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美国之梦+费城+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

+2022时代广场跨年狂欢 8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439

出发日期 12/25/2021

团号 AP25-8K

出发城市 纽约市 New York -NY

目的地城市 纽约市 New York -NY

途经地点
美国之梦大型娱乐购物商业中心 American Dream、费城 Philadelphia、华盛

顿特区 Washington, D.C.、巴尔的摩 Baltimore、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行程天数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1888 / 人 两人入住：$1388 / 人

三人入住：$1248 / 人 四人入住：$1188 / 人

出发班期

12/25/2021

产品特色

1. 绝对不一样的跨年体验，在欢乐幽默中迎接崭新的2022，粉丝高达350万的美加幽默第一人北美

    



崔哥将为纵横跨年团的客人献上专场脱口秀。（太难得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不需另外付费，接机后两晚连住：时代广场的希尔顿花园酒店（床型为大床房，不含早）或美食

如云的法拉盛凯悦酒店。（可以选一张或者两张床型，且包早餐）

 

3. 12月30号为跨年团团友专门举办丰盛的迎新晚宴，近距离与崔哥互动。

 

4. 行走中的课堂，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体验课本里的纽约和华盛顿。

 

5. 探索美东五大名校：普林斯顿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6. 将由经过特别培训的领航员导游带团。

 

7. 保证入住双床型房间，在纽约市以外的区域，保证入住有厨具的套房酒店。

 

8. 全身心享受最新建成的的“美国之梦”，北美购物娱乐美食中心。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费用（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

2. 行程中7晚酒店住宿；

3. 中英文服务人员（司机/导游/司兼导）；

4. 行程中景点门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5. 全程小费；

6. 早餐（Hilton Garden Inn Time Square自理，Hyatt Place Flushing含早），

费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

2. 行程中需要的机票，渡轮，部分景区/国家公园内的游览交通费用；

3. 景点门票费用（门票价格时常波动，不再另行通知。门票需在导游处统一购买）；

4. 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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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纽约市夜景游 NYC Night Tour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45.00；

老人（65+岁

）：$45.00；

儿童（3-12岁

）：$35.00；

贝琪·罗斯故居 Betsy Ross House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7.00；

老人（65+岁

）：$6.00；

儿童（3-12岁

）：$6.00；

新年夜景自助晚餐游船*银牌套餐 

New Year City Countdown Dinner 

Cruise & Fireworks Silver Package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437.00；

老人：$437.00；

儿童：$437.00；

新年夜景自助晚餐游船*白金套餐 

New Year City Countdown Dinner 

Cruise & Fireworks VIP/Platinum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682.00；

老人：$682.00；

儿童：$682.00；

行程介绍

Day 1

接机信息：

1. 免费接机时间：8:30-午夜12:00（以航班实际落地时间为准），在纽约三大机场

（JFK、LGA、EWR）提供免费接机，并在皇后区法拉盛与曼哈顿唐人街提供集合

上车点服务！（法拉盛集合时间为9:30–17:00，曼哈顿集合时间为18:30）             

  

2. 美国国内航班抵达后的程序是：下机→前往航班行李转盘→见到导游→导游安排

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场。

家园 飞机 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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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航班抵达后的程序是：下机→护照检查→提取行李→海关检查→见到导游

→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场。

4. 参团贵宾如在上述时间外或需要专车接机服务费用为$120 /单程（涵盖第一第二

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

抵达纽约，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候 （除JFK七号航站楼旅客在出口处等

待外），国际航班在乘客出口处等候。

 

无论您抵达哪个机场，只要在下午16:30前拿到行李见到导游，或在16:30之前抵达

法拉盛/唐人街参团地点，可以选择自费参加物超所值的曼哈顿夜游。

纽约曼哈顿夜游安排：洛克菲勒中心（30分钟，在圣诞节当日去观看圣诞树）→ 时

代广场（30分钟）→ DUMBO区双桥夜景（15分钟）

纽约曼哈顿夜景游 New York City Night Tour

首先我们将前往洛克菲勒中心，在圣诞节当日观看装饰精美的圣诞树，感受浓浓的

节日氛围。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也是标志着装饰艺术

风格建筑的地标物，其意义的重大，早就超过建筑本身了。随后夜游作为纽约最著

名的代名词之一的时代广场，置身于夜幕下热闹非凡的时代，才能真正体会不夜城

的魅力。最后来打DUMBO海滨公园，欣赏曼哈顿大桥和布鲁克林大桥双桥浪漫夜景

。

晚上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Time Square South 或 Hyatt Place Flushing/LaGuardia Airport 

或 同级

晚上

Day 2

今天我们将探索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在华尔街了解华尔街和铜牛的来历、金融业

在美国的地位和纽约的荷兰情节；现实版《唐人街探案》中的纽约唐人街；在布鲁

克林桥上了解河流和桥梁对纽约的重要性，远眺自由女神并了解相关历史；外观联

合国总部；深度游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纽约市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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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华尔街&铜牛（60分钟）→ 布鲁克林大桥（60分钟）→ 唐人街&午餐（90分钟

）→ 联合国总部（20分钟）→ 中央火车站（30分钟）→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60分钟，包含门票）→ 好时巧克力旗舰店（60分钟）

华尔街 Wall Street

纽约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大道到东河边一条大街的名字，长不超

过一英里，宽仅11米，作为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街道两旁的摩天大楼是美国

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所在地，这里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信托公

司等，其中纽约股票交易所对面的联邦大厅是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宣誓就职地。

华尔街铜牛 Charging Bull

华尔街铜牛是一座长5米，重6.3吨的铜牛塑像，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只要铜牛在

，股市就能永保“牛”市。每天都有无数游客争着与铜牛合影，为祈求好运，铜牛也被

摸得锃锃发亮。

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布鲁克林大桥是是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知名的一座大桥，全世界最古老的悬索大

桥之一，纽约的地标之一。桥上的斑驳痕迹，宏伟的缆线吊索，让这个130余年历史

的大桥成为众多艺术家的朝圣地。桥上设有步行和骑行专用道。漫步在大桥上，船

只在桥下经过，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尽在眼前。

联合国总部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

联合国总部大楼（亦称联合国大厦）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

顿区东侧，属于国际领土，因此只要是会员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就可以进入。广场上

“打结手枪”雕塑寓意着世界人民的和平心愿，广场左侧的《破碎的地球》雕像，警告

世人：脆弱的地球经不起人类的摧残，呼吁人们保护地球，爱护地球...大楼里面包括

秘书处大楼、会议厅大楼、大会厅和哈马舍尔德图书馆4栋建筑。其中秘书处大楼位

于中心，是联合国总部的核心建筑。

纽约中央火车站 Grand Central

这里是世界知名的车站之一，也是众多电影和美剧热衷的拍摄场景之一，《黑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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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战警》《教父》《绯闻女孩》《复仇者联盟》等都曾在这儿取景。气势恢

宏的大理石装饰、拱形玻璃窗、吻别室(Kissing Room)、四面钟、上帝视角的星空穹

顶，让您目不暇接，与导游一起探索中央火车站的秘密吧。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坐落于环境优美的中央公园旁，与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并称

世界三大博物馆。这里凝聚了世界六千年的绚烂文明，汇集了人类精华的艺术瑰宝

。庞大的建筑面积为展览提供足够大的空间，造就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特色

——重现。该馆目前共有300万件藏品，藏品有17个展览部分，主要有埃及艺术、

希腊罗马艺术、东方艺术、西欧艺术、伊斯兰艺术、美国艺术等部分。整个博物馆

像是一颗时光胶囊，走访于各层空间，不断感受时空回溯的魅力，瞻仰世界永垂不

朽的文明。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Time Square South 或 Hyatt Place Flushing/LaGuardia Airport 

或 同级

晚上

Day 3

今天我们将前往北美大型娱乐购物美食中心-美国之梦。在这里您可以购物，参加各

类水上乐园，更有专门为3-10岁儿童设计的家庭项目。

 

行程安排：

美国之梦（8小时）

全天

美国之梦大型娱乐购物商业中心 American Dream

美国之梦大型娱乐购物商业中心位于新泽西州，是一座集购物、娱乐、主题乐园于

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这里是购物的天堂，您可以尽情享受购物。您也可以走进北

美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体验水上项目带来的乐趣；参观位于城市地下的水族馆，展

示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从小虾、海星到海马、鲨鱼等；乐高探索中心则专门为3-

10岁孩子的家庭设计，包括4D影院、砖块泳池、积木课程、生日派对房间等。购物

中心提供众多游玩项目，总有一款是您想要参加并且不容错过的。

全天

北美大型娱乐购物美食中心-美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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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级晚上

Day 4

今天我们将从纽约出发，首先前往世界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之后

前往被称为“友爱之城”的费城，探索国家独立历史公园，探访美国国旗制作人罗斯女

士的故居，漫步高等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结束行程后，我们将驱车返回纽约。

 

行程安排：

纽约 → 普林斯顿大学（90分钟）→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午餐（90分钟）→ 贝齐·罗

斯故居（30分钟）→ 宾夕法尼亚大学（90分钟）→ 纪念富兰克林闪电雕塑（20分

钟）

全天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风景优美

，被誉为美东最美校园之一。校内有很多歌特复兴风格的建筑，大多数都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修建的。拿索楼是校内的主管理楼，建于1756年，曾在1783年间短暂

地被作为国会大厦使用。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费城这片土地，见证了美国的独立和诞生。根据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建造的国家独

立历史公园里包含了一些与美国革命和建国历史有关的历史建筑，被称为“美国最具

有历史意义的一平方英里“。在公园里，可以看到绿树环抱的独立广场，高高耸立的

乳白色钟塔，还有着站立在草坪上开国群英的铜像，这里的整体氛围使人感到庄严

肃穆。

贝琪·罗斯故居 Betsy Ross House

贝琪·罗斯故居是设计美国国旗星条旗的罗斯夫人的老家。这所故居是为了来纪念这

位美国的杰出贡献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于1740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

纽约 汽车 普林斯顿 汽车 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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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美国第一所从事科学技术和人文教育的现代高等学校，著名的八所常春藤盟

校之一。穿梭在这座高等学府中，除了感受浓厚的学习氛围外，我们还将打卡校园

内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这里走出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世界首富巴菲特，以及

梁思成、林徽因都等。

纪念富兰克林闪电雕塑 Bolt of Lightning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

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外交家。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和发

明家。风筝实验是富兰克林的一次关于雷电的实验，证明了天上的雷电与人工摩擦

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经过多次试验，他制成了一根实用的东西，叫避雷

针。

酒店：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 - Silver Spring 或 同级晚上

Day 5

今天我们将探访美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打卡这些曾经现在或未来都影响美国

的地方。下午更可以在国家动物园观看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在异国看到国宝非

常难得。

 

行程安排：

林肯纪念堂+韩战纪念广场+越战纪念墙（40分钟）→ 白宫（外观，20分钟）→ 国

会大厦（外观，30分钟）→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90分钟）→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

园（120分钟）→ 巴尔的摩

全天

林肯纪念堂 Lincoln Memorial

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古希腊神殿式建筑，为纪念美国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而建，被视为美国永恒的塑像和华盛顿的标志。这里也是追求和平民主最著名

的集会地，马丁·路德·金就在这里发表了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韩战纪念广场 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

韩战纪念广场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林肯纪念堂附近，于1995年7月27日落成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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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纪念在朝鲜战争三年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的580万美国人的牺牲。广场由四

部分组成，一部分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第二部分是一座黑色

的花岗岩纪念墙；第三部分是一个反思池；第四部分在壁画左侧是一条人行道，上

面列出了22个在朝鲜战争中向联合国派遣部队的国家。

越战纪念墙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越战纪念墙位于林肯纪念堂北部，该纪念碑由用黑色花岗岩砌成的长500英尺的V字

型碑体构成，用于纪念越战时期服役于越南期间战死的美国士兵和将官，闪闪生辉

的黑色大理石墙上依每个人战死的日期为序，刻着美军57000多名1959年至1975年

间在越南战争中阵亡者的名字。

白宫 The White House

白宫是一幢白色的新古典风格砂岩建筑物，占地7.3万多平方米，由主楼和东、西两

翼三部分组成。白宫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办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国政府的代名词。

美国很多重要决策议案都是由总统在白宫签署和发出声明。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

顿对美国总统官邸的建造曾发表过他的观点：它决不能是一座宫殿，决不能豪华

，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主人是国家仆人。

国会大厦 U.S. Capitol

作为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拥有着众多标志性的政治文化景观，如国会大厦，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等。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

象征。作为美国的重要标志性建筑，国会大厦伴随合众国历经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自然历史博物馆隶属于史密森尼博物馆学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之一。该馆以“地球”为主题，藏品全面反映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面貌和演化，主要展品

总量超过1.26亿件。如果你看过电影《博物馆奇妙夜2》，那么你一定会在这里找到

熟悉的记忆。馆内大量的恐龙完整骨骼化石标本将引发男孩们参观于此的兴趣，而

由卡地亚和蒂芙尼等知名珠宝公司设计的宝石、项链等展品也一定会让女孩们流连

忘返。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Smithsonian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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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是美国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建立于1889年，其主要使命是提

供在动物照顾、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游客体验的领导性工作。这里最知名的

动物是大熊猫，此外还有各种鸟儿、大猩猩、大型猫科动物、亚洲象、昆虫类、两

栖动物、爬行动物、水生动物和小型哺乳类动物等等。

酒店：Homewood Suites by Hilton Baltimore-BWI Airport 或 同级晚上

Day 6

今天我们将参观国歌诞生地巴尔的摩，前往心脏地带的观光､娱乐和购物区明珠海港

，参观美国第一所研究性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随后我们将开车返回纽约参观

纽约大学和华盛顿广场。晚上参加纵横为您特别安排的迎新年晚宴，并与北美崔哥

近距离互动。

 

行程安排：

巴尔的摩明珠海港（60分钟）→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90分钟）→ 纽约 →纽约大

学（90分钟）→ 华盛顿广场（30分钟）→ 纵横特别安排迎新年晚宴并与北美崔哥

近距离互动

全天

巴尔的摩明珠海港 Baltimore Inner Harbor

明珠海港原本是码头，后来经过翻新整修，现在已经改造为集观光、娱乐、购物为

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并享有“观光中心”的美誉。您可以走到3号码头上欣赏玻璃金字

塔状的新奇建筑国家水族馆；在世界之巅观景中心欣赏壮丽的城市景观；还可以在

餐厅品尝味美汁鲜的切萨皮克湾海蟹和牡蛎，别忘了在夜景迷人的河堤上漫步，说

不定就会听到街头艺人沙哑的嗓音，或是遇到一场浪漫的邂逅呢！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成立于1876年，是中小型研究型

私立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的14所创始

校之一。其医学院在世界闻名，生物工程专业排美国第一。对于想学生化，或者将

来学医的学生们具有很大吸引力。校园中绿树成荫、古典的乔治亚红砖式建筑，错

巴尔的摩 汽车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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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致的小广场，很有韵味。

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学校于1831年成立，今

日已经成为全美国境内规模较大的私立非营利高等教育机构，在各类大学排名中均

名列前矛。 纽约大学目前拥有36名诺贝尔奖得主，3名阿贝尔奖得主，9名美国国家

科学奖章得主，16名普利策奖得主，19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此外，还拥有多名艾

美奖、托尼奖、麦克阿瑟奖、古根海姆奖得主。 

华盛顿广场 Washington Square Park

华盛顿广场公园较吸引眼球的便是石拱门，这个场景出现在众多美国影视剧中。公

园内的大型喷泉周围经常会有艺术家在此表演或创作，因毗邻纽约大学，这里也是

不少大学活动的举办地。

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级晚上

Day 7

早上出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中央公园与第五大道，探访林肯艺术中心。或游览

顶尖学府，或穿梭于第五大道（由于没有放置额外物品的地方，不建议当日购物

）。悠闲享用午餐后自由活动，您将有充足的时间为新年跨年做准备。

 

12/31跨年当天您有两个选项：

1. 【陆上跨年狂欢】进入时代广场倒数区，感受与数以万计的游客共同倒数的新年

气氛，并观看倒数前的表演节目。届时该区马路将会被划分为行人专用区，你可以

无拘无束地欣赏五光十色的时代广场，亲身体验闻名世界的迎新街头欢庆活动，见

证历史性的一刻。

2. 【海上温暖跨年】升级高大上的三小时新年夜景自助晚餐游船观光（New Year 

City Countdown Dinner Cruise & Fireworks，请在预定行程时一并预定，最终是否预

定成功以实际情况为准），在哈德逊河上欣赏纽约夜景和壮丽的天际线景色，在壮

观的烟花表演（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中倒计时到2022，欢度新年。游船上享用美味

的自助餐，配有新鲜准备的主菜、色拉和甜点，葡萄酒、鸡尾酒、饮料、咖啡等饮

纽约市时代广场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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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酒水无限量畅饮。将会在海上看烟花迎接新年的到来。

*银牌套餐：$437/人，另含：高级酒吧、

*白金套餐：$682/人，另含：高级酒吧、一瓶起泡酒、每张成人票赠送纪念香槟长笛

、窗口视野。

 

跨年活动结束后，客人可以选择回酒店休息或者直接送到三大机场（JFK/ LGA/ 

EWR），乘搭2022年1月1号凌晨4:00AM后航班离开。如果不占用当晚房间者（按

房间算），该房间旅客享受免费送机服务，团费不变。如果占用房间，而同房有离

团客人需要送机，送机旅客需加收$20/位，导游会在团上统计接受报名。

 

细节服务：人性化多班次酒店班车 (客人可选择提早回酒店) ：

18:00、21:00、1:30（1月1日凌晨）三个时间段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都可以送客

人回酒店。

 

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级晚上

Day 8

1. 下午14:00 前航班的旅客需自费前往三大机场（LGA，JFK或EWR，建议用EWR

机场）。旅行社可以安排付费送机服务费用为$120 /单程（涵盖第一第二人，第三

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2. 下午14:00后航班的旅客免费送至三大机场（LGA，JFK或EWR，建议用EWR机场

），19:00点前航班，无购物。

3. 下午19:00后航班的旅客可选择前往奥特莱斯自由购物，Jersey Garden Outlet 内衣

服、鞋子均免税，所有商品都打着相当2到7折的好价钱。

全天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返回家园

    12/14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退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景点门票费用退

还（赠送的自费项目除外），报名团费不退还； 

2. 取消条款如下：

    a.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15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团费不扣，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

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 团费，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

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7日 (含) 至出发当天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

，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d.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行

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预订须知

1. 所有巴士团的参团客人（12岁及以上）均需要出示疫苗卡或疫苗卡照片+ID才能参团。

2. 各景点及国家公园的开放时间及流量控制会因疫情不时变化，如影响行程属不可抗力因素，敬请

谅解。

3.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4.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览

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5.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

他景点代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6.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

不再提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7.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8.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点

游览与集合时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9.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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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文档，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将

不提供免费送客服务。

11. 酒店安排会因季节有所改变， 如需要团上酒店信息，请在团上与导游确认。

12. 如您实际出行过程中乘坐车辆为7座商务/高顶/平顶（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

），8岁以下儿童参团需乘坐安全座椅，纵横提供租借服务，租金$10.00/人/天（迈阿密、西雅图

相关团组租金为$8.00/人/天），请务必在预定行程时提前备注告知，以便我们提前准备儿童座椅

，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违规和罚金由客人自行承担，敬请理解。

13. 所有纽约市区内的景点和餐厅、以及时代广场跨年都需要完全接种疫苗的游客才可入内，请客

人 携带疫苗接种证明及ID。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接机：拉瓜迪亚机场 LGA；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接机：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离团地点

【送机】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

具体送机安排，请参考行程最后一日送机说明。 

【送机】拉瓜迪亚机场 LGA；

具体送机安排，请参考行程最后一日送机说明。

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

具体送机安排，请参考行程最后一日送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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