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公园-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旧金山 11 天(YSG1) 

 

旅游团号：YSG1 (CT) 

行程天数：11 天 

出发城市：拉斯維加斯  (拉斯维加斯参团朋友请於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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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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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日期： 

*04/28~10/13 週三、四、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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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 $215 $798 $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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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5 年以上经验，优秀资深导游； 

大巴：出城全部三年以内新车！ 

行程：安排合理，车程短，不走回头路； 

住宿：8 晚豪华商务酒店，2 晚斯维加斯 SLS 大酒店（黄石公园入住蒙大拿 Big Sky 滑雪

度假村）。 
 
★客人可自由选择行程 A 或 B，并请在下單时标注：      



 
 

A 线: SFO-A 

第一天：洛杉矶 - 圣塔巴巴拉 - 丹麦村 - 硅谷 - 旧金山 

第二天：伯克利大学 - 叮噹车 - 旧金山市区游 

第三天：黄金海岸 17 哩湾- 蒙特利水族馆 - 洛杉矶 

**必付費用$40：17 哩門票、叮噹車、伯克利、杜莎夫人蠟像館&探險館二選一 
 
B 线: SFO-B 

第一天：洛杉矶 - 圣塔巴巴拉 - 十七哩湾 - 旧金山 

第二天：斯坦福大学 - 旧金山市区游 

第三天：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 洛杉矶 

**必付費用$50：優勝美地、17 哩門票、斯坦福、杜莎夫人蠟像館&探險館二選一 

（舊金山入團客人必付費為$45） 
 
**此行程另必付费用：黄石+大提顿+布莱斯+杰克森缆车+大盐湖+燃油附加费：$100/人； 
 
**由于黄石小木屋倍受游客热爱，升级入住小木屋每房需额外加收$120，具体入住小木

屋日期，请参考基础团 YS7：2018 年 4 月 28 到 10 月 13 期间，逢周六出发的团期升级

入住（除 9/8），请在订团时与我司工作人员落实位置。 
  
 
★备注：关于自由行产品我司施行下列规定：                            

1. 2017 年 12 月 30 日-2018 年 1 月 14 日期间，不可以升级威龙酒店 

2.如遇升级威龙酒店（免费和收费升级均通用），则不再赠送大礼包 

3.SFA 如参团人数少，用车为高顶时，则不坐叮当车，退叮当车费用$7 每人 

4. SFB 如遇优胜美地封路不能去，则改为丹麦村，必付费不退 
 
  

 行程安排 

第 1 天 

第一天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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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星星点点的约书亚树，下

午到达沙漠中的享乐天堂-拉斯维加斯。稍作休息后我们继续前进，将在傍晚到达圣

乔治。 

拉斯维加斯参团朋友请於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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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圣乔治 

住宿：圣乔治红狮大酒店 或同级; 

 
第二天 

包伟湖–格兰大垻–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盐湖城 

  

清晨出发，前往羚羊彩穴。途径葛兰峡谷，这里孕育着葛兰峡谷大坝蓄水而成的人

工水库—包伟湖。位于亚利桑那州，包伟湖是全美第二大人工湖，它有 96 个峡谷，

仿佛是另一个坐落在湖上的大峡谷。远看湖是蓝的，近看湖水却是碧绿的，天清，

云白，岩红，水秀，相映成彰，交织出一副动人美景。羚羊彩穴（门票自理）是世

界十大著名摄影地点，随着纳瓦霍印第安向导一探他们的保护区。羚羊彩穴分为上

羚羊和下羚羊，上羚羊在纳瓦霍语意为 “有水通过的岩石”， 而下羚羊意为“拱状的螺

旋岩石”。当斑驳的红砂岩经过自然束光折射幻化出艷丽的色彩，流光溢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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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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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俑则默默

矗立，看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夜宿盐湖城。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圣乔治,包伟湖,布莱斯峡谷,盐湖城 

住宿：Rodeway Inn 或同级;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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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们入住真正的世外桃源，蒙大拿州著名

度假胜地 Big Sky，这里风景可以媲美黄石公园，甚至有更多的野生动物！ 
  

（5 月 18 日起出发行程入住大天空，4 月底至 5 月 17 日出发的团入住西黄石酒店: 

White Buffalo, Dude Roundup, Yellowstone Country Inn, Traveler Lodge）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盐湖城,杰克逊小镇,大提顿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 



 
 

住宿：蒙大拿 Big Sky 滑雪度假村 或同级; 

第 4 天 

第四天 

黄石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森-大盐湖- 盐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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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还沉醉于前两天精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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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抵达大盐湖，大盐湖是史前邦纳维尔湖的最大残余部

分，是西半球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是内陆湖，湖水蒸发，导致矿物物质持续增多，盐

度很高，成为鸟类，卤虫及其他动物们的天堂。夜宿盐湖城。 

酒店: 盐湖城万豪商务套房酒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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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底到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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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森,盐湖城 

住宿：Residence Marriott Cottonwood 或同级; 

第 5 天 

第五天 

盐湖城-拉斯维加斯 

 

早晨前往犹他州州府山庄，参观州政府大厦，宛如宫殿般的政府大楼是美国少有的几

处不需要安检即可入内参观的州政府。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风格，整座大楼外部

由花岗岩建造，内部一色灰白天然大理石，穹顶画有早起开拓者来此拓荒的壁画，不

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摩门教色彩，整栋建筑恢弘壮阔，精致华丽，是犹他州的显著地

标，美国最壮观的州府大厦。随后前往摩门教的圣地—圣殿广场。摩门教姊妹带领我

们参观，并娓娓道来摩门教的教义以及发展的历史。随后前往沙漠明珠，有世界赌博

娱乐之都美称的拉斯维加斯。到达后您可小憩片刻，亦可下赌场试试手气，傍晚可以

自费参加夜游，看音乐喷泉，火山爆发，激光天幕，威尼斯人。载歌载舞，灯红酒

绿，身处其中。夜宿拉斯维加斯。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盐湖城,拉斯维加斯 

住宿：拉斯维加斯 SLS 大酒店 或同级; 

第 6 天 

第六天 

拉斯维加斯-西峡谷-胡佛水坝-拉斯维加斯 

  

清晨我们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坝，并远眺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其后我们驱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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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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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含西峡门票$90，如需参加须购买西峡谷门票（含午餐））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拉斯维加斯,西峡谷,胡佛水坝,拉斯维加斯 

住宿：拉斯维加斯 SLS 大酒店 或同级; 

第 7 天 

第七天 

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奥特莱斯-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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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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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Holiday Inn EI Monte 或同级 

第 8 天 

第八天 

九大主题项目任选一 



 
 

 

1. 好莱坞环球影城一日游； 

2. 洛杉矶市区一日游； 

3. 棕榈泉购物一日游； 

4.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5. 圣地亚哥一日游； 

6. 迪士尼乐园一日游。 

7. 太平洋水族馆、赏鲸、爱荷华号战舰一日游 

8.加州乐高乐园一日游 

9.迪士尼冒险乐园一日游 
 
**注意： 

1. 若选择棕榈泉购物、洛杉矶市区游，每人每团减$50。 

2. 若选择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迪士尼冒险乐园，每人每团加收$15。 

3.行程最后一天无法参加圣地亚哥一日游 或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洛杉矶 

住宿：Holiday Inn EI Monte 或同级 

第 9 天 

第九天 

洛杉矶-圣塔芭芭拉-旧金山 

  

尊敬的顾客，旧金山三天游须于出团前选择 A 或 B 线路，一经确认途中无法更改。

（例：选择 A 线路，三天均为 A 行程；若选择 B 线路，三天均为 B 行程） 
 
A 行程：洛杉矶-圣塔芭芭拉-丹麦村-硅谷-旧金山 

从早上从洛杉矶出发，沿着太平洋海岸线一路欣赏风景，前往被誉为“美国的蔚蓝海

岸”的圣芭芭拉。这里的建筑物采用了早期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并于现代建筑 学融

合，使它拥有一种休闲优雅的风格，是个能让游客体验的南加州风情的最好去处之

一。接下来前往丹麦村，古老的风车，北欧式的建筑物和在街上可以享用闻名 于世

的丹麦饼干和喝欧式风格的香醇咖啡，让参观的旅客有种在欧洲小村的亲切感觉。

随后前往硅谷参观世界有名科技公司的总部（车游），于傍晚时分抵达旧金 山。 

 
B 行程：洛杉矶—圣塔巴巴拉—17 哩—旧金山 

从早上从洛杉矶出发，沿着太平洋海岸线一路欣赏风景，前往被誉为“美国的蔚蓝海

岸”的圣芭芭拉。这里的建筑物采用了早期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并于现代建筑 学融

合，使它拥有一种休闲优雅的风格，是个能让游客体验的南加州风情的最好去处之

一。随后前往如诗如画的蒙特利半岛。轻柔的海风、蜿蜓的海岸、澎湃的浪 花、奇

形的礁石、还有可爱的海狗海狮徜徉其间；亿万富豪的别墅美伦美奂（闻名中外的



 
 

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于此居住十年），世界顶级的高尔夫球场绵延不止（停留 拍照，

举办过 5 次大满贯）… 深吸一口大海的味道，十七哩的海景令人心旷神怡。风光旖

旎的卡梅尔小镇（途经）、世界闻名的加州 1 号公路（途经）、17 哩湾标志“孤柏

树”（停留拍照）、 17 哩的绝美海景…深吸一口大海的味道，沉醉于海风海浪与蒙特

利半岛的诗情画意中。于傍晚时分抵达旧金山。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洛杉矶,圣塔芭芭拉,丹麦村,硅谷,旧金山 

住宿：Red Lion Oakland, Crowne Plaza Union City, Holiday Inn San Jose, Courtyard 

Marriott Fremont 或同级； 

第 10 天 

第十天 

旧金山 

 
 
 

尊敬的顾客，旧金山三天游须于出团前选择 A 或 B 线路，一经确认途中无法更改。

（例：选择 A 线路，三天均为 A 行程；若选择 B 线路，三天均为 B 行程） 
 
A 行程：伯克利大学-叮当车-旧金山 

早 上前往参观伯克利大学，伯校师生拿过 72 个诺贝尔奖，校园古色古香，还可远眺

金门大桥和金门海峡，是闻名世界的一流学府。然后驱车前往三面环海并由 50 多个

山丘组成的旧金山。我们第一个游览项目是搭乘有过百年历史的叮当车（车票必付）

游览市区及九曲花街。随后参观美国西岸的标志性桥梁，被称为“不可能的 大桥”的金

门大桥; 游览最热闹的渔人码头，更可自费乘坐游船欣赏旧金山海湾；1915 年巴拿马

政府赠与的世界博览会遗址艺术宫让您流连忘返。尤其是旧金山高低起伏的地形配合 

维多利亚式的古典建筑，加上凉爽舒适的海风，构成了吸引成千上万观光客拜访这个

城市的主要原因，下午可以选择自费参加旧金山深度游。 
 
B 行程：斯坦福大学-旧金山 

早 上前往参观斯坦福大学，校园面积 35 平方公里，是美国第二大也是最美的校园。

斯校的毕业生更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大公司，谷歌、雅虎、思科、惠普的创办人均 毕

业于此。随后驱车前往三面环海，由 50 多个山丘组成，三面环海的旧金山市。参观

美国西岸的标志性桥梁，被称为“不可能的大桥”的金门大桥; 游览最热闹的渔人码

头，更可自费乘坐游船欣赏旧金山海湾；1915 年巴拿马政府赠与的世界博览会遗址

艺术宫和九曲花街都让您流连忘返。尤其是旧金山高低起 伏的地形配合维多利亚式

的古典建筑，加上凉爽舒适的海风，构成了吸引成千上万观光客拜访这个城市的主要

原因。下午可以选择自费参加旧金山深度游，夜宿中加州莫斯托。 

注意： 

**以下为斯坦福大学不对外开放日期，SFB 行程改为去伯克利大学 
1/1, 2/23, 2/24, 4/26-28, 5/11-13, 6/14-17, 9/1, 9/8, 9/15, 9/18-23, 10/6, 10/25-28, 
11/10, 11/22, 12/25 



 
 

  

 交通：汽车 

 所经城市：旧金山市区游 

住宿：A 线：Quality Inn Marina, Red Lion Oakland 或同级 / B 线：Clarion Inn Modesto

或同级； 

第 11 天 

第十一天 

旧金山-洛杉矶 

 
 
 

尊敬的顾客，旧金山三天游须于出团前选择 A 或 B 线路，一经确认途中无法更改。

（例：选择 A 线路，三天均为 A 行程；若选择 B 线路，三天均为 B 行程） 
 
A 行程：黄金海岸 17 哩-蒙特利水族馆-洛杉矶 

早 上从酒店出发后前往如诗如画的蒙特利半岛。轻柔的海风、蜿蜓的海岸、澎湃的

浪花、奇形的礁石、还有可爱的海狗海狮徜徉其间；亿万 富豪的别墅美伦美奂（闻

名中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于此居住十年），世界顶级的高尔夫球场绵延不止（停留

拍照，举办过 5 次大满贯）… 十七哩的海景令人心旷神怡。风光旖旎的卡梅尔小镇

（途经）、世界闻名的加州 1 号公路（途经）、蜜月圣地情侣角（途经）、17 哩的

绝美海景…接踵而来的惊喜 让人不禁沉醉于海风、海浪声与蒙特利半岛的诗情画意

中。世界闻名的蒙特利水族馆建于海边，是每个来蒙特利半岛的游客都必去的一个地

方。馆内有过 600 种海 洋生物, 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鱼类，长得千奇百怪的海底生

物，更有自由自在翱翔的海鸥！于傍晚返回洛杉矶。 
 
B 行程：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洛杉矶 

从 酒店出发, 远处的内华达山脉绵延不止，正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的所在！巍峨雄伟的花岗岩，气势磅礴的瀑布和宁静的山谷，使优胜美地从任何一个

角度看 上去都宛如仙境一般。巨木参天，高山流水，被冰川雕琢得嶙峋不堪的巨岩

峭壁以及波光粼粼的湖面，使您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世界最大花岗岩柱-酋长岩；

北美 洲落差最高的优胜美地瀑布；优胜美地山谷；半圆顶；新娘面纱瀑布… 精彩会

接踵而来！您更可以在原始大森林里漫步，感受香甜新鲜的空气。午餐后穿越部分中

加州大平原，这里盛产美国一半以上蔬菜水果和干果，也使得加州成为美 国最大的

农业州。于傍晚返回洛杉矶。 

（注意：在冬季，如遇冰雪天气，路面结冰封路等天气恶劣情形，为保证您的旅途安

全，我们保留临时更换当日行程的权利：将不去优胜美地，改为 A 线行程。）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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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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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 $215 $798 $500 $100 

 费用说明 

费用包括：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2. 住宿：美国当地品牌酒店（境外酒店均不挂星）； 

3. 九选一主题项目费用（包括主题公园门票；当天用车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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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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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单间差； 

9.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10.必付费用：黄石+大提顿+布莱斯+杰克森缆车+大盐湖+燃油附加费：$100/人 

 自选项目价格表 



 
 

 

下羚羊彩穴：7 歲或以下免費，價格已含 Navajo 保护区每人$8 门票（價格可能再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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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时请选择所要参加的行程：旧金山 A 或 B 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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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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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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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