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榜惠享】洛杉矶接机+一天洛杉矶自由行+拉斯维加斯+东南双峡+羚羊彩

穴+马蹄湾 6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813 团号 LAG6

出发城市 洛杉矶 Los Angeles -LA

目的地城市 洛杉矶 Los Angeles -LA 途经地点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大峡谷国家公园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下

羚羊彩穴 Lower Antelope 

Canyon、马蹄湾 

Horseshoe Bend

行程天数 6 天 5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出发班期

01/01/2022-03/31/2022：周五 

04/01/2022-05/08/2022：周一、周五 

05/09/2022-12/31/2022：周一、周五、周日 

以下团期关闭：04/25/2022 

两人成团。

 

产品特色

畅游世界自然遗产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壮阔绝美的景色当仁不让。

 

与世界七大地质摄影奇观之一的羚羊彩穴来一场美丽的“艳遇”吧~

 

打卡自然奇景马蹄湾，红色的岩石搭配翠绿色的科罗拉多河，令人沉醉。

 

一天时间自由游览天使之城洛杉矶，更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一日游供您选择。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离团地点

拉斯维加斯哈里·瑞德国际机场（LAS）；详细地址：5757 Wayne Newton Blvd, Las Vegas, NV 89119；

Pico House Los Angeles；详细地址：424 N Main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Lincoln Plaza Hotel - Parking Lot；详细地址：123 S Lincoln Ave, Monterey Park，CA 91755；

Starbucks - The Square Irvine；详细地址：17913 MacArthur Blvd, Irvine, CA 92614；

Motel 6 Fountain Valley 停车场；详细地址：9125 Recreation Cir,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Sheraton San Gabriel；详细地址：303 E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Bokai Garden Hotel Rosemead - Parking Lot；详细地址：3633 N. Rosemead Blvd., Rosemead, CA 91770；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 停车场；详细地址：222 W. Houston Ave. Fullerton, CA 92832；

99 Ranch Market Rowland Heights（罗兰岗99大华超市，面朝Gale Ave.方向）；详细地址：1015 Nogales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99 Ranch Rancho Cucamonga；详细地址：9775 Base Line Rd, Rancho Cucamonga, CA 91730；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行程介绍

Day 1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接机

全天  

接机须知：

1. 免费接机时间段：9:00-22:00（客人和导游汇合的时间）；

2. 接机地点：美国国内和加拿大航班请在行李提取处等候导游，国际航班请在The Coffee Bean & Tea Leaf 等候

；

3. 如看不到导游请第一时间打给海鸥假期（电话：323-261-8811 转团务部）查询导游信息；

4. 客人报团时必须提供可接通的手机电话，便于导游联系。如提供的客人电话有误，导致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

，由客人自行承担；

5. 请在出发三天前提供航班信息，所有临时增加或延误的航班，将尽力协调，但不保证提供免费接机服务；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级

 

 

Day 2 洛杉矶自由行（可自费参加一日游，请在定团时选择好并支付费用，否则无法安排）

    



全天  

今天您将有一整天的时间自由参观天使之城洛杉矶，或者自费参加我们精美的一日游（请在定团时选择好并支

付费用，否则无法安排）。

 

出发班期 该天可选择的一日游 价格

好莱坞-环球影城畅怀一日游（US1） $195/人
周一出发的团

迪士尼乐园 或 冒险乐园 一日游 (DL1) $225/人

圣地亚哥一日游：老城风情+航母+游船（SD1） $175/人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SW1） $170/人周五出发的团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一日游（J1） $155/人

圣地亚哥一日游：老城风情+航母+游船（SD1） $175/人
周日出发的团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SW1） $170/人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级

 

 

Day 3 洛杉矶  - 汽车 - 拉斯维加斯

全天  

迎着朝阳，开始今天精彩的旅程。沿十五号公路北行，穿过圣伯纳丁诺森林，进入北美最大的莫哈维沙漠。形

单影孤的乔舒亚树一棵棵点缀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别有一番情趣。途中短暂停留休息后，于下午抵达世界

赌城—拉斯维加斯！下午3点后入住酒店，您可以稍作休息或者去赌场试试手气。晚餐后您更可以和我们一起

欣赏一下赌城的迷人夜景。

 

行程安排：

洛杉矶 → 拉斯维加斯 → 拉斯维加斯夜游（自费）

 

全天  

拉斯维加斯夜景游(AG) Las Vegas Night Tour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赌城是霓虹灯的海洋，是五彩缤纷的光影世界。五公里长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一晚的用电

量可以供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用一年，这里的建筑更是融合了全世界的精华，是当之无愧人类工程学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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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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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2


，也是最具美国特色的城市！

 

晚上  

酒店：Excalibur Hotel & Casino 或 同级

 

 

Day 4 南大峡谷  - 汽车 - 东大峡谷  - 汽车 - 马蹄湾  - 汽车 - 佩吉

全天  

清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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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前往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美国十大最佳摄影地点之

一的马蹄湾！夜宿佩吉。

 

行程安排：

拉斯维加斯 → 乘坐直升机观赏大峡谷（自费，30分钟）→ 南大峡谷（必付项目，40分钟）→ 东大峡谷（必

付项目，45分钟）→ 马蹄湾（必付项目，60分钟）→ 佩吉

 

全天  

大峡谷国家公园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占地1904平方英里，成立于1919年。大峡谷在1979年批准作为自

然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大峡谷国家公园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由科罗拉多河流经此

地切割高原而形成。是美国最值得一看的国家公园之一。

马蹄湾 Horseshoe 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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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湾由此得名。站

在峭壁边，沉醉于碧水蓝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age 或 同级

 

 

Day 5 羚羊彩穴  - 汽车 - 包伟湖  - 汽车 - 拉斯维加斯

全天  

早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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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副抽像画。随后前往大峡谷的起源点 

- 包伟湖。在湖光荡漾中乘坐游船，沿着狭长的谷缝观赏包伟湖，惠风和畅，碧波如镜，红石如焰，此刻只愿

偷得浮生半日闲。

 

行程安排：

羚羊彩穴（自费，120分钟）→ 包伟湖（必付项目，90分钟，可自费乘坐游船）→ 拉斯维加斯

 

全天  

下羚羊彩穴 Lower Antelope Canyon

羚羊彩穴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北方，是柔软的砂岩经过百万年的各种侵蚀力所形成。季风季节里常出现暴洪流

入峡谷中，由于突然暴增的雨量，造成暴洪的流速相当快，加上狭窄通道将河道缩小，因此垂直侵蚀力也相对

变大，形成了羚羊彩穴底部的走廊，以及谷壁上坚硬光滑、如同流水般的边缘。下羚羊彩穴中没有任何人工照

明，所有可见的光线均来自于峡谷顶部的裂缝，这些光线经过岩石纹理的反复折射 进入谷底，产生出梦幻般

不规则的色彩变化，这些色彩由深至浅，七彩斑斓，美轮美奂。

包伟湖 Lake Powell

地属印第安人和国家公园共同开发区，鲍威尔湖除了拥有庞大的水量外，还拥有世界上稀有的奇观之一水上峡

谷。它就如同嵌在赤橙色科罗拉多高原上的碧玉，也是大峡谷上的峡湾。您可坐游轮观赏鲍威尔湖（自费

），在湖光荡漾中坐着游轮，沿着狭长的谷缝观赏鲍威尔湖，惠风和畅，碧波如镜，红石如焰，此刻只愿偷得

浮生半日闲。

 

晚上  

酒店：Excalibur Hotel & Casino 或 同级

 

 

Day 6
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  - 汽车 - 七彩巨石阵  - 汽车 - 奥特莱斯  - 汽车 - 

洛杉矶

全天  

早上来到著名的MM巧克力工厂和与其相连的仙人掌花园，在此不仅能一览世界著名MM巧克力繁复精良的制

作工艺，还能免费品尝和购买各种新出炉的特色巧克力。仙人掌花园并不大，但这里的仙人掌种类繁多，几乎

包括了美国西部所有的仙人掌品种，我们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品鉴植物课。告别赌城，我们前往网红景点—七

彩巨石阵。下午抵达奥特莱斯尽享购物的乐趣，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行程安排：

拉斯维加斯 → 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50分钟）→ 七彩巨石阵（30分钟）→ 奥特莱斯（120分钟）→ 洛杉

矶

    



 

全天  

MM巧克力工厂 Ethel M Chocolate Factory

在此不仅能一览世界著名MM巧克力繁复精良的制作工艺，还能免费品尝和购买各种新出炉的特色巧克力。到

现在，他们仍然采用最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将这种独特的味道保留下来，代代相传。

七彩巨石阵 Seven Magic Mountains

一望无垠的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远郊的沙漠之中，伫立着7座用彩色石头堆栈起来的柱子，合来就叫做七彩巨

石阵（Seven Magic Mountains）。这七座9米高的彩虹般的巨石阵，屹立在荒漠中，为沙漠单一的景色中注入

了几分活泼的色彩。这里是网红打卡拍照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

 

下午  

温馨提示：

如您选择拉斯维加斯离团或者送机，将只能参加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的行程，剩余行程无法参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专业旅游用车； 

2. 专业司导服务； 

3.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费用不含

1. 三餐；

 

2. 往返出发地的交通费用； 

3. 服务费：每人每天$12，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大人小孩同价； 

4. 个人费用（如餐费，电话费，收费电视等一切个人消费）； 

5.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和自费项目； 

6.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AG必付费用 AG Mandatory Fe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70.00；

东大峡谷、南大峡谷、包伟

湖、马蹄湾门票、酒店度假

村费，燃油费

南峡谷直升机 Grand Canyon South 

Rim Helicopte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49.00；

儿童：$249.00；
2岁以上同价

包伟湖游船 Lake Powell Cruis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55.00；

儿童（0-10岁

）：$45.00；

拉斯维加斯城市夜游 Las Vegas 

Night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5/1前出发的团

：每人$35.00；

5/1后出发的团

：每人$45.00；

占座位同价

下羚羊峡谷 Lower Antelope Canyon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90.00；

儿童（4-12岁

）：$70.00；

儿童（3岁以下

）：$20.00；

包含当地接送及向导服务费

好莱坞-环球影城畅怀一日游 (US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95.00；

圣地亚哥一日游：老城风情+航母

+游船 (SD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75.00；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SW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70.00；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尼克松总统图

书馆和博物馆 一日游 (J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55.00；

迪士尼乐园 或 冒险乐园 一日游 (

DL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225.00 或 

$255.00；

出发日期不同，价格有所不

同，请查看行程中具体描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