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26 日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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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行程
日期

行程

膳食

交通

住宿

飞机

新泽西

专车

地区

联运地武汉纽约
参考航班： CZ8419
第 01 天
1 月 26 日
星期天

WUHJFK

2000 2230

飞行时间约为 15 小时
（华南地区联运：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联运需另收

早：自理

联运费）

午：自理

集中时间/地点：各地客人搭乘指定航班飞往武汉，于指定时间前抵达

晚：自理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集合说注意事项，由领队带领客人
前往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际航班飞往纽约，抵达后入住酒店休
息。
纽约
纽约市区游览：【自由女神像】是美国国家级纪念碑，矗立在哈德逊
河口的自由岛上，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高举自由火炬，手捧《独立
宣言》，宏伟瞩目，女神全名为自由照耀世界之神，是美国的象征。
第 02 天
1 月 27 日
星期一

1984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乘坐游船游览，不上岛，约 1 小时）；
【华尔街】华尔街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长不超过 1 英里，宽仅 11
米，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约 20 分钟）；【洛克菲勒广场】是
一座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建造的城中城，花园的核心处是一个 18 英尺

早：早
午：自理

专车

晚：含

新泽西
地区

高的普罗米修斯铜像，头像顶上有金色的花瓣——正与城市里最漂亮
的雕像一争高下（外观约 30 分钟）；【第五大道】这里聚集了许多著
名的品牌商店，是高级购物场所（约 1 小时）。行程结束后送往酒店
休息。
纽约 -约 152KM 费城 - 约 223KM 华盛顿
早餐后，乘车前往华盛顿途经费城，市内观光：【独立宫】在费城国
家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厦内，1776 年 7 月 4 日，通过了杰克逊起草
第 03 天
1 月 28 日
星期二

的《独立宣言》；【自由钟】是一口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钟，
它是美国独立战争最主要的标志，也象征着自由和公正（约 40 分钟）。
然后前往华盛顿市区游览：【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办公室，供
第一家庭成员居住（外观，约 10 分钟）；【国会大厦】作为美国国
会办公机构的国会建筑，坐落在华盛顿特区海拔 25 米的全城最高点
而得名国会山，是一座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外观，约 20 分钟）远
观【华盛顿总统纪念碑】是美国华府的地标，为纪念美国总统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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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含
午：含
晚：含

专车

华盛顿
地区

华盛顿而建造，石碑建筑物的内部中空，是现今世界最高的石制建筑；
【杰佛逊总统纪念堂】为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而建，是
一座高 96 英尺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约 20 分钟）；【林肯总统纪念堂】
这座纪念堂为纪念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建，馆内林肯的
雕像高 19 英尺，终日凝视着不远处的反思湖（20 分钟）；抵达后入
住酒店休息。
华盛顿-约 615KM 布法罗
第 04 天

早餐后乘车前往布法罗，游船欣赏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尼亚加拉瀑布】 早：含

1 月 29 日

（约 1 小时），这个举世闻名的大瀑布是由位于南面美国伊利湖的湖

午：含

星期三

水从 180 米高流入北面加拿大的安大略湖，骤然下泻，惊心动魄，水

晚：含

专车

布法罗
地区

势汹涌澎湃，气势浩瀚，宛如万马奔腾。随后入住酒店休息。
水牛城

拉斯维加斯

参考航班：待告
乘机飞往拉斯维加斯，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推荐自费：【拉斯维加斯加长礼宾车夜游+香槟+豪客摩天轮】
第 05 天
1 月 30 日
星期四

夜游拉斯维加斯是体验美国奢华、疯狂和纸醉金迷的最好方式，加长
版林肯/悍马 超级豪车夜游拉斯维加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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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待定
午：自理
晚：自理

专车
飞机

拉斯维
加斯
地区

泉，外观拉斯大道上多家著名主题酒店(米高梅、百乐宫、威尼斯等豪
华赌场；充满创意的看板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交织而成的奇幻世界，
使人浮想联翩。乘坐世界之最豪客摩天轮俯瞰拉斯维加斯的夜景，感
受华灯初上的浪漫。
拉斯维加斯 -沿途小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沿途小镇，抵达自由活动后入住酒店休息。
推荐自费：【马蹄湾+羚羊谷+格兰大坝搭配】
【马蹄湾】（游览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是科罗拉多河在亚利桑那州
第 06 天

内的一截 U 形河道，由于河湾环绕的巨岩形似马蹄，故名“马蹄湾”。 早：含

1 月 31 日

【羚羊峡谷】是世界上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之一，也是著名的摄影景点，

午：自理

星期五

属于纳瓦荷原住民保护区，这里的地质构造是著名的红砂岩，谷内岩

晚：自理

专车

沿途小镇

石被山洪冲刷得如梦幻世界。途观【葛兰峡谷水坝】控制着科罗拉多
河的水流，并且能发电。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水坝之一，是人类创造的
最宏伟最复杂的建筑之一，令人叹为观止。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
息。
第 07 天

沿途小镇 - 66 号公路-拉斯维加斯

早：含

2月1日

早餐后前往美国传奇的 66 号公路，游览途中的特色小镇—【塞利格

午：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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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

拉斯维
加斯

星期六

曼、金曼】。【66 号公路】上这一段 66 号体验，仿佛让你掉进了时

晚：含

地区

光隧道一般，回到西部牛仔风行的时代。公路小镇旁贩卖冒著气泡水
的酒馆，霓虹灯闪烁的汽车旅馆，古式而老旧的加油站，西部的传奇
逸事在眼前一一上演。抵达拉斯维加斯后入住酒店休息。
推荐自费：【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南峡】
科多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您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欣赏阳光
与峡谷岩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南峡谷的主要景点是大峡谷国家公园。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经过数十亿年，被大自然切割成大峡谷的气势磅
礴和鬼斧神工。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游客来此欣赏这大自然的杰作。可
在峡谷入口处自费观看 3D 立体电影，了解发现和开发大峡谷的历史。
拉斯维加斯 - 约书亚树莫哈维国家保护区 - 洛杉矶
酒店早餐后，乘车穿越【约书亚树莫哈维国家保护区】。约书亚树的
第 08 天
2月2日
星期天

外形相当奇特，远看活似一团扭曲的枝干，近看却像带刺木桩。结束
后入住洛杉矶地区酒店休息。

早：含
午：自理

推荐自费：【巴士托奥特莱斯】
巴斯托奥特莱斯拥有超过 40 个品牌商店，不论你是想要购买旅行用

专车

晚：自理

洛杉矶
地区

品、高档皮包还是休闲服饰，在这里都能找到。品牌 COACH NIKE
BALLY MK 等一应俱全，是来美游客的最佳购物之地。
洛杉矶
全天自由活动。此日不含午晚餐、交通及领队导游服务。
推荐自费项目:（二选一）
1.【好莱坞+环球影城一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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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影城】是好莱坞最吸引人的去处,这里你可以参观电影的制作过程,
第 09 天
2月3日
星期一

回顾经典影片片断。影城内有三个游览区,分别是电影车之旅(全程 40
分钟的电影之旅,有专门的讲解员)、影城中心与娱乐中心。在影城中
心你可以在电影拍摄现场亲身体验电影的拍摄过程。娱乐中心主要有
远古时代、回到未来、动物明星表演等。
2.【圣地亚哥一天游】
前往游览美墨边境的具有浓郁墨西哥民族特色的圣地亚哥老城，然后
参观参观圣地亚哥军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大的军港）眺望航空母舰、
战列舰、巡洋舰等，眺望第一艘钢构飞行甲板航空母舰---中途岛号航
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以及美国海军现役最先进动力航空母舰“里
根号”等，随后前往最受圣地亚哥市民热爱的休闲娱乐去处的巴博亚
公园（45 分钟）。刚一踏入公园，游人便如从任意门瞬间越过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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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含
午：自理
晚：自理

自理

洛杉矶
地区

到达彼岸的西班牙某小镇中。因为放眼之处，尽是设计精巧的欧式花
园建筑。
洛杉矶- 圣塔芭芭拉 - 沿途小镇
早餐后驱车前往有着西班牙式高贵的海边小镇--【圣塔芭芭拉】，游
第 10 天

览【法院钟楼】号称是全美最美政府的大楼，该法院共由四座楼构成， 早：含

2月4日

总占地面积约 14000 多平方米，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约 20 分钟）； 午：自理

星期二

【圣塔芭芭拉码头】是圣塔芭芭拉的重要地标之一，在这里远眺茫茫

专车

沿途小镇

晚：含

大海，水天一色，背后山峦小城，红顶白墙小屋，如画一般。行程结
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沿途小镇 - 17 英里 - 旧金山
早上前往美国西岸黄金海岸线【17 里湾】（约 1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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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天
2月5日
星期三

就近栖息或散步在路旁，景观多变。随后前往旧金山市区游览：参观
【市政厅】仿照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而建（约 10 分钟）；【九曲花街】
在这条短短的一段路上却有着八个弯，旁边种满各种植物和鲜花，景
色十分美丽，所以也被华人称之为九曲花街（约 40 分钟）；【金门桥】

早：含
午：含

专车

晚：自理

旧金山
湾区

整个大桥造型宏伟壮观、朴素无华。桥身呈朱红色，横卧于碧海白浪
之上（约 20 分钟）；【渔人码头】这里标志是个画有大螃蟹的圆形招
牌，来吃吃海鲜、逗逗海豹，沿着海岸线漫步见到形形色色的街头艺
人，浓郁的异国风情（约 30 分钟）。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 12 天

旧金山武汉

2月6日

参考航班：CZ660

星期四

午后乘坐国际航班飞往武汉，时差关系，于第二天晚上抵达武汉。

早：含
SFOWUH

1415 1925+1

第 13 天
2月7日
星期五

午：自理

飞机

飞机上

飞机

无

晚：自理
早：自理

武汉联运地
抵达武汉，结束愉快的旅行！（联运客人乘机返回各联运地）

午：自理
晚：自理

注:
1.

本司保留对上述行程的最终解释权，请以出发前确认行程为准，本司有权对上述行程次序、景点、航班及住宿地

点作临时修改、变动或更换，不再做预先通知，敬请谅解！
2.

鉴于美国国土安全局系统 24 小时对使馆所发出的签证进行监察，随时对任何一本护照进行二次判断和审理。近期

因为未知原因，已获得有效签证的人士被要求重新面谈或者撤销签证的比例上升，请将要前往美国的客人在出发前自
行前往 https://www.evus.gov/evus/#/进行查询和更新本人的 EVUS 状态，确保顺利出团。
3.

建议旅美客人携带不低于 1500 美金入境，以备美国入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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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须知
团费所含
1.

国际往返机票、机场税，团队经济舱；

2.

行程所列酒店(2 人一间房，不保证房型）；12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减 2500 元，超过 12 岁则视为成人占床，

若一成人带一小孩，则小孩必须占床，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3.

早餐：酒店内或打包早餐，若遇早班机，早餐为自理；正餐为中式围餐或自助餐，中式围餐为(10 人 6 菜

1 汤)，餐标为午餐 7 美金/人，晚餐 8 美金/人
4.

境外旅游大巴及专业司机；

5.

全程专业中文导游；

6.

基本景点大门票（自由女神环岛、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17 里湾），其它为外观或免费；

7.

旅游意外险（本公司强烈要求旅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保险，以更全面保障旅客利益）。

团费不含
1.

全程司机导游服务费美元 130 /人；

2.

全程酒店单人间附加费 RMB3300 /人须报名时提出申请（如报名时为夫妻，母子/父女孩子需要占床，兄

弟姐妹需同住一间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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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社保留抽起单数报名者单房差的权利）
3.

团队签证费用以及 EVUS 办理手续费用 （持有美国 10 年多次往返 B1/B2 中国公民无 EVUS 登记确认函

就无法入境美国,如需我司代办需收取 EVUS 手续费 100 元/次/人）；
4.

旅途中飞机候机及转机用餐 （在美国内陆航班不提供飞机餐，需另外购买约为 10 美元）；

5.

个人旅游意外保险费行程表所列建议项目及行程表外活动项目所需的费用；

6.

航班托运行李和超重费用；

7.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8.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酒店内的酒水、洗衣、上网、通讯等费用）；

9.

航空公司临时通知因调整航空燃油价格而导致机票价格上升，客人需另外补交燃油升幅的差价；

10. 团员要求或团员原因引起的司导工作时间超时；
11. 因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取消约定
1.

报名后收取的机票定金 2000 元/人，如因游客自身原因取消，机票定金不退；

2.

若游客出发前 30 天内取消，需收取全额机票款；若此时团组已出机票，我社只能退回境外餐费和景点门

票费（团队机票/火车票/船票等交通工具的费用，不允许更改签转或退票）；
3.

如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私护照以外的旅行证件或自备签证参团，请务必自行确认该证件是否对目

的地免签、及跟团出境后团组返回时是否能够再次进入中国境内；如因游客旅行证件的原因不能出入境的，损
失由游客自理，我社将视为游客自行取消出团处理；
4.

如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私护照无效或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等原因造成无法出行的，损失由游客自理，

我社将视为游客自行取消出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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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程说明
1、景点说明：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2、行程说明：
（1）本社有权根据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调整行程游览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
（2）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3）65 岁以上的长者参团时，建议在直系亲属的陪同下参团，并且签订《65 岁以上老人参团承诺函》（见附
件四），建议另行购买高额旅游意外保险。
（4）长期病患者和孕妇不建议参团，如报名时不主动提出，旅途中如遇任何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则由旅客
自行承担，建议以上游客另行购买高额旅游意外保险。
（5）自由活动期间不含交通，另外入住酒店后当日的旅游行程结束，到次日早餐前的时间段均为自由活动期，
请客人注意自身安全。
（6）只要不是父母双方都随行的未满 18 周岁的小孩参团，出团前必须由不随行的一方/双方父母签一份“不
随行父母同意函”行程附件三，出团时携带。（官方通知此同意函需要做公证，可以做公证的尽量做公证）
（7）参团而在当地需要离团的客人需签订《旅行社离团免责协议书》（见附件五），如未经旅行社及领队导
游同意擅自离团，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承担可能因此给旅行社或相关第三方带来的损失
（8）行程中如遇到不可抗拒因素（如：罢工、恶劣天气、地震、各种政府行为等）和非旅行社原因或航空公
司延误取消等特殊情况，旅行社有权取消、变更或者缩短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住、食、交通费等）
由客人自行承担；如以上因素引起未能正常使用的餐、景点、酒店等不退任何费用。
3、酒店标准：
（1）美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酒店星级评判标准，大部分酒店没有星级的挂牌，但是这类酒店都具备等同于
行程中指定同星级酒店的设施标准和接待能力，大部分酒店楼层建筑都不高，多以两三层为主；
（2）早餐为美式早餐，多为冷早餐；形式多为酒店内早餐或打包早餐（简餐或快餐）
（3）酒店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且 12 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
而定；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夏威夷 3 周
岁以下不占床）
（4）加拿大、美国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间为当日 15：00 分起，退房最晚截至时间为 11：00 分。
（5）酒店提供双人房，不限于双床或大床，可能会出现一张大床+一张小床（沙发床），请谅解
（6）酒店区域一定不能吸烟（包括阳台、门廊等），否则将会面临高达 500 美金或者更高的罚款！您在酒店
内在浴室洗澡时，请将浴帘放在浴缸的内侧，防止水流到地板上，否则酒店可据此罚款 500 美元，总之在国外
要入乡随俗，不可大意。
4、购物说明：
（1）不增加行程标注额外购物店（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2）出现在行程规定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的购物店不视为购物店，购买商品时若商品出现质量
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3）游客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5、保险说明：
（1）我社赠送团队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推荐客人可根据自身情况上更高金额的保险；
（2）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且在出团日前 180 天内未经过治疗的疾病；（如
心脏病复发、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移植手术复发、孕妇、精神病发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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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未游览景点
门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7、补费说明：
（1）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2）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8、其他说明：
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有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
是的原则填写《团队质量反馈表》

重要说明
1、您需要了解的中国与美国的若干差异：
（1）关于城市的差异：美国的城市建设和商业网点布局、交通方式和中国不同，中心城区不大（纽约除外），
主要是商务或行政中心。城市由分布在周边的许多市、镇组成，并且都是由高速公路连接，例如洛杉矶就是由
80 多个市、镇组成，之间全由高速公路连接。美国很少有中国式的百货商店，只有大型的购物中心。分布在城
市下属的各个市、镇中，并且远离居住区。在美国没有车就没有“腿”，一般都没有国内那种便捷的公交车、
地铁和扬招的出租车。因此，游客入住酒店后要自行外出购物一般很难实现。
（2）关于酒店的差异：在美国，地域十分宽广，酒店一般不必盖高层，十层以下非常普遍，如周边有大型购
物中心的就算好位置，有些酒店因开业已久，设施显得有些陈旧，但房间都比较宽敞的。旅行社提供的酒店一
般都在离开中心城市的市、镇。美国酒店不评星级，酒店的楼层不高，个别酒店没有电梯。有些度假酒店、赌
场酒店没有早餐供应。
（3）关于餐饮的差异：美国的饮食习惯和美国有所不同，简单、便捷。因此，旅行社提供的酒店、宾馆、度
假式酒店的早餐都是非常简单的，和其他国家不同，可供选择的不多，一般只有面包、蛋糕（比较甜腻）、果
汁、牛奶、咖啡、果酱、黄油，少数酒店有炒蛋、土豆洋葱、肉。因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美国餐馆一般
收拾得很干净，但规模不大，品种不多。在美国城乡，咖啡店、麦当劳店比比皆是，自助餐馆对于不识英语或
有口味要求的游客不失为最佳选择。旅游团主要以中餐桌菜、自助餐和快餐相结合使用。
（4）关于服务的差异：在美国，任何服务都是有价的，如小费习惯。另外，导游、驾驶员的服务都是有时间
限制的，任何超出约定时间的、行程的服务都是有价的，都是需要另行付费的。不存在商量一下、通融一下、
提供超值服务。
2、 行李规定及运输须知
（1） 凭护照到柜台办理乘机和行李托运手续，领取登机牌。请勿将贵重物品托运！
请您在托运行李前注意清除行李箱、袋上的废旧行李条及有条码的标签，以确保您的行李正确运至目的地。
（2） 911 之后美国（加拿大）国内航班实行更严格的机场安全检查措施。阁下的大行李需要在机场办理托运
手续，并且要经过超强的 X 光大机械检查。但您务必紧记：护照等证件、机票、任何种类的现金及贵重物品、
胶卷千万不能托运。由于行李需要经常被搬运，所以务请阁下事先检查所携带之行李箱是否坚固良好.（最好使
用帆布行李箱），托运途中如果行李箱的拉杆或轮子破裂，根据规定航空公司不赔偿。机场内人身安全检查非
常严格，需要脱掉外套、鞋子、皮带，开包检查；飞机上洗手间不可吸烟，否则将受到法律起诉。
（3） 美国（加拿大）国土安全局拥有开箱检查入境行李的权力，请您的行李上不要上锁，以免造成锁头被撬、
行李箱受损。如您的物品在开箱检查中丢失，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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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 据 航 空 公 司 规 定 ： 托 运 行 李 每 件 重 量 不 能 超 过 23 公 斤 ， 手 提 行 李 一 件 ( 尺 寸 不 超 过
55CMX23CMX36CM 即 22 寸 X9 寸 X14 寸)。行李托运费用，具体价格以机场为准。
（5） 911 之 后美国国内航班实行更严格的机场安全检查措施。美国现在加强了国土安全检查。所有的美国内
陆航班要求托运行李都不能上锁。美国的国内航班上，用餐和酒精类饮料需要付费 6-10 美金／份，只接受国
际信用卡付费。

风险说明
1. 境外游览时游客应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整体治安相对较好，但某些国家也存在治安隐患，尤其景区、
酒店大堂、百货公司、餐厅等游客聚集的地方更是偷窃行为多发地，游客务必随同导游带领并注意结伴而行，
在游玩过程中，时刻注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
2. 乘坐交通工具时，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携带，不应放进托运行李内；外出旅游离开酒店及旅游
车时，也请务必将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因为酒店不负责客人在客房中贵重物品安全，司机也不负
责专车上旅客贵重物品的安全，现金不属于保险公司的受保范围内；
3. 因个人疏忽丢失任何财务（机票、护照、钱财、衣物等），旅游社将不负任何责任；并且不可以因此耽误团
组行程；
4. 自由活动期间如果下海游泳或者从事与海有关联的各种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不可以逞强，以免出现生
命危险；
5. 旅行社原则上不会在行程中安排高风险项目，在自由活动期间请您慎重选择参加诸如湖区游船、雪山活动、
热气球、吉普车越野、摩托车驾驶、自驾车、蹦极、水上摩托、滑翔伞、冲浪、探险等高风险项目。

备注
1. 此行程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按照行程执行；
2. 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导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不视为违约；

3. 是否给予签证、是否准予出、入境，为有关机关的行政权利。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或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不能
及时办理签证而影响行程的，以及被有关机关拒发签证或不准出入境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参考酒店
华盛顿地区

Quality Inn & Suites Camp Spring /Comfort Suites Manassas /Best Western
Falls Church Inn /Governor House Inn/Comfort Inn Capitol Height

新泽西地区

Palace Hotel /Hotel Somerset Bridgewater/ Madison Suites 或同级

盐湖城地区

Ramada Salt Lake City/ Quality Inn Murray 或同级

亚利桑那州小镇

Days inn /Sleep Inn/Quality Inn Flagstaff/Page 或同级

黄石地区

Days inn /Sleep Inn/Quality Inn 或同级

洛杉矶地区

或同级

Anaheim Hills Inn & Suites/Best Western Plus Inn Suites Ontario Airport E
Hotel & Suites /Ramada Commerc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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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地区

沿途小镇

Gold Strike Hotel & Gambling /The Quad Resort & Casino/ Palace Station 或
同级
Days Inn 或 Quality Inn 或 Comfort Inn 或同级

行程附件一：
甲方（旅行社）：

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

乙方（旅游者）：

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及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旅行社在不影响正常旅程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旅行社提供自
费景点（娱乐）项目供旅游者自行选择参加与否。，以下推荐的自费项目都是各国的精华所在。您可以在自由活动
期间，根据自己的喜好，自愿选择自费项目，相信美国的自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及
满足不同旅行社的需求。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需是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
他旅行社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
乙方参加自费旅游项目，双方确认签署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1. 自费项目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参加自费项目。
如旅游者不参加自费项目，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旅行社不会售卖此自费项目表以外的任何其他项目；
2. 如达到自费项目相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以安排。如因行程安排、天
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 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境外自费项目列表上签
字确认。一旦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副券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4. 请在选择自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生后旅游者取消的，
将无法退还您费用；若参加自费风味餐，以下价格不退正常团餐费用。

项目
名称

项目内容或特色

华盛顿双

【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这家坐落在国家广场的博物馆和其

博物馆参

2003 年新开放的“同胞兄弟”史蒂文•乌德沃尔哈齐中心-

观

Steven F. Udvar-Hazy Center（主要展出大型飞机和航天器展

航空航天

品）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800 万名游客，成为了全美最

博物馆+自

受欢迎的博物馆。【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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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明细

时长

车费+服

约 120

务费

分钟

价格/人
(大小同价)

＄80

然历史博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开馆于 1910 年，展品多达一亿二千万件，

物馆

从恐龙化石到各种保存完好的珍贵动物标本、珍稀矿石等，这
里还是著名电影《博物馆惊魂夜》的拍摄地。
无畏号航母对美国来说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它从 1943

纽约航母

年开始服役，在二战和越南战争中参加过多次作战。无畏号

博物馆+登

1974 年结束服役，1982 年改造成海空博物馆对外开放，转眼

顶世贸中

已经开放了 20 多个年头；新世贸中心一号楼全新打造的，全美

心+联合国

最高，耗资 38 亿美元，历时八年，60 秒升到这幢搞建筑的顶

（外观）

部，远眺曼哈顿岛，感受城市无限魅力；联合国大厦是世界政

车费+门
票费+预

约 150

订服务费

分钟

＄120

+午餐

治中心，火柴盒形状的秘书处大楼和 200 多个成员国的国旗。
纽约夜游

体验最具现代的都市夜生活，夜游全程约 1.5 小时，登上洛克

车费+门

菲勒中心，远观景点包括：中央公园、时代广场、帝国大厦等。

票费+预
订服务费

约 90
分钟

奥特莱斯

瀑布附近最大的奥特莱斯， 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后，可前往该

车费+服

约 120

购物

奥特莱斯选购打折名品，尽享购物乐趣。

务费

分钟

雾中少女

乘船码头在美国瀑布的正面，购票后先乘坐缆车到河边，然后

号游船

每人领取一件雨衣。游船先经过美国瀑布，然后开往加拿大瀑

（冬天停

布，在这里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瀑布狂泻直下而产生的巨大水

开）

汽与浪花，水势汹涌有如千军万马，惊心动魄。

门票费+
预订服务
费

约 30
分钟

＄80

＄25

＄30

【羚羊峡谷】是世界上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之一，也是著名的摄
影景点，属于纳瓦荷原住民保护区，这里的地质构造是著名的
羚羊峡谷+

红砂岩，谷内岩石被山洪冲刷得如梦幻世界。【格兰大坝】，

格兰大坝

控制着科罗拉多河的水流，并且能发电。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水
坝之一，是人类创造的最宏伟最复杂的建筑之一，令人叹为观

门票+交
通费+司
导服务费

约 60
分钟

＄260

止。
科多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您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欣
科罗拉多
大峡谷南
峡

赏阳光与峡谷岩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南峡谷的主要景点是大
峡谷国家公园。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经过数十亿年，被大自然

预订费+

约 30

切割成大峡谷的气势磅礴和鬼斧神工。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游客

服务费

分钟

车费+导

约 120

游服务费

分钟

车费+门

约6小

＄260

来此欣赏这大自然的杰作。可在峡谷入口处自费观看 3D 立体
电影，了解发现和开发大峡谷的历史。
拉斯的夜晚极其美丽，夜游拉斯韦加斯是体验美国的奢华、疯
狂和纸醉金迷的最好方式，老城区耗资 6000 万美元的“灯光

拉斯维加
斯夜游

秀”场，“世界之最”米高梅酒店，百乐宫酒店前庭人工湖的
喷泉会随乐声变幻出各种图案和造型。参观世界第一大酒店威
尼斯人酒店，圣马克天幕广场，意大利特色刚果拉小船，前往

＄80

百乐宫大酒店欣赏音乐喷泉，按照季节不同，酒店内的特大玻
璃花房有各色花草供游客观赏。
洛杉矶市

游览星光熠熠的【好莱坞星光大道】、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会场
第 15 页 共 20 页

＄200

区游览+环

【杜比剧院】、星光大道之起点—【中国大剧院】等（约 40

票+预订

球影城

分钟）。【环球影城】是好莱坞最吸引人的去处,这里你可以参

服务费

（全天）

观电影的制作过程,回顾经典影片片断。影城内有三个游览区,

时

分别是电影车之旅(全程 40 分钟的电影之旅,有专门的讲解员)、
影城中心与娱乐中心。在影城中心你可以在电影拍摄现场亲身
体验电影的拍摄过程。娱乐中心主要有远古时代、回到未来、
动物明星表演等。
巴士托奥

位于巴士托的 TANGER OUTLETS 共有数十家世界品牌，BALLY

车费+预

约2小

特莱斯

NIKE COACH 等一应俱全，是来美游客的最佳购物之地。

订服务费

时

＄30

前往游览美墨边境的具有浓郁墨西哥民族特色的圣地亚哥老
城，然后参观参观圣地亚哥军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大的军港）
圣地亚哥

眺望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等，眺望第一艘钢构飞行甲板

一日游

航空母舰——中途岛号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以及美国
海军现役最先进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等，随后前往最受圣

车费+午
晚餐+导
游服务

约6小
时

＄120

地亚哥市民热爱的休闲娱乐去处的巴博亚公园（45 分钟）。
圣地亚哥
游船

美国著名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太平洋舰队的大小 50 艘舰艇常年
驻扎于此，乘坐游船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圣地亚哥作为军用港口
和民用港口的壮观景象。

船票+预

约 60

订费

分钟

＄30

乘车前往墨西哥边境城市蒂瓦纳，沿路碧海蓝天，令人心境舒
畅，体验一栏“之隔”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风情民俗。游览该
市地标建筑--文化中心，美墨战争后的纪念碑，随后前往革命

车费+关

墨西哥小

大道，该路口有一个高大的金属拱--独立之门作为标记。同时

口小费+

镇蒂瓦纳

这条街满街都是药铺，工艺品店，酒吧咖啡厅，当地特色拉美

观光车费

风情娱乐场所，餐馆等。在餐馆你还可品尝到地道的墨西哥小

+预订费

约3小
时包括

＄100

出入境

吃，听着节奏独特，旋律美妙的墨西哥音乐，感受不一样的墨
西哥风情之旅。
游船从最热闹的 39 号码头出发，驶经恶魔岛，天使岛，直至穿
渔人码头

过著名的金门桥，进入太平洋，然后返回。游船历时 60 分钟，

门票+预

约 60

游船

游览旧金山海湾著名景点，是远眺或拍摄旧金山全景的绝好时

订服务费

分钟

＄35

机。有中英文讲解. 全年每日都开。

行程附件二：

购物补充协议书

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充分协商，就本次旅游的购物场所达成一致，旅游者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1.

美国各国对商品定价都有严格管理，同一国家内同样商品不会有较大价差。但各国之间会存在差别，请您仔
细做好攻略后谨慎购买。以下推荐商店也是当地人购物场所，不排除某些商品出现略小价差现象，请您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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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选，我们无法承担退换差价的责任；
2.

不随行父母同意函

购物活动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购物。如旅
游者不参加购物活动的，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除本补充确认中的购物场所外，无其他购物店；

3.

游客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

4.

游客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5.

如遇不可抗力（天气、罢工、政府行为等）或其他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公共交通延
误或取消、交通堵塞、重大礼宾等）。 为保证景点正常游览，旅行社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本补充说明约
定的购物场所，敬请游客谅解；

6.

游客在境外旅游期间请务必谨慎看护好个人财产，请随团一起活动，随时留心身边的状况。一旦发生遗失或
被盗我们无法为您做出相应的补偿。导游将积极协助您办理报案等相关事宜（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单独遗留在
以下地方：托运的行李中，大巴车上，酒店房间。）；

7.

百货公司，免税店，奥特莱斯，名品专卖店不属于针对旅游团队的购物场所，所以并不在《旅游法》法规限
制的购物场所。如行程中涉及到以上地点，请您放心购物；

8.

旅行社不指定具体购物场所，购物属于您个人行为，您在购买商品时请仔细检查商品质量。权衡产品价值切
勿跟风购物。若在回国后发现质量，或品质等相关问题，无论退货或退款，手续非常繁琐。我们不能承诺您
一定可以得到您满意的结果；

城市

商店名称

纽约

美国特产礼品中心

美国健康食品及保健品；花旗参

美国特产礼品中心

美国健康食品及保健品；花旗参；国际品牌手

洛杉矶

旧金山

售卖商品

表；名牌化妆品
美国特产礼品中心

美国健康食品及保健品；花旗参；名牌化妆品；
旧金山巧克力工厂的特色巧克力及小礼品

停留时间
约 30 分钟
约 60 分钟

约 40 分钟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旅游者自愿购物、购物退税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我经慎
重考虑后，自愿前往上述购物场所购买商品，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办理退税事宜，并遵循旅
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保留购物单据、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充分理解退税相关事宜的最终解释权归欧盟
国退税公司、税务局及海关所有，旅行社及导游无权干涉其决定。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我将自行承担相关的
损失。
我同意《购物补充协议书》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旅游者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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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附件一：
团号 :

日期

:

姓名

本人报名参加了贵司组织的
】年【

】月【

本人自愿于【

:

旅游团，定于【

】日返回，行程共计【

】年【

证件号码：

】月【

】日至【

】年【

】月【

】日出发，【

】日。
】年【

】月【

】日在

离团。
本人已完全了解和理解贵社接待人员所告知的注意事项， 并根据对离团人员的相关要求，承诺如下：
1、参加旅游团而在当地需要离团的客人必须支付 USD200/人/天的离团费。
2、本人自愿离团，自愿放弃离团期间的所有行程，包括行程中的景点、餐费、门票、用车、酒店等产生的费用。
3、本人承诺，于【

】年【

】月【

】日归队。

4、本人承诺，于【

】年【

】月【

】日按时随团回国，不滞留境外，否则愿承担所有责任。

5、本人承诺不会向贵司追讨离团期间所放弃行程的团费。
6、如客人离团期间，不按时归团，导致取消行程航班，则客人需要自行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7、本人承诺，离团期间的保险以及人身财产安全自行负责，本人自行承担离团期间所另外产生的全部责任以及
发生的全部费用，并承担给旅行社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8、 本人承诺，自觉遵守当地的法律、各项相关法定法规、习俗等。
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贵司工作人员已充分告之本人相关含义，本人
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各项条款的意思。若发生纠纷，以本承诺函中本人的承诺为准。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直系亲属/团中其他成员（签字认可）：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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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行父母同意函
行程附件二：
This form is to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non –traveling parents of minors who under 18
years of age. A photocopy of that parent ＇ s identification card of passport AND proof of parental
relationship must be attached.
此表格由十八岁以下申请人的不随行父母填写。不随行父母必须用中文和英文填写此表格并附上其身份证或护照
复印件。
Applicant＇ Name/申请人姓名：
Father＇s Name /

父亲姓名：

Address/地址：
Telephone number/联系电话：
I give permission for my child to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mpanied by
本人同意由陪同我的孩子前往美国。
Signed/签名：Date/日期：
Mother＇s name /母亲姓名：
Address/地址：
Telephone number/联系电话：
I give permission for my child to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mpanied by
本人同意由陪同我的孩子前往美国。
Signed/签名：Date/日期：

承诺书
行程附件三：
本人【
定于【

】，护照号为【
】年【

】月【

】，与家人【
】日出发，【

】 位参加贵司组织的【
】年【

】月【

】旅游团（团号为：

】日返回，行程共计【

），

】日。

对于行程中的注意事项贵社工作人员已如实详尽地向本人告知，本人完全理解。鉴于本人已是 65 岁以上高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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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特向贵社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很明确了解空中飞行的时间及陆地交通距离，住宿及餐食标准。本人适合参
加此旅游团，能够完成旅游团全部行程并按期回国。
2、在旅游过程中，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禁止或不适合高龄人群参加的，本人放弃参加的权利（比如游泳（包括
酒店内游泳池）、登山、漂流等对老年人有危险的活动）；对高龄人群参加有限制的，本人遵守相关制度，若因
本人坚持参加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3、在旅游过程中，如果由于本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完成行程，或需要贵司协助提前返回国内的情况，本人承
担全部责任以及发生的全部费用。
4、在旅游过程中，若本人出现任何身体不适，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一切费用。
5、贵社已推荐本人上境外救援保险、人身意外保险，本人自愿（办理/放弃）

。

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贵司工作人员已充分告之本人相关含义，本人
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各项条款的意思。若发生纠纷，以本承诺函中本人的承诺为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直系亲属（签字认可）：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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