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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行程
日期

行程

膳食

交通

住宿

飞机

华盛顿

巴士

地区

深圳-香港华盛顿
参考航班：CX 866

28JAN

HKGIAD

1755 2005

第 01 天

飞行时间约为 14 小时

早：自理

1 月 28 日

集中时间/地点：早上指定时间在深圳蛇口邮轮中心集合，港澳大厅

午：自理

星期二

集合说注意事项，由领队带领客人前往办理登船手续，乘坐快船前往

晚：自理

香港机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搭乘国际航班飞往美国华盛顿，由
于时差关系，于当天晚上抵达华盛顿。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华盛顿
早餐后，市区参观：游览【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办公室，供第
一家庭成员居住；【美国国会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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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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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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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纪念堂】这座纪念堂为纪念美国第
第 02 天
1 月 29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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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这家坐落在国家广
场的博物馆和其 2003 年新开放的“同胞兄弟”史蒂文•乌德沃尔哈齐
中心- Steven F. Udvar-Hazy Center（主要展出大型飞机和航天器展

早：早
午：含

巴士

晚：含

华盛顿
地区

品）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800 万名游客，成为了全美最受欢迎
的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众多航空航天史上的“明星”，如莱特兄弟的
飞机、阿波罗 11 号返回舱等；【★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史
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开馆于 1910 年，展品多达一亿二千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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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结束后返回纽约入住酒店休息。
华盛顿 – 费城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纽约
早餐后，乘车前往纽约途经费城，市内观光：【独立宫】在费城国家
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厦内，即殖民时期的议会大厦。1776 年 7 月 4
第 03 天
1 月 30 日
星期四

日，通过了杰克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独立宫是美国独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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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全球顶
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著名的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费城宾夕法尼亚
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子交流】我们有幸邀请在校懂中文的学
子带我们参观学校并分享学习的体验和心得（约 1 小时）；抵达纽约
后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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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含
午：含
晚：自理

巴士

新泽西
地区

*推荐精彩自费活动：【登顶世贸中心+联合国（外观）】
纽约
早餐后，市区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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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民主自由
的象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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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4 天

20 分钟）；纽约最“壕”新地标——【★哈德逊城市广场】，2019 年

早：含

1 月 31 日

新开业旋即成为纽约网红打卡圣地，哈德逊园区配备了引人注目的地

午：自理

星期五

标设计建筑 The Vessel，建筑灵感源自蜂窝，由 8 层重叠交织、连

晚：含

巴士

新泽西
地区

接互通的钢铸楼梯和平台构成，直径 15 米的六角形底座开始，每层
渐渐出挑加宽，而顶层的跨度则达到了 46 米。这座 150 英尺高的
建筑在 2016 年底亮相时便引起轰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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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大厦（外
观）】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这里是特朗普竞选总
统时的大本营，现在被各地游客青睐，成为游人争相拍照的标志性建
筑（约 10 分钟）。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纽约 - 纽黑文 -波士顿
早餐后，乘车前往波士顿，途经参观【★耶鲁大学】。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
学，创于 1701 年，初名“大学学院”，是全美历史第三悠久的高等
第 05 天
2月1日
星期六

学府，亦为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该校教授阵容、学术创新、课程设
置和场馆设施等方面堪称一流，与哈佛大学一直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榜
首位置进行着激烈竞争和友好往来（约 40 分钟）。然后前往波士顿，
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该市位于美国东北部大

早：含
午：含

巴士

晚：含

波士顿
地区

西洋沿岸，创建于 1630 年，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
一。抵达后市区游览：【州政府大楼】（约 20 分钟），【自由之路】
（约 20 分钟），前往由多幢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组而合成的【昆西
市场】购物（约 60 分钟）。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波士顿
早餐后，参观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约 40 分钟）,并与哈佛大
学的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约 40 分钟)；【★麻省理工大学】（约 40
第 06 天

分钟）感受浓浓学术氛围。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含

2月2日

*【哈佛大学】是一所本部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私立研究型

午：含

星期日

大学。因历史、学术地位、影响力与财富等因素而获评为世上最享负

晚：含

盛名的学府之一，哈佛大学为全美最难入读的学府之一，该校目前共
有十所学院及一所高等研究院。此校校友涵盖 8 名美国总统，其亦培
养了 62 名富豪企业家及 335 位罗德奖学金得主，人数均为全美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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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

波士顿
地区

*【麻省理工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私立研究型大
学。 麻省理工学院响应美国的工业化于 1861 年成立的，并采用了理
工大学的模式办学。
波士顿拉斯维加斯
参考航班：待定
乘车前往机场，乘机飞往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是美国最大
的娱乐城和旅游城！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 07 天

*推荐精彩自费活动：【拉斯维加斯夜游】

早：待定

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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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自理

星期一

醉金迷的最好方式，老城区耗资 6000 万美元的“灯光秀”场，“世

晚：自理

飞机
巴士

拉斯维
加斯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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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维加斯 - 沿途小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沿途小镇，行驶在美国特色的荒漠公路上，欣赏沿
途的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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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小镇后入住酒店休息。
*推荐精彩自费活动：【羚羊谷+格兰大坝+鲍威尔湖搭配】
第 0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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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含

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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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含

星期二

石被山洪冲刷得如梦幻世界。

晚：自理

巴士

沿途
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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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威尔湖】鲍威尔湖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是为纪念美国
第一个漂流到这里，并建议开发水利的 Powell 将军命名。美国西南部
的主要度假区，电影《地心引力》最后的着陆点就是在鲍威尔湖拍摄
的。
沿途小镇 - 拉斯维加斯
早餐后，前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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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
第 0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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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含

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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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含

星期一

处自费观看 3D 立体电影，了解发现和开发大峡谷的历史。游览 66

晚：含

号公路上特色小镇——【塞利格曼】、【金曼】在美国朝圣公路 66
号的两个小镇都保留了西部原始风貌的建筑四处涂鸦的墙壁和散落在
小镇的各种废弃陈旧的老式物件自然形成了游客们喜好的摆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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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
巴士

加斯
地区

堂”，浓浓的一股怀旧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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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号公路上这一段 66 号体验，仿佛让你掉进了时光隧道一
般，回到西部牛仔风行的时代。抵达拉斯维加斯后入住酒店休息。
拉斯维加斯 - 洛杉矶
早餐后前往洛杉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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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天

等（约 40 分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约 60 分钟）它

早：含

2月6日

是美国著名高等学府，以及与伯克利分校齐名，是美国商业金融、高

午：含

星期二

科技产业、电影艺术等专业人才的摇篮，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 晚：自理

巴士

洛杉矶
地区

每年吸引着 5 万以上的申请者，历年来为美国申请人数最多的几所学
校之一，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包括 14 位诺贝尔奖得主，希尔顿，
三得利集团 CEO 等；游览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洛杉矶香港
参考航班：CX 883 07FEB

LAXHKG

2225 0615+2

白天自由活动，不含午晚餐、交通及领队导游服务。晚上于指定时间
集合前往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国内。
推荐自选参加经旅行社精心挑选当地有资质的有保障的精彩活动
第 11 天

*推荐精彩自费活动：【洛杉矶深度游】

早：含

2月7日

参观湖人队主场——【斯台普斯中心】（不入内，约 15 分钟）；【迪

午：自理

星期三

士尼音乐厅】（不入内，约 15 分钟）是这个城市跳动的音符。后探访

晚：自理

巴士+
飞机

飞机上

全球最贵住宅区-【比弗利山庄】（约 15 分钟），这里有无数的名流、
豪宅，也是购物的天堂。在比弗利山标志留影后前往【圣莫妮卡海滩】
这里既是 66 号公路的起点，也是 10 号公路的尽头，是洛杉矶最有名
的海滩之一，海岸上布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宾馆、餐厅、电影院。海
边的第三大道是市中心的超大步行街，拥有众多知名品牌和特色小店，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餐饮美食。
第 12 天
2月8日

早：自理
飞机上

午：自理

星期四
第 13 天
2月9日
星期五

飞机

飞机上

巴士

无

晚：自理
早：自理

香港-深圳
抵达香港，乘坐专车大巴返回深圳湾口岸，结束愉快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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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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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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此团国泰航空，非中国大陆护照需加收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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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元；超过 12 岁则视为成人占

床，与成人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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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湾、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子交流，哈佛大学学

子交流），其它为外观或免费；
7.

深圳-香港往返交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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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此团国泰航空，非中国大陆护照需加收 1000/人。

取消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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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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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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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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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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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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页 共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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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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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att Regency Fairfax 或同级

新泽西地区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Fort Lee -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或同级

波士顿地区

DoubleTree Boston North Shor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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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地区

The Hotel Fullerton Anaheim 或同级

拉斯维加斯地区
沿途小镇

Westgate Las Vegas Resort and Casino/The Westin Lake Las Vegas Resort &
Spa 或同级
Holiday Inn Express Hotel & Suites Kanab 或同级

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
行程附件一：
甲方（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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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明细

纽约航母

无畏号航母对美国来说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它从 1943

车费+门

博物馆+登

年开始服役，在二战和越南战争中参加过多次作战。无畏号

票费+预

顶世贸中

1974 年结束服役，1982 年改造成海空博物馆对外开放，转眼

订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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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约 150
分钟

价格/人
(大小同价)
＄120

心+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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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最高，耗资 38 亿美元，历时八年，60 秒升到这幢搞建筑的顶

+午餐

部，远眺曼哈顿岛，感受城市无限魅力；联合国大厦是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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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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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砂岩，谷内岩石被山洪冲刷得如梦幻世界。
羚羊峡谷+

【格兰峡谷水坝】控制着科罗拉多河的水流，并且能发电。是

格兰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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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威尔湖

之一，令人叹为观止。

门票+交
通费+司
导服务费

约 60
分钟

＄260

【鲍威尔湖】鲍威尔湖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是为纪念美
国第一个漂流到这里，并建议开发水利的 Powell 将军命名。美国
西南部的主要度假区，电影《地心引力》最后的着陆点就是在鲍威
尔湖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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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费+导

约 120

游服务费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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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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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科罗拉多沙漠的 Coachella 山谷以内，是沙漠城市中的一
棕榈泉奥
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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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
最美的 OUTLETS.共有一百多家品牌 COACH、CUCCI、

车费+司

约 90

导服务费

分钟

车费+司

约5小

＄35

DIOR、ARMAINI 等一应俱全，是来美游客的最佳购物之地；
洛杉矶深

参观湖人队主场——【斯台普斯中心】（不入内，约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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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度游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不入内，约 15 分钟）是这个城市跳

导服务费

时

动的音符。后探访全球最贵住宅区——【比弗利山庄】（约 15
分钟），这里有无数的名流、豪宅，也是购物的天堂。在比弗
利山标志留影后前往【圣塔莫妮卡海滩】这里既是 66 号公路的
起点，也是 10 号公路的尽头，是洛杉矶最有名的海滩之一，海
岸上布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宾馆、餐厅、电影院。海边的第三
大道是市中心的超大步行街，拥有众多知名品牌和特色小店，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餐饮美食。

购物补充协议书
行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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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选，我们无法承担退换差价的责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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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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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时间

纽约
洛杉矶

美国特产礼品中心

美国健康食品及保健品；花旗参

约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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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60 分钟

表；名牌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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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离团免责协议书
行程附件一：
团号 :

日期

:

姓名

本人报名参加了贵司组织的
】年【
本人自愿于【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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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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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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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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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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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号为【

旅游团（团号为：
回，行程共计【

】，与家人【

），定于【

】年【

】月【

】位参加贵司组织的【
】日出发，【

】年【

】
】月【

】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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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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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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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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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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