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公园-总统巨石-盐湖城 6日游（MB6） 

                                                         --（团号：MB6) 

出发团期 

隔周四（6/4/2021-10/8/2021)  * 6 人以上成团 

出发地：盐湖城（自行入住盐湖城机场酒店） 

离团地：盐湖城（请订中午 12:00pm 以后航班离开盐湖城）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分房加收 

价格 $1098.00 $718.00 $718.00 $250.00 不提供分房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6 天 5 晚  目的地：-salt Lake City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饱览黄石公园、总统巨石、魔鬼峰、美国精神的象征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 1 天 

飞抵盐湖城自行入住酒店 

描述：抵达美国中西部第一大城—盐湖城。请自行搭乘酒店班車前往酒店，酒店信息如下： 

盐湖城机场万豪万枫大酒店（含自助早餐）  

Fairfield Inn &amp; Suites by Marriott Salt Lake City Airport 



 

地址: 230 North Admiral Byrd Rd,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电话: (801) 355-3331 

 

住宿：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Salt Lake City Airport 或同级 

第 2 天 

 杰克森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黄石国家公园 - 西黄石 

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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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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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错过市中心的鹿角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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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进入黄石国家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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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迷人西拇指；七彩缤纷大棱镜；黄石标志老忠实；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精

彩会一个个接踵而来！夜宿西黄石。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3 天 

黄石公园 - 洛基山脉 

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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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调色板；蔚为壮观黄石大峡谷；

雾气腾腾诺丽斯，亭亭玉立钓鱼桥… 都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黄石就像个变幻莫测又金

玉其内的女子，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不变的是带来的永远是精彩纷呈。色彩在这里被无限放大，

真是一步一回头，处处皆美景。想要描述黄石的美景总是词穷，只能靠我们的双眼与相机去丈

量和铭记醉人美景！下午翻越北美大陆屋脊-洛基山脉，沿途景色美不胜收！夜宿席丽登。 

住宿：Holiday Inn Sheridan  或同级 



 

第 4 天 

魔鬼峰 - 总统巨石 -  疯马巨石 - 卡斯伯 

描述：今天出发前往世界第一个国家纪念碑—魔鬼峰！印第安人称之为“熊的居所”，魔鬼峰拔地

而起超过 1200 英呎，无比壮观，每年引得无数游客和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组成魔鬼峰的六边

形岩柱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让您不由得感叹造物的神奇！魔鬼峰也是著名电影“第三类接触”

的拍摄地点。随后前往美国最著名的标志 – 总统巨石！鬼斧神工的雕刻技术，将美国国父华盛

顿、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和平使者罗斯福、黑人之父林肯雕刻在雄伟的山峰上，留下了不

朽的杰作。之后抵达印第安民族英雄馆 - 疯马巨石，此巨石是全球最大雕像，为纪念印第安人

为自主而战的印第安民族英雄。夜宿卡斯伯。 

住宿：Ramkota Casper 或同级 

第 5 天 

独立岩 - 州府山庄 - 圣殿广场 - 盐湖城 

描述：早晨出发，前往独立岩，此石为早期美国拓荒开垦西部时期的最著名地标，了解艰辛的

西部迁移历史。下午抵达犹他州州府所在地—盐湖城。参观州政府山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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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盐湖城。 

住宿：La Quinta Midvale 或同级 

第 6 天 

盐湖城  - 大盐湖 

描述：早上出发前往大盐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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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盐湖的含盐度高到人可以在水中漂浮！午后乘机返回家园。 

注意：请安排 12PM 后航班离开盐湖城（SLC），包含轻轨或 Uber 送机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地点：自行搭乘机场班車前往酒店 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Salt Lake City Airport 

地址：230 North Admiral Byrd Rd,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专业旅游用车； 

专业司导服务； 

商业车险；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费用不含 

往返出发地的交通费用； 

导游及司机的服务费； 

个人费用（如餐费，电话费，收费电视等一切个人消费）；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 

行程中的自费项目；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MB4/MB5/MB6 必付费$150 黄石公园，大提顿，总统巨石，疯马巨石，魔鬼峰，燃油附加费 

必付服务费$12/人/天 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大人小孩同价 

MB 巴士前三排$80-$100 MB5/MB6：$80/人；MB7/MB8：$100/人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在收到海鸥假期的行程确认单之前，请不要预订机票，否则损失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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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参团须知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中午 12:00pm 以后离开盐湖城；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示海鸥假期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

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12 美元（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 

 

《退改条例》：黄石团（非木屋系列） 

*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30%团费； 

*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50%团费； 

*出发前 7 天内或旅行中因各种原因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全团费。 

《退改条例》：黃石团（木屋系列） 

*出发前 30 天内，木屋酒店不可以更改姓名、增减人数或房间数 

*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木屋费用$400/房/晚 + 30%团费（扣除木屋费用） 

*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木屋费用$400/房/晚 + 50%团费（扣除木屋费用） 

*出发前 7 天内或旅行中因各种原因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全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