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洛杉矶+17哩湾+旧金山+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洛杉矶自由行 5日

精华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808 团号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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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哩湾风景线 17-Mile 

Drive、旧金山 San 

Francisco、优胜美地国家

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

行程天数 5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出发班期

03/01/2022-05/13/2022：周五 

05/17/2022-12/31/2022：周二、周五 

加开日期：12/24/2022 

两人成团。

 

产品特色

深度游览世界著名旅游胜地旧金山，打卡地标经典景点，领略西部阳光充足的魅力都市。

 

进入世界自然遗产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参观这里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

 

一天时间自由游览天使之城洛杉矶，我们提供自费环球影城和圣地亚哥的一日游供您选择。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离团地点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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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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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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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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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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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车 - 17哩湾  - 汽车 - 旧金山

全天  

早上从洛杉矶出发，途径富饶的中加州大平原，这里盛产美国一半以上的水果、蔬菜、干果，也使得加州成为

美国最大农业州。下午抵达如诗如画的蒙特利半岛。途经世界闻名的加州1号公路，欣赏17哩湾的绝美海景

，于傍晚时分抵达旧金山。

 

行程安排：

    



洛杉矶 → 17哩湾（必付项目）→ 原石滩度假村（60分钟）→ 旧金山

 

全天  

17哩湾风景线 17-Mile Drive

17哩湾的西侧和南侧紧邻太平洋，东侧则穿越代尔蒙特杉树林。沿途您不仅能看到海滩，还不时可见壮观的豪

华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原石滩 Pebble Beach

著名的度假胜地，也是柏树角俱乐部、蒙特利半岛乡村俱乐部和老虎伍兹曾练习过高尔夫的原石滩高尔夫球场

的所在地。

 

晚上  

酒店：Wild Palms, a JDV by Hyatt Hotel 或 同级

 

 

Day 3 旧金山市区游

全天  

早上前往三面环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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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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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

金门大桥（45分钟）→ 艺术宫（30分钟）→ 九曲花街（45分钟）→ 渔人码头（2.5小时，可自费乘坐海湾游

船）→ 旧金山深度游（自费）

 

旧金山深度游详情：圣玛丽大教堂（30分钟）→ 市政厅（40分钟）→ 双子峰（25分钟）→ 旧金山唐人街

（70分钟）→ 金银岛（途经） 

 

上午  

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金门大桥是世界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被视为三藩市的象征。 2.7公里的长度，贯穿了整个三藩市湾和太平洋

的金门海峡，更是连接三藩市和北边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与此同时，《猩球崛起》、《X战警》等美国大片

均在此取景拍摄过。

旧金山艺术宫 Palace of Fine Art

    



旧金山艺术宫始建于1915年，原本是为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所盖。会议结束后，艺术宫就渐渐荒废

，最后变成了废墟空楼。直到1962年著名德裔建筑师梅贝克对其重新进行设计装修，才使其焕发出第二次的

青春美丽。

九曲花街 Lombard Street

九曲花街被誉为“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地标之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步行或驾车

经过它的八个急转弯。它被俄罗斯山的豪宅、精心修剪的景观和鲜花环绕，也是该市风景最优美的街道之一。

从山顶俯瞰旧金山湾、海湾大桥和科伊特塔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旧金山渔人码头 San Francisco Fisherman's Wharf

渔人码头的名号，在旧金山可谓是家喻户晓。从吉拉德里广场开始一直延伸到35号码头的区域，可以看到最热

闹的39号码头的各色商店、餐厅、街头表演，也可以远眺远方欣赏恶魔岛、金门大桥、海湾桥的各色风景。

旧金山观光游船 Bay Cruise

美丽的金门大桥和壮观的奥克兰海湾大桥可谓是旧金山的门面，搭乘游船可依次游览这两个景点。游轮从美丽

的大桥下经过，感受海风拂面、心旷神怡。更可以近距离观览恶魔岛的壮观景色。如此的行程一定能带给您十

分美好的回忆。

旧金山市政厅 Civic Center

旧金山市政厅是一座另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曾一度被公认为美国最美丽的公共建筑之一。三藩市市政厅模仿了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风格，金顶的设计则是借鉴了巴黎荣军院。

双子峰 Twin Peaks

两座海拔约270公尺的山丘，同时也是旧金山境内独有保留的天然山丘，此地并以360度全景眺望而闻名。双

子峰是旧金山市内主要的两个制高点，还有一条8字型的公路环绕在两座山峰的周围。这里的山顶观景台因为

没有茂密的大树遮挡，所以可以将旧金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饱览无余。从峰上俯视，繁华的旧金山市景和迷人

的海湾风情都将令您沉醉。

旧金山唐人街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旧金山的唐人街可以说是亚洲以外最大规模的华人社区了。在美国除了纽约的华人街可以与之比较，其他的华

人聚集地总是感觉少了那么一丝味道。虽然唐人街旁是壮观的联合广场和西部金融中心，但丝毫不影响唐人街

的中国气息。随处可见的飞檐画壁，琼楼玉宇，中文牌匾，让人完全没有身处他乡的陌生感。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Chowchilla 或 同级

 

 

    



Day 4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 汽车 - 洛杉矶

全天  

今天我们将要前往于198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上，是美国西部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随后返回洛杉矶。

 

行程安排：

酒店 →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必付项目，180分钟）→ 洛杉矶

 

特别说明：

1. 在冬季，如遇冰雪天气，路面结冰封路等恶劣天气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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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去丹麦城，途经圣芭芭拉返回洛杉矶。

 

全天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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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

巨木，高山流水，被冰川雕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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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级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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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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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二出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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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出发的团 好莱坞-环球影城畅怀一日游（US1） $195/人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6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6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6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3000&date=2022-04-0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3000&date=2022-04-0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3000&date=2022-04-02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9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9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9


迪士尼乐园 或 冒险乐园 一日游 (DL1) $225/人

 

全天  

温馨提示：

1. 离团当天参加一日游的客人可享受免费送机服务（SD1/SW1除外），请安排晚上9:30pm(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国际航班)以后离开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2. 离团当天选择参加SD1/SW1，不能提供送机服务，可选择在常规地点下车：Pico House Los Angeles、Lincoln 

Plaza Hotel、Bokai Garden Hotel Rosemead、Sheraton San Gabriel、99 Ranch Market Rowland Heights

（请下单时告知，否则无法安排）。

3. 不参加一日游的客人，无送机服务，需自行离团，酒店退房时间为上午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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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酒店内早餐。

 

费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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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3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cn/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3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SFB必付费用 SFB Mandatory Fe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50.00；

儿童：$50.00；

包含门票：17哩湾，优胜美

地，燃油费。

旧金山游船(90分钟) San Francisco 

Bay cruise (90mins)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44.00；

儿童（5-12岁

）：$32.00；

旧金山深度游 San Francisco in-

depth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45.00；

儿童：$45.00；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一日游 (SW1)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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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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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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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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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