每一张照片都是风景画，每一个不争的瞬间、不
忿的心情、不展的眉头都在这浩瀚广阔中烟消云散。离开大峡谷公园，我们会途径著名的胡佛水坝，抵达
世界赌博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晚上可以自费跟随经验丰富的司机导游参加夜游，或者欣赏世界最高水
平的歌舞及魔术秀！
住宿：SLS Las Vegas 或同级

第7天

拉斯维加斯自由活动
描述：拉斯维加斯自由活动：
全天在拉斯维加斯自由活动，你可以随意安排时间或探亲访友。
住宿：SLS Las Vegas 或同级

第8天

巧克力工厂-奥特莱斯-洛杉矶
描述：我们最后一站会来到巧克力工厂及仙人掌庭院，在观看巧克力制作过程的同时，一尝新鲜巧克力的
甜美。各色各样的仙人掌提示着我们处在干旱的沙漠里享受着人力物力堆砌出来的的奢华城市。告别赌城，
我们会前往奥特莱斯，尽享购物的乐趣，奥特莱斯有各样一线品牌，价格比国内低上一半，在这里朋友们
一定能买到心满意足的回程礼物。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08:45

地点：Pier 43 1/2 Red and White Fleet, Fisherman Wharf
地址：43 The Embarcadero, San Francisco, CA 94105

14:00

地点：California State Capitol (加州州政府大厦门前）（回程不送此站点）
地址：10th St & L Streets Sacramento CA 95814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费用不含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2. 住宿：全程超豪华商务酒店，黄石行程入住木屋或西黄石白牛酒店或同级；
3. 导游：当地专业中英双语导游。
1. 全程餐费（赠送除外）；
2. 当地导游地接服务费 (每人每天 9 美元)，接机 4 美元/人；
★根据国际惯例，客人在境外旅游过程中必须支付当地司陪人员服务费, 客人的赞扬和肯定是司陪人员努
力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
3. 护照及签证费；
4.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
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5.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
6.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7. 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8.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9. 此行程必付费用：黄石公园+东大峡谷+南大峡谷+大提顿+布莱斯+杰克森缆车+燃油附加费= $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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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项目

说明

大峡谷(南峡)+车費+简餐 $90
必付服务費 $9/人/天

Mandatory service fee $9 per day per person
包含景點門票和停車費 黃石+大提頓+傑克森纜車+布萊斯+東大峽谷+南大峽谷和燃油附
加費

YL 必付費用$95
拉斯维加斯夜游

占座位同價

$35

占座位同价

拉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成人 $75 小孩
$60

小孩 4~12 歲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 歲以上

南峡谷直升机 $249

2 歲以上同價

南峡谷小飞机

2 歲以上同價

$189

舊金山遊船 - 60 分鐘

$33

小孩 5~12 歲

太陽劇團-卡秀 - KA $126

需 5 歲以上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110

需 5 歲以上

成人秀（18 禁） - Fantasy $70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 Zumanity $95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歐秀 - O $237

需 5 歲以上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藍人- Blue Man

$133

$160

需 5 歲以上
均可觀看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参团须知

**此行程必付费用：黄石公园+东大峡谷+南大峡谷+大提顿+布莱斯+杰克森缆车+燃油附加费 = $95/人
**如入住黄石公园木屋需加收每房$160。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取消一人：出团前 1-3 工作日内取消罚款$100，参团当日有人不
出现罚款$300；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9 美元，接机每人每次 4 美元；
*若出发前 8-14 天内（小木屋团 8-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30%，出发前 4-7 天内罚款团费的 50%，
出发前 3 天内将不予退费；
*入住小木屋的黄石团若出发前 30 天内更改名字或房间数，需支付 30%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