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美国西部•南加主题自选•四五六日游（洛杉矶机场接送）

游览国家：美国

上下车地点：Los Angeles洛杉矶，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接机。

住宿：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中文领队+自助游

行程安排：洛杉矶-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三/四/五-洛杉矶

 第1天洛杉矶机场接机 酒店入住  

    
 行程概述  

  洛杉矶机场接机，时间为每天早上8:30至晚上22:30，不在该时间到达的客人，请自行乘坐酒店免费专车前往机场酒店。  
 上团地点  

  Los Angeles洛杉矶，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接机。  
    
    

全天  

洛杉矶机场酒店信息: 
Best Western Plus LAX （电话：310-973-0998)
Ramada Plaza LAX （电话：310-536-9800)
凡在下午17:00之前到达的客人，可自费$25参加圣塔莫尼卡自由行活动。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Best Western Plus LAX, Ramada Plaza LAX 或同級  
    
    

 第2天南加主题项目自选（十选一）  

    
 行程概述  

  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一，请于订单预订页面选择，发团前确认，订单一经确认后，自选项目不支持修改  
    
    



全天  

南加主题自选项目必付费用
洛杉矶市区精华一日游 $50/人,包明星豪宅游和科学中心门票
圣地亚哥海景火车一日游 $60/人, 包海景火车豪华舱车票
圣地亚哥市区一日游 $50/人，包海湾游轮和航空母舰门票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65/人，包海洋世界公园门票
好莱坞环球影城精彩一日游 $85/人，包环球影城门票
迪斯尼冒险乐园欢乐一日游 $90/人，包迪斯尼冒险乐园门票
迪斯尼主题乐园欢乐一日游 $90/人，包迪斯尼主题乐园门票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阳光之乡一日游 $30/人，包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门票
新港海滩-玻璃教堂-南海岸广场一日游 $50/人，包贡多拉游船票
棕榈泉厂家直销店购物一日游 $0/人
以上为相应南加主题行程必付项目，选择主题项目后需支付相应自选项目费用。

      

圣地亚哥市区一日游

 

圣地亚哥海景火车一日游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好莱坞环球影城精彩一日游

 

新港海滩-玻璃教堂-南海岸广场一日游

 

棕榈泉厂家直销店购物一日游

 

      

洛杉矶市区精华一日游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阳光之乡一日游

 

迪斯尼冒险/主题乐园欢乐一日游（二选一）

 

 



  

[圣地亚哥市区一日游] 
圣地亚哥海湾游轮— 乘坐海湾游轮可以饱览整个美丽的海湾，更可目睹美军的各种舰艇，包括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医疗船等等。著名二战结束雕塑“胜利之吻”
也坐落于此。
中途岛号航空母舰 —
曾参加过二战及海湾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登上这艘美军服役年限最长的战舰，可依次参观机库、飞行甲板和舰岛，在飞行甲板上还可见到各种舰载机。
巴波亚公园— 是美国植物最美的都市公园之一。公园内有许多博物馆，整体建筑呈西班牙殖民复兴风，充满了历史的风韵。
圣地亚哥老城 —
是一个美丽的历史古城，城区内遍布着古老的西班牙建筑、教堂、博物馆及地道的墨西哥餐馆。漫步街头，欣赏着街道两旁的特色小店及身着民俗服饰的的当地居
民犹如置身于19世纪的墨西哥小镇。
[圣地亚哥海景火车一日游] 
圣地亚哥 —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太平洋沿岸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极端西南角，是圣地亚哥县的首府，以气候温暖和沙滩众多而著名。美军在圣地亚哥市设有多处军事
基地，以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岸防卫队为主。
一号公路（途径）— 沿着著名的加州1号公路南下，抵达知名的美西海滨城市圣地亚哥，回程搭乘海景观光火车，饱览加州无敌的海景风光。
海景火车—
搭乘海岸星光号双层列车，独家包含上层豪华舱的车票，舒服程度堪比飞机的商务舱！火车沿着海岸线行驶，沿路欣赏海浪、棕榈、沙滩、悬崖，饱览加州太平洋
海岸的无敌风景。
圣地亚哥海湾游轮（自费） — 乘坐海湾游轮可以饱览整个美丽的海湾，更可目睹美军的各种舰艇，包括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医疗船等等。著名二战结束雕塑“
胜利之吻”也坐落于此。
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自费）—
曾参加过二战及海湾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登上这艘美军服役年限最长的战舰，可依次参观机库、飞行甲板和舰岛，在飞行甲板上还可见到各种舰载机。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圣地亚哥—
加州最美丽的海港城市之一，也是美国西海岸最优良的天然港湾之一。短暂的市区游后，来到美丽的海湾，可自费坐游船游览海滨风光，途中更是可以目睹中途岛
号航母的风采。
海洋世界—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海洋主题公园之一，自1964年开业以来，已有超过一亿三千万游客来这里探访海洋的奥秘。海洋世界位于风景优美的米逊湾，公园里有各种精彩
的动物表演，游乐设施。游客来海洋公园一定要做好全身湿透的准备，可自备雨衣。游乐设施里面最有名的是海洋过山车和空中之塔,搭乘海边空中缆车，更可以
让您领略到米逊湾的全景。
海豚、企鹅、海狮 —
海洋世界有四个主要的海洋动物秀及二十个展出项目，其中以小动物杂技秀、野生北极、蓝色地平线及精彩的海狮表演秀,精彩无比的演出将给您留下终身难忘的
经历！
[好莱坞环球影城精彩一日游] 
好莱坞星光大道 
好莱坞大道的地上有2400多颗刻着影视明星姓名的星形徽章，好莱坞金像奖的颁发地，杜比剧院、中国大剧院都坐落于此。 中国大剧院的门前还有各明星的手印
脚印。
环球影城
环球电影公司成立于1915年，被视为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总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剧产地。园内众多原版电影场景设施让您身临经典电影的拍摄之中。
旅程将带您游历城里的好莱坞大片的拍摄场景，如:  山洪爆发，大白鲨, 地震惊魂等等。最新推出的金刚3D电影和变形金刚4D
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紧张的体验，可以让您领略到电影里的真实场景。栩栩如生的造型让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在未来水世界，木乃伊归来，侏罗纪公园和
怪物史瑞克里又会有令人畏惧和神经紧张的感受。
[新港海滩-玻璃教堂-南海岸广场一日游] 
新港海滩有着地中海式气候。和洛杉矶和奥兰治县的许多沿海城市一样，相比距离海洋几英里的内陆城市，新港海滩在昼夜和季节，呈现较弱的温度变化。受太平
洋的影响，新港海滩的气候冬季气温较暖和夏季气温较冷，是美国当地居民非常喜爱的周末休闲娱乐圣地。传说中球星科比的海边别墅就在纽波特比奇的海边。
 
贡多拉，又译刚朵拉，共渡乐，是意大利威尼斯特有的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划船，船身全漆黑色，由一船夫站在船尾划动。几世纪以来，贡多拉是威尼斯境内主要
的交通工具。现今的威尼斯人通常会使用较为经济的水上巴士穿行于市内的主要水道和威尼斯的其他小岛，贡多拉已多作旅游业用途。
南海湾广场购物中心（South Coast Plaza
）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梅萨的贩卖高端奢侈品的购物广场。购物广场内有250家各色门店，年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是美国西海岸规模最大的购物
中心。
玻璃大教堂建于1980年，是由美国设计师学会金奖获得者非利普约翰逊和他的助手约翰共同设计的。巨大和明亮的空间使所有教堂望尘莫及。大教堂有10,000多盏
柔和的银色玻璃窗，使室内更显明亮宽敞。圣堂可容纳2890人就座，并可满足一千多名歌手和乐器演奏家在185尺长的高坛上进行表演。礼拜活动可通过超大屏幕
的室内索尼（SONY）“超大屏幕”电视屏幕，以及在大教堂室外的NIT-星直接转播给开车来的礼拜者。
[棕榈泉厂家直销店购物一日游]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美国西南部规模最大的奥特莱斯，名牌大卖场。位于加州的棕榈泉，距离洛杉矶两个小时车程，沿途还可以欣赏到美国西部的沙漠风景。
品牌最齐全：Burberry , Gucci, Giorgio Armani, Prada, Dior, Dolce 等世界一线品牌，到Gap，Levis, Polo, CK, Timberland
等大众级品牌应有尽有，保您买到爽！
银联卡消费：约一半以上的品牌可以使用银联借记卡消费，还有多数店家接受银联信用卡消费。
贵宾折扣券：凡参加购物团的朋友均可享有贵宾折扣券之优惠。
[洛杉矶市区精华一日游] 
洛杉矶 — 加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美第二大都会区。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以及绵延不绝的海滩，使洛杉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比华利明星豪宅游—
洛杉矶富人和名流之士的家园，这里的商店聚集了世界闻名的品牌，坐上敞篷小巴，带领您观赏名人的豪宅，感受美国的高端社区街路园林，真正领略美国富人的
生活。
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 参观奋进号航天飞机。它执行过包括维护哈勃望远镜在内的共26次航天任务，退役后永久性落户于加州科学中心。
星光大道— 近2300个明星在这里留下名字，每颗星星都表达了对电影，广播，电视，话剧和录音行业做出巨大贡献艺术家的敬意。
斯坦普斯中心— 号称“世界体育和娱乐中心”，是洛杉矶的湖人、快艇、火花、国王队的共同的主场，最大容量2万人，也是NBA唯一被两支球队公用的场馆。
迪斯尼音乐厅— 强烈的盖瑞金属片状屋顶风格，是洛杉矶爱乐与合唱团的本部。其独特的外观，使其成为洛杉矶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阳光之乡一日游]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是一个位于南加州的美国国家公园。该公园由美国国会通过1994年《加里福尼亚沙漠保护法》而成立。在这之前，约书亚树曾是一个国家纪念区。约书亚树国家
公园的命名来自于约书亚树，一种大型丝兰，同时也是莫哈维沙漠的代表性植物。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占地790636英亩——
一片比罗得岛州稍大点的区域。该公园的大部分，大约429690英亩被指定为公共莽原区。该公园跨越圣贝纳迪诺县/
里弗赛德县边界，包括两个沙漠的部分地区，每个沙漠的生态系统特征主要由海拔决定：海拔较高的莫哈韦沙漠和海拔较低的科罗拉多沙漠。小圣贝纳迪诺山脉贯
穿该公园的西南边界。
阳光之乡：也称安纳伯格庄园，是美国最为著名的国际会议中心，更被称为是美国的“西部戴维营”
。阳光之乡曾接待过许多重要人物，包括7位美国总统、英国女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庄园包括主建筑、会客区、3座客居别墅、1个私人的9洞高尔夫球场和11
个人工湖。主建筑中有安纳伯格家族收集的艺术品展览，其中包括50幅毕加索、梵高、安德鲁·怀斯和莫奈的作品。
[迪斯尼冒险/主题乐园欢乐一日游（二选一）] 
[迪斯尼冒险乐园欢乐一日游]
加州冒险乐园主题围绕着为“加州”和“冒险”展开，乐园内的设施很多都是缩比例复制了加州知名的地标性景点:天堂码头（Paradise Pier
）以各类刺激的游乐设施为主，过山车、跳楼机、太阳转轮、穆赫兰道急速驾驶，都叫人大呼过瘾。
好莱坞外景片厂: 则是一番典型的造梦经历了，游客可以亲自体验拍摄电影电视的乐趣，还有机会与知名的迪斯尼动画人物亲密接触。
黄金之州： 带你认识加利福尼亚的富饶，从西班牙殖民时期到华人恳荒时期，全面了解加州，就请来黄金之州。
而“冒险”元素无疑就是乐园的外在表达了，23种刺激丰富的游玩项目肯定能让你感受到有别于迪斯尼乐园的那份竞技快感。此外，乐园还新建造了一座名为“
小美人鱼的海底世界”的维多利亚式宫殿，对刺激的活动不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在此坐上贝壳状的游览车，开始一次海底的新奇旅行。
[迪斯尼主题乐园欢乐一日游]
全球第一所迪斯尼主题乐园，园内共有八个主题区，『美国主街』上的蒸汽火车、单轨电车，让人回到早期美国小镇的淳朴生活；『未来世界』里，高速旋转飞车
载着您在宇宙星体中遨游；『新奥尔良广场』 ，重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迷人风光； 『探险乐园』布满原始森林与沼泽，印地安那琼斯吉普车是游客的最爱，
在『米老鼠的故乡』 ，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聊天，『西部乐园』里，汽船与矿车让您体验昔日西部疯狂激情，搭乘小木筏去拜访汤姆.索耶的荒岛，到『神话乐园
』与白雪公主、小木偶、唐老鸭、小飞象以及其他你喜爱的迪斯尼人物合影，和小飞侠一起翱翔天空，与爱丽丝携手梦游仙境。最新落成的『明日乐园』吸引了更
多的游客，让人流连忘返。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Ramada Commerce 或 同级  

    
    

 第3天南加主题项目自选（十选一）  

    
 行程概述  

  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一，请于订单预订页面选择，发团前确认，订单一经确认后，自选项目不支持修改  
    
    

全天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Ramada Commerce 或 同级  
    
    

 第4天南加主题项目自选（十选一）  

    
 行程概述  

  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一，请于订单预订页面选择，发团前确认，订单一经确认后，自选项目不支持修改  
    
    

全天  
4天行程的客人不含第4晚住宿，请安排晚上20:30以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起飞的美、加地区的航班；或晚上21:30以后起飞的国际航班并及时告知您的航班信息，以便为您安排送机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Ramada Commerce 或 同级（4天行程的客人不含住宿）  
    
    

 第5天南加主题项目自选（十选一）  

    
 行程概述  

  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一，请于订单预订页面选择，发团前确认，订单一经确认后，自选项目不支持修改  
    
    

全天  
5天行程的客人不含第5晚住宿，请安排晚上20:30以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起飞的美、加地区的航班；或晚上21:30以后起飞的国际航班并及时告知您的航班信息，以便为您安排送机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Ramada Commerce 或 同级（5天行程的客人不含住宿）  
    
    

 第6天南加主题项目自选（十选一）  

    
 行程概述  

  南加主题项目十选一，请于订单预订页面选择，发团前确认，订单一经确认后，自选项目不支持修改  
    
    

全天  

6天行程的客人不含第6晚住宿，请安排晚上20:30以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起飞的美、加地区的航班；或晚上21:30以后起飞的国际航班并及时告知您的航班信息，以便为您安排送机
（本网页内所标注的下团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如天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还请您
见谅。您如有后续行 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以上的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便。 由于
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间而导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往返旅游巴士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费用2.
酒店标准2人间3.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4.

自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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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1.
致的额外费用。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2.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3.
单房差。4.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景点门票上团后导游统一5.
收取。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服务费9美金。

（4）必付费用

必付费用

必付费用

第1天导游接机服务费（现场交付导游） $5.00/人

以上为行程必付项目，其他自选行程根据选择支付对应必付项目。

南加主题自选项目必付费用

洛杉矶市区精华一日游 €45/人,包明星豪宅游和科学中心门票

圣地亚哥海景火车一日游 €54/人, 包海景火车豪华舱车票



圣地亚哥市区一日游 €45/人，包海湾游轮和航空母舰门票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58/人，包海洋世界公园门票

好莱坞环球影城精彩一日游 €76/人，包环球影城门票

迪斯尼冒险乐园欢乐一日游 €81/人，包迪斯尼冒险乐园门票

迪斯尼主题乐园欢乐一日游 €81/人，包迪斯尼主题乐园门票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阳光之乡一日游 $27/人，包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门票

新港海滩-玻璃教堂-南海岸广场一日游 €45/人，包贡多拉游船票

棕榈泉厂家直销店购物一日游 €0/人

以上为相应南加主题行程必付项目，选择主题项目后需支付相应自选项目费用。

请根据您的行程选择3-5项活动（4天客人至少选择3项；5天客人至少选择4项；6天客

人至少选择5项）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景点门票价格

圣塔莫妮卡海滩自由行 $25.00/人

司机及导游小费 $9.00/人/天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