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矶-黄石公园-西南巨环-拉斯维加斯 7 天(YM7) 

旅游团号：YM7 (CT) 

行程天数：7 天 

出发城市：拉斯維加斯  (下午 3:00 前在 Circus Circus 赌城 Skyrise 大楼 2 楼电梯旁等

候导游; 如需接機, 請於 1:30pm 在拉斯維加斯機場一號航站樓第一層（Level 1）的星巴

克（Starbucks Coffee）或三號航站樓底層（0 Level）的 51 號門口等候)  

離團城市:   拉斯維加斯  (不含送機, 自行去機場. 請訂 2:00pm 後航班) 

洛杉磯 (请安排 9:30pm 以后的（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 以后的（国际航班）离开

洛杉矶) 

 *05/01~06/13 & 08/21~10/10  週二、三出發 

*06/19~08/17 週二、三、四、五出發 

 

 每人团费 

团类 第 1、2 人 第 3 人 第 4 人 单房差 配方加收 

 

价格 $648 $60 $478 $300 $0 

 

特色推荐 

著名的城市、美丽国家公园、热门景点！一趟旅程，看遍美西精华！ 

 

★入住西黄石一晚，玩遍景点又轻松！ 



 
 

★饱览黄石，大提顿，拱门，锡安，布莱斯，包伟湖 

★苍凉与狂野乐章的共鸣 - 纪念碑谷！ 

★在黄石保证游览至少以下 8 大著名的景点 

1. Old Faithful               2. Brink of Upper Falls 

3. Grand Prismatic         4. Fountain Paint Pot 

5. Norris                         6. West Thumb 

7. Artist Point                 8. Fishing Bridge 

★畅游两大世界最佳摄影圣地-羚羊彩穴，马蹄湾！ 

★圣殿「锡安」红山绿水，钟灵毓秀，世外桃源 

★带你观赏拱门国家公园 88 米景观拱！ 

★冰雪奇缘「大提顿」纯白精致，冰河国度 

 

**此行程另必付费用：黄石+大提顿+布莱斯+拱门+纪念碑谷+锡安+杰克森缆车+大盐

湖+燃油附加费：$100/人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洛杉矶–圣乔治 

  

早上我们将从洛杉矶出发，前往圣乔治。漫长路程中我们并不会寂寞，沿路我们将

穿过圣伯纳丁诺森林，穿过北美最大的莫哈维沙漠，穿过星星点点的乔舒亚树，下

午到达沙漠中的享乐天堂-拉斯韦加斯。稍作休息后我们继续前进，将在傍晚到达圣

乔治。 

( 拉斯韦加斯参团朋友请于下午 3:00 前在 Circus Circus 赌城 Skyrise 大楼 2 楼电梯



 
 

旁等候导游）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洛杉矶,圣乔治 

住宿：Virgin River Mesquite 或同级; 

 

第 2 天 

葛兰峡谷–马蹄湾–羚羊彩穴–纪念碑谷 

  

 

 

清晨，驱车前往葛兰峡谷；来到大峡谷起源点 - 包伟湖。其海岸线长 1960 英里，

有 96 个峡谷，犹如将大峡谷搬到湖面上一般。参观著名水利工程，葛兰大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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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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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羚羊彩穴! 跟随纳瓦霍印第安向导进入彩穴。彩穴岩壁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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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净地，他们相信这里可以聆听神的声音。午餐后前往

纪念碑谷。纪念碑谷的壮观难以用言语描述，一尊尊巨大的雕塑矗立在红色的原野

上。这里是苍凉与狂野乐章的共鸣，生命与灵魂升华的圣地。空气中似乎弥漫有神

灵的味道，您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宇宙沧海桑田。纪念碑谷频繁出现在电影镜头中，

是美国原始大西部的象征。《阿甘正传》中的跨国长跑在这里终结。游客可以选择

自费搭乘吉普车游览谷内美景。夜宿布兰丁。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葛兰峡谷,马蹄湾,羚羊彩穴,纪念碑谷 

住宿：Quality Inn Blanding Utah 或同级； 

 



 
 

第 3 天 

拱门国家公园-圣殿广场-州政府大厦-大盐湖-盐湖城 

  

早上我們會前往拱門国家公园，一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沙石拱门集中地。平衡

石，三公石，羊石…形色各异，透着深橙色的拱门抵御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傲

立在这片盐层上，有的欲说还休，有的怂如尖塔。我们还会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拱门

—景观拱。下午我们驱车前往盐湖城。下午我们首先参观著名的“圣殿广场”，由

摩门教姊妹带领我们参观这个圣地。盐湖城由于有坚实的信仰基础，使之成为美国

犯罪率和离婚率最低的大城市，这在城市发展史上也成为一个特色。其后我们将领

略宛如宫殿般的犹他州的政府大楼，一探犹他州独特的摩门教文化。随后参观美国

的“死海”大盐湖，夜宿盐湖城。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拱门国家公园,圣殿广场,州府大厦,盐湖城 

住宿：Rodeway Inn Downtown SLC 或同级； 

 

第 4 天 

黄石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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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标志老忠实；黄石大峡谷；世界闻名艺术家点；近距离

观赏野生动物… 精彩会一个个接踵而来！夜宿西黄石。 

（黄石公园是火山区，地热现象周围由板桥围绕，平均每个景点需步行 30 分钟，请

穿舒适鞋子）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黄石国家公园 

住宿：西黄石 Dude Roundup, Yellowstone Country Inn, Traveler Lodge 或同级 

 

第 5 天 

黄石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森-普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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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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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普沃。 

**黄石国家公园南门 2018 年 5 月 11 日开放之前，大提顿、杰克森无法前往。5 月

1 日、5 月 2 日出发的行程，将以停留额外黄石景点代替，并减免每人$25 必付门票

费用。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黄石国家公园,普沃 

住宿：Days Inn Provo 或同级； 

 

第 6 天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锡安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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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迭，像极了守护天地的石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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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们向西南部行进，进入到锡安国家公园。

锡安在希伯来语意为圣地、避难所，当初备受迫害的摩门教徒来到这里开拓，命名

此处也应有此意。这里钟灵毓秀，郁郁葱葱，柳暗花明，遍地芳菲。林林总总的飞

鱼走兽，奇花异草也为锡安增添了一片斑斓。穿过隧道，从岩壁的巨窗望出去，锡

安山的明秀美色尽纳眼底，不愧“圣殿”的美誉。夜宿拉斯韦加斯。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锡安国家公园,拉斯韦加斯 

住宿：Monte Carlo 或同级； 

 

第 7 天 

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奥特莱斯-洛杉矶 

  

早上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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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我们难忘的 7 天黄石公园-西南巨环-拉斯韦

加斯假期。 

拉斯维加斯离团者：请订 2:00PM 后的航班离开拉斯维加斯 LAS（不含送机服

务）； 

请安排 9:30pm 以后的（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 以后的（国际航班）离开洛杉

矶。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奥特莱斯,洛杉矶 

 

 



 
 

 

 

 每人团费 

团类 第 1、2 人 第 3 人 第 4 人 单房差 配方加收 

 

价格 $648 $60 $478 $300 $0 

 费用说明 

费用包括：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2. 住宿：全程豪华酒店（相当于当地 3-4 星级酒店） 

3. 导游：当地专业中英双语导游。 

 

费用不含： 

1. 全程餐费（赠送除外）； 

2. 当地导游地接小费 (每人每天 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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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单间差； 

9.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自选项目价格表 

 

如遇节假日：大卫魔术秀 David Copperfield Magic   升价为$165 

拉斯维加斯 Beatles love 秀促销价：$131 

 

 

 

 

 

 团接点及时间表 



 
 

 



 
 

 备注事项 

1. 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於晚上 9:30pm(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国际航班)以后离开； 

拉斯维加斯离团者：请订 2:00PM 后的航班离开拉斯维加斯 LAS（不含送机服务）； 

2. 由於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海鸥假期的确认单为准； 

3.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4.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旅游安全须知及 

为了增强游客安全意识，普及旅游安全基本常识，使游客参加活动的计划圆满、愉快、顺

利地完成，请认真阅读本须知并严格履行，防止意外事件。 

一、乘车（机、船）安全事项 

1、游客在机、车、船停稳后方可上下机、车、船。并按机场、车站、港口安全管理规定

或指示标志通行及排队上下机、车、船；要讲究文明礼貌，先照顾老人、儿童、妇女；切

勿拥挤，以免发生意外。请勿携带违禁物品。 

2、在机、车、船临时停靠期间，服从服务人员安排，请勿远离。 

3、游客在乘车途中，请不要与司机交谈和催促司机开快车，违章超速和超车行驶；不要

将头、手、脚或行李物品伸出窗外，以防意外发生。 

4、游客下车浏览、就餐、购物时，请注意关好旅游车窗，贵重物品请自己随身携带并妥

善保管。 

5、游客乘坐飞机时，应注意遵守民航乘机安全管理规定，特别是不要在飞机上使用手机

等无线电通讯工具或电子游戏等，建议全程系好安全带。 

二、住宿安全事项 

1、游客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酒店的太平门、安全出路、安全楼梯的

位置和安全转移的路线。 

2、注意检查酒店为你所配备的用品（卫生间防滑垫等）是否齐全，有无破损，如有不全

或破损，请立即向酒店服务员或导游报告。如因当地条件所限，未能配备，请游客小心谨

慎，防止发生意外。 

3、贵重物品应存放于酒店总台保险柜或自行妥善保管，外出时不要放在房间内。 

4、不要将自己住宿的酒店、房号随便告诉陌生人；不要让陌生人或自称酒店的维修人员



 
 

随便进入房间；出入房间要锁好房门，睡觉前注意房门窗是否关好，保险锁是否锁上；物

品最好放于身边，不要放在靠窗的地方。 

5、游客入住酒店后需要外出时，应告知随团导游；在酒店总台领一张酒店房卡，卡片上

有酒店地址、电话或抄写酒店地址或电话；如果您迷路时，可以按地址询问或搭乘出租车，

安全顺利返回住所。 

6、 遇紧急情况千万不要慌张。发生火警时不要搭乘电梯或随意跳楼；镇定地判断火情，

主动地实行自救。若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重衣物压火苗；必须穿过有浓 烟的走

廊、通道时，用浸温的衣物披裹身体，捂着口鼻，贴近地、顺墙爬走；大火封门无法逃出

时，可采用浸温的衣物披裹身体被褥堵门缝或泼水降温的办法等待救 援或摇动色彩鲜艳

的衣物呼唤救援人员。 

三、饮食卫生安全事项 

1、在旅游地购买食物需注意商品质量，发现食物不卫生或有异味变质的情况，切勿食用。 

2、不要接受和食用陌生人赠送的香烟、食物和饮品，防止意外发生。 

3、旅游期间要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或贪食。 

4、为防止在旅途中水土不服，游客应自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切勿随意服用他

人所提供之药品。 

5、旅行社不提倡、不安排饮酒，并对游客因饮酒发生的意外不承担责任。喜欢喝酒的游

客在旅途中应严格控制自己的酒量，饮酒时最好不超过本人平时的三分之一；若出现酗酒

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益以及造成自身损害的一切责任由肇事者承担。 

四、游览观景安全事项 

1、听取当地导游有关安全的提示和忠告，主要应预防意外事故和突发性疾病的发生。 

2、经过危险地段（如陡峭、狭窄的同路、潮湿泛滑的道路等）不可拥挤；前往险峻处观

光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是否可行，不要强求和存侥幸心理。 

3、游客登山或参与活动中根据应自身身体状况进行，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激烈运动

以及自身身体无法适应的活动，同时做好防护工作。 

4、在水上（包括江河、湖海、水库）浏览或活动时，注意乘船安全要穿戴救生衣；不单

独前往深水水域或危险河道。 

5、乘坐缆车或其他土载人观光运载工具时，应服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遇超载、超员或

其他异常时，千万不要乘坐，以防发生危险。 

6、浏览期间游客应三两成群，不要独行。如果迷失方向，原则上应原地等候导游的到来



 
 

或打电话求救、求助，千万不要着急。自由活动期间游客不要走的太远。带未成年人的游

客，请认真履行监护责任，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能让未成年人单独行动，并注意安全。 

7、 在旅游行程中的自由活动时间，游客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在自

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除特殊团队外，旅行社不安排赛车、赛马、攀 岩、滑翔、

探险性漂流、滑雪、下海、潜水、滑板、跳伞、热气球、蹦极、冲浪、跳伞等高风险活动，

也敬请游客在旅游中的自由活动期间慎重考虑是否参与并自行 评估风险。 

五、购物娱乐安全事项 

1、不要轻信流动推销人员的商品推荐。无意购买时，不要向商家问价或还价。 

2、要细心鉴别商品真伪，不要急于付款购物。购物时应向商家索取正式发票。 

3、不要随商品推销人员到偏僻地方购物或取物。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或娱乐时，注意

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提包、贵重的物品及证件；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前往管理混乱的娱乐

场所。游客在购物、娱乐时、主要应防止诈骗、盗窃和抢劫事故的发生。 

4、在景点内娱乐时，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参与适应的项目；在自由活动期间外出娱乐活动

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前往管理混乱的娱乐场所，不要参与涉嫌违法的娱乐活动。 

六、其他安全注意事项 

1、注意听从导游的安排，记住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认清自己所乘坐的车型、车牌号及颜

色；不要迟到，因迟到造成的后果由个人负责。 

2、在旅游活动中，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乱扔烟

头和火种。 

3、 游客乘坐飞机旅游时，应带好自己的有效身份证（小孩应带户口本原件，满 16 岁未

办理身份证的需持派出所带照片户籍证明原件），并注意保存好。导游发给你机 票时应

先行核对自己机票上的姓名、往返时间、抵离目的地、航班号是否正确；请注意保存好机

票和火车票并配合导游把票收回。如因游客自身原因造成不能登机， 旅行社概不负责。 

4、游客在旅途中发生人身或财产意外事故时，按有关机构（如交通运输部门、酒店、保

险公司、风景区管理单位）订立的条例或合同规定处理或公安部门查处。地接社社尽力提

供必要的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