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兰多 5日游
 

可选主题乐园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0282 团号 QE5

出发城市 奥兰多

目的地城市 奥兰多 目的地 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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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出发

 

产品特色

1.保证市面最低团费价格。 

2.半自助行程，更多自由选择。

3.独家*三大特色一日游(肯尼迪航天中心/墨西哥湾风情/圣奥古斯汀古镇游)。

4.独家*迪士尼市中心Disney Springs夜游。

5.独家*奥兰多蓝人乐团。

6.最新独家*送机当日可选择奥兰多之眼摩天轮，海洋水族馆，杜莎夫人蜡像馆，鳄鱼王国，直升飞机游。

7.最新独家*可选择乐高王国主题乐园和环球火山湾水上乐园。

8.精品小团，每团不超过14人（12/15-1/3旺季除外）。

 

促销信息

买二送二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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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奥兰多国际机场MCO(机场)；说明：团体免费机场接机：8:30AM-11:00PM。详细接机资讯参考第一日

行程。

参团：奥兰多灰狗车站；说明：免费接站时间为：8:30AM-11: 00 PM

参团：卡纳维尔邮轮码头；说明：中午12:00 点（只此一班）

 

离团地点

奥兰多国际机场MCO(根据行程）(机场)；说明：送机时间8:30AM - 11:00PM，如最后一天选自费项目，请参

考行程中航班建议时间。

奥兰多灰狗车站(根据行程）；说明：送站时间8:30AM - 11:00PM，如最后一天选自费项目，请参考行程中航

班建议时间。

卡纳维尔港；说明：付费送 Port Canaveral 码头第 1-4 人共收 美元$8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行程介绍

Day 1 家园  - 飞机 - 奥兰多（自费夜游）

全天

接机信息：

1. 团体免费机场接机，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旅客。

  • 奥兰多MCO机场    8:30AM–11:00PM

  • 奥兰多灰狗车站     8:30AM–11:00PM

  • Port Canaveral邮轮码头     12:00PM

 

2. 提供24小时个人自费接机：

 a. 早上7:30–8:30，晚上23:01–24:00，第1–4人共收美元$40，每增加1人，加美金$10。

 b. 凌晨0:01–7:29，第1–4人共收美元$80，每增加1人，加美金$10。

 

当您出发抵达奥兰多国际机场（MCO），乘坐机场轻轨列车到达中央大厅，前往二楼行李提取处，导游会在

那裡与您会和。抵达酒店后导游将为您送上行程选单，开始为您量身制定安排行程，并详细介绍各大主题乐园

特色及攻略。此时可向导游报名参加各大园区，特色一日游。亦可向导游预定着名的蓝人乐团。1:00PM 前到

达的游客，可选择前往佛州最大奥特莱斯（交通费用每人$5）

5:00PM之前到达的游客可参加自费夜游 （成人$25，小孩$15）。

（当日接机服务未含服务费$5/每人。）

 

晚上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奥兰多十三大主题乐园 （不含门票），或三大特色一日游（不含往返车费和门票）任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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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其一

全天

搭乘园区专车往返各大主题乐园，如参加特色一日游，导游亲自到酒店接送。

建议客人在导游处购买园区门票。

 

十三大主题园区 

迪士尼魔法王国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奥兰多环球影城                               

迪士尼未来世界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环球影城冒险岛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奥兰多海洋世界                                

迪士尼动物王国          火山湾水上乐园                     乐高主题乐园/水上乐园      

 

三大特色一日游 

肯尼迪航太中心一日游（天天出发） 

墨西哥湾风情一日游（限定週六，日。如遇天气或深海海钓船的问题将没法成团） 

圣奥古斯汀古镇一日游（限定週六）

 

全天

迪士尼魔法王国 Magic Kingdom

对于全世界心怀梦想的人来说，魔术王国是一生之中至少要来一次的圣地，代表了迪士尼文化的核心：儿童的

梦想之城，年轻人的朝圣之城，老年人的圆梦之城。游乐设施最为丰富，如﹕加勒比海盗宝藏之旅，小矮人矿

车历险，太空山，米老鼠交响乐盛宴，乡村熊俱乐部，史迪仔大逃亡，西部矿山探险，飞溅山激流之旅等等。

园区内还有机会和心目中的偶像合影留念，索要签名，如米奇老鼠，小熊维尼等。一天之内，多个时段，都有

迪士尼经典卡通人物花车大游行，城堡前的歌舞表演。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晚上在灰姑娘城堡前举行的

的烟火盛宴，令您永生难忘。

或者

迪士尼未来世界 Epcot Center

未来世界EPCOT是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园区由两大部分组成，前半为未来世界，游客可以模拟太空发射

,模拟撞车实验，搭乘虚拟滑翔机，配合全息投影技术，飞越地平线等等。后半部份为世界之窗，集合了11个

国家的建筑，美食，人文风情的迷你万国园，包括有墨西哥，挪威，中国，义大利，日本，摩洛哥，法国等

11个独立的区域，可以参观玛雅金字塔，北京天坛，挪威冰雪奇缘之旅，日本民俗村等等，每晚的Illumination 

水上烟火表演，更是不容错过。

或者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除了卡通制作之外，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公司。这里到处都看得到著名的迪士尼电影场景。园区最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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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园中之园玩具总动员区域，和胡迪和巴斯的朋友梦一起重返童真。经典大片夺宝奇兵从萤幕搬到舞台，幸

运观众可以参与其中。星球大战的粉丝们，更是不能错过星战主题区域，坐上飞船和绝地武士一起捍卫银河系

和平。冰雪奇缘的粉丝，别忘了参加Elsa姐妹的演唱会，千人合唱let it go。喜欢刺激的朋友当然不能错过高达

十三层楼的暮光惊魂电梯，以及Aerosmith摇滚飞车。全天多时段，会有星球大战主题游行，幸运的话，还有会

星战电影中的明星演员参与其中。

或者

迪士尼动物王国 Disney's Animal Kingdom

动物王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主题公园。整个园区似乎就建设在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内有多个探险区域，王国

绿洲，探索岛，非洲世界，亚洲世界，恐龙乐园以及全新开放的潘朵拉星球——阿凡达主题园（必玩） 。园

区内各处都栖息各种野生动物，还可以乘坐越野车，到乞力马札罗区来一次精彩的SAFARI之旅。亚洲区的新

设施”珠穆朗马峰”，让人从 60 公尺高的悬崖倒栽葱似的坠落、翻滚，非常刺激！园内各时段还有动物主题表

演，特别是非洲园区内的狮子王歌舞庆典，以迪士尼都有的音乐方式重新演绎百老汇经典名剧狮子王。新开放

的阿凡达主题园，耗资5亿美元，由大导演卡梅隆团队亲自设计，完全还原了电影中的NAVI星场景，游客可以

骑着飞龙，感受世界上最高科技的4D动感技术。

或者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Blizzard Water Park 

以极地气候为灵感所打造的水上世界，让一向温暖的佛罗里达州也赫然成为冰天雪地！以溶雪的滑雪渡假村为

中心，有多条不同刺激程度的滑雪道，可以在暴风雪中和伙伴们比赛速度、竞技，最后泡进雪水所汇集而成的

游泳池里；其中号称全世界最陡的滑雪道保证让你惊声尖叫；还可以坐在平底雪橇里享受高速下滑的快感。

或者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Typhoon Lagoon

迪士尼台风水上乐园有全世界最猛的人造海浪，等着冲浪高手们前来挑战；也可以亲子一同潜入热带海底，穿

梭于色彩缤纷多变的珊瑚礁之间，与鲨鱼、热带鱼共舞；您可尽情享受洁白的沙滩、瀑布、喷泉、激流或挑战

九条紧张刺激的滑水道及水上云霄飞车。

或者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Aquatica Water Park Orlando

水上乐园是奥兰多海洋世界创建的的水上公园，于 2008 年 3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这座活力四射的水上乐

园坐落在一片宛如南海岛屿的郁郁葱葱的景观之中，融合了沙滩，动物近距离体验以及从悠闲轻松的活动到刺

激高速的水上骑乘项目。您可以在水上乐园的海底世界观赏奇异的鱼类并快速穿过激流。或者钻进隧道游览海

底世界，看着一群一群的海豚在您身边追逐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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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环球火山湾水上乐园 Universal's Volcano Bay

环球旗下的火山湾水上乐园，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水上乐园，四大主题区域，18个全新景点。让您既能够大胆冒

险，又可以享受平静与放松。中心的人造火山，是园区的地标，白天从山顶喷流而下蒸汽瀑布，晚上火上还会

营造出岩浆爆发的效果。火山口也同时是水滑梯的入口，游客将顺着管道，贯穿整个火山。山脚下的人工海滩

，让你仿佛置身于夏威夷的火山岛。

或者

佛罗里达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环球影城的主题就是：提供无法想像的体验，让您身临其境，融入经典电影之中： 变成小黄人和孩子们一起

戏弄神偷奶爸，和辛普森全家乘坐4D 模拟飞车畅游嘉年华，与怪物史莱克在"远得要命王国"一起营救费欧娜

公主，同变形金刚一起捍卫地球。更有和速度与激情的黑帮家族，一起感受极品飞车的疾速冒险。别忘了大型

真人 3D 互动表演终结者，看史瓦辛格州长重新披挂上阵。耗资高达数十亿美元兴建的哈利波特主题园—对角

巷，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哈利波特世界。完全复制了电影中的魔法街道，在一间间魔法商店里购买完道具之后

，你就从麻瓜变成一个真正的巫师啦！在古灵阁银行金库里，与伏地魔大战，感受前所未有的 3D 互动！如果

您够胆量，还可以挑战奥兰多较高的过山车—洛矶山飞车！

或者

环球影城冒险岛 Islands of Adventure

冒险岛是与环球影城一街之隔的是全新主题公园，园内各项游艺设施，更加倾向于“冒险”二字。从冒险港开始

园区分 5 大主题，分别为漫威英雄岛，以各种电影主题人物如蜘蛛侠、绿巨人为主题的立体电影及超高速过山

车，喜欢惊险刺激的您绝不能错过！卡通湖中有如大力水手、布鲁图等经典人物。侏罗纪公园乘坐小船参观已

绝种的恐龙生态，从85尺高的滑梯高速冲下水中，刺激万分。近年来开放的园中之园哈利波魔法城堡-霍格莫

德村，在店铺买上一根魔仗，你就可以拥有魔法，操纵城堡内各种机关。最火爆的项目，就是和哈利波特一起

骑上魔法扫把，参加魁迪球世界杯，或在魔法三人对抗赛中驯服巨龙。最新开放的金刚骷髅岛，是由2017年

同名电影制作团队原班人马打造，360度全方位3D投影技术配合真正的越野车，完全模拟电影中的经典场景。

或者

奥兰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海洋世界乐园则是完全不同于迪士尼和环球的独特体验。海洋世界园内你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优

雅的真人水下互动表演，巨形的海底水族馆，奇妙无比各式各样海洋珍奇，令人叹为观止。海洋世界里，最高

人气的要算上 4 大动物表演：宠物表演妙趣横生，让您忍俊不禁。海豚互动表演令您时时发出阵阵欢呼。海狮

高中的两大明星海狮，憨态可掬。当然，堪称镇园之宝的，是每一天的压轴大戏"同一片海洋"(One Ocean)虎鲸

表演秀，海中的小霸王到了这里，却比海豚还要可爱，是您终生难忘的视听盛宴。园区内的大型游艺设施也丝

毫不逊于迪士尼与环球乐园，与VR技术结合的海妖过山车，魔鬼鱼俯冲式过山车，让您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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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地飞行”，当然如果你喜欢追求刺激，就去挑战奥兰多最高，最快，最长的鲨鱼MAKO过山车吧。在新建的

南极馆即便炎炎夏日都让您感受冰天雪地的清爽，和帝王企鹅一家来一次极地冰上冒险。还有机会亲密接触海

洋生物，触摸魔鬼鱼，甚至亲手喂食海豚。

或者

乐高主题乐园 LEGOLAND Theme Park Orlando

乐高是源于丹麦，风靡世界的积木玩具品牌，近年来，随着乐高电影的上映，乐高文化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奥

兰多西南方的乐高主题乐园，是目前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乐高园。园区内所有的游乐项目，如过山车，跳楼机等

，都是由乐高积木拼装完成的。园区内还有海盗主题水上特技表演，以及乐高城，用乐高积木搭建而成的迷你

城镇等等。当然不能错过乐高主题商店，带上一大包乐高玩具满意而归。游客还可以在园区内升级门票游玩乐

高水上乐园。

乐高水上乐园 LEGOLAND Water Park

佛罗里达乐高乐园水上乐园位于佛罗里达乐高乐园内部，须购买乐高乐园+水上乐园套票才可游玩。水上乐园

最有特色的要数漂流河，河里飘着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乐高积木，游客可以一边漂流一边在水中砌积木。

晚上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Day 3
奥兰多十三大主题乐园 （不含门票），或三大特色一日游（不含往返车费和门票）任

选其一

全天

搭乘园区专车往返各大主题乐园，如参加特色一日游，导游亲自到酒店接送。 

建议客人在导游处购买园区门票，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晚上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Day 4
奥兰多十三大主题乐园 （不含门票），或三大特色一日游（不含往返车费和门票）任

选其一

全天

搭乘园区专车往返各大主题乐园，如参加特色一日游，导游亲自到酒店接送。 

建议客人在导游处购买园区门票，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晚上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Day 5 奥兰多  - 飞机 - 家园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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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最后一日，贵宾将享受多种行程选择权（自费项目）

 

A. 自费：前往着名I-Drive 360休閒娱乐广场， 参观奥兰多之眼摩天轮，海洋水族馆，杜莎夫人蜡像馆。奥兰多

之眼与着名的伦敦眼是姐妹摩天轮，同属美琳集团，是当下奥兰多最新，最高的标志性景观。结束后由导游送

至机场。（建议预定2PM之后航班）

 

B. 自费: 前往奥特莱斯进行购物，结束后导游送至机场。（建议预定2PM之后航班）

 

C. 自费: 参加超值直升飞机游，鸟瞰奥兰多风光，结束后由导游送至机场。（建议预定2PM之后航班）

 

D. 自费: 增加一天园区的行程（不可选择乐高乐园），或选择肯尼迪航太中心一日游。结束后由导游送至机场

（建议预定5PM之后的航班，如选择肯尼迪航太中心，则需预定7PM之后的航班）

 

E. 自费：游览鳄鱼王国Gatorland - 佛州最大的鳄鱼主题公园， 观看鳄鱼表演， 近距离接触上千条美国短吻鳄

以及众多佛州特色野生动物（建议3PM之后航班）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交通费用；

2. 住宿（房间以两张床为主，儿童，第三，第四人同房，不另加床。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中英文服务人员（司机/导游，乐园除外）。

 

 

费用不含

1. 午餐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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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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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务费（奥兰多接机、送机当天服务费US$5/人。参加奥兰多一日游或参加最后一日自选行程US$10/人/天。

奥兰多观光时，如坐酒店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十三大园区无需服务费。如酒店没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十三大园 

区，需本公司接送单程US$5/人。如选蓝人乐团需额外支付服务费US$5）；

5. 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6.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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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迪士尼1天 Disney World 1 day

成人：：$126 

至 $170；

儿童 (3-9岁

)：：$120 至 

$164；

魔法王国/动物王国/未来世界/好莱坞影城 ，具

体日期门票价格查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disneyland/ticket.pdf

迪士尼 2天 Disney World 2 Days

成人：：$230 

至 $330；

儿童 (3-9岁

)：：$220 至 

$320；

魔法王国/动物王国/未来世界/好莱坞影城 ，具

体日期门票价格查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disneyland/ticket.pdf

迪士尼 3 天 Disney World 3 Days

成人：：$331 

至 $476；

儿童 (3-9岁): 

：$320 至 

$462；

魔法王国/动物王国/未来世界/好莱坞影城 ，具

体日期门票价格查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disneyland/ticket.pdf

迪士尼 4 天 Disney World 4 Days

成人：：$440 

至 $600；

儿童 (3-9岁

)：：$412 至 

$578；

魔法王国/动物王国/未来世界/好莱坞影城，具

体日期门票价格查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disneyland/ticket.pdf

迪士尼水上乐园 Disney Water Park

成人：$74.00；

儿童 (3-9岁

)：$68.00；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平日：成人

：$133.00；

平日：儿童（3-

9岁

）：$128.00；

淡季：成人

：$123.00；

淡季：儿童 (3-

环球单日（单日单园） Universal 1-

Day 1-Park

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 日期查询网址

https://site.universalorlando.com/pdf/seasonal-

ticket-calend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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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9岁

)：$118.00；

旺季：成人

：$143.00；

旺季：儿童（3-

9岁

）：$138.00；

环球单日（单日双园） Universal 1-

Day 2-Park

平日：成人

：$192.00；

平日：儿童（3-

9岁

）：$187.00；

淡季：成人

：$182.00；

淡季：儿童 (3-

9岁

)：$177.00；

旺季：成人

：$202.00；

旺季：儿童（3-

9岁

）：$197.00；

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 日期查询网址

https://site.universalorlando.com/pdf/seasonal-

ticket-calendar.pdf

环球双日（每日一园） Universal 2-

Day 2-Park (1 Park Per Day)

成人

：$245.00；

老人(65+岁

)：$245.00；

儿童 (3-9岁

)：$235.00；

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

环球双日（双日双园） Universal 2-

Day 2-Park (Park-to-Park)

成人

：$308.00；

老人(65+岁

)：$308.00；

儿童 (3-9岁

)：$298.00；

環球影城/冒險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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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环球三园 ( 含火山湾 ) Universal 3 

Parks Pass

成人

：$405.00；

老人(65+岁

)：$405.00；

儿童 (3-9岁

)：$395.00；

环球影城 / 冒险岛乐园 / 火山湾

奥兰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成人

：$112.00；

老人(65+岁

)：$112.00；

儿童 (3-9岁

)：$112.00；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Aquatica Water 

Park

成人：$72.00；

老人(65+岁

)：$72.00；

儿童 (3-9岁

)：$72.00；

乐高主题乐园 LEGOLAND Theme 

Park

成人

：$106.00；

老人(65+岁

)：$106.00；

儿童 (3-9岁

)：$106.00；

乐高水上乐园 LEGOLAND Water 

Park

乐高乐园基础上

自费：$20.00；

乐高水上乐园不可单独选择，客人可在选择乐

高乐园的基础上，自费$20 升级为一天双园。

特色一日游团费：肯尼迪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成人：$50.00；

老人(65+岁

)：$50.00；

儿童 (3-9岁

)：$40.00；

团费不含景点门票费用

成人：$61.00；

老人(65+岁

)：$61.00；

肯尼迪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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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儿童 (3-9岁

)：$50.00；

特色一日游团费 - 圣奥古斯丁一日

游 St. Augustine

成人：$65.00；

老人(65+岁

)：$65.00；

儿童 (9岁以下

)：$65.00；

Tour fee doesn't include attraction fee.

圣马科斯城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成人：$15.00；

老人(65岁以上

)：$15.00；

儿童(9岁以下

)：$0.00；

不老泉考古公园 Fountain of Youth

成人：$16.00；

老人(60+岁

)：$16.00；

儿童 (3-9岁

)：$10.00；

圣奥古斯丁游览车 St. Augustine 

Trolley

成人：$30.00；

老人(65+岁

)：$30.00；

儿童 (6-12岁

)：$22.00；

特色一日游团费 - 墨西哥湾 Gulf of 

Mexico

成人：$50.00；

老人(65+岁

)：$50.00；

儿童 (3-9岁

)：$50.00；

团费不含景点门票费用

清水湾观海豚快船 Speed Boat for 

Dolphin Watch

成人：$25.00；

老人(60+岁

)：$25.00；

儿童 (3-9岁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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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清水湾水族馆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成人：$24.00；

老人(60+岁

)：$24.00；

儿童 (3-9岁

)：$19.00；

墨西哥湾深海海钓 Deep Sea Fishing

成人：$65.00；

老人(65+岁

)：$65.00；

儿童 (3-9岁

)：$45.00；

奥兰多之眼摩天轮 Orlando eye wheel

成人：$30.00；

儿童 (3-9岁

)：$25.00；

奥兰多水族馆 /杜莎夫人 蜡像馆

（任选其一）

成人：$30.00；

儿童 (3-9岁

)：$25.00；

奥兰多水族馆 /杜莎夫人 蜡像馆

（任选其二）

成人：$42.00；

儿童 (3-9岁

)：$37.00；

奥兰多奥特莱斯 Orlando Outlet 每人：$10； 包含$5交通费用和$5送机服务费。

奥兰多直升飞机体验 Orlando 

Helicopter Experience

每人：$30/人

起；

鳄鱼王国 Gatorland

成人：$32.00；

老人(65+岁

)：$32.00；

儿童 (3-9岁

)：$22.00；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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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须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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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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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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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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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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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有主题乐园均无导游陪同。

7. 游客可在报名参团时，预先选择想去的园区和一日游，也可以在到达之后，再选择园区和一日游，任意搭配

(墨西哥湾仅限週六周日，圣奥古斯汀限定週六)。

8. 水上乐园季节限定(以各水上乐园开放时间为准)。

9. 乐高主题乐园为天天出发，乐高水上乐园为季节限定。乐高水上乐园不可单独选择，客人可在选择乐高乐园

的基础上，自费$20 升级为一天双园。若参加乐高主题乐园、乐高水上乐园，每位客人需缴纳$10/人(含往返

交通费和服务费)。

10. 由于环球园区规定，选择火山湾水上乐园需要同时选择环球影城和冒险岛，无法单独选择。因此，想要选

择火山湾水上乐园的客人需要预留三天时间给三大主题园区。

11. 墨西哥湾深海海钓将根据当天的天气与深海海钓船的情况决定是否出行。

12. 如需参加墨西哥湾深海海钓，建议在下单时提前预定。

13. 非免费接机时间段可提供付费接机（具体信息参考行程第一日）。

10. 免费/付费接机皆不含接机服务费。

14. 客人抵达机场后，国内航班乘客在行李提取处等候；国际航班乘客在航班出口处等候。

15. 接机紧急联係电话: (美国免费电话) 1-866-585-8747， (中国电话) 86-1863-513-4156。

16. 为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及旅游文明公约，使您的旅程顺利圆满完成，特制定 《游客参团须知》（点击蓝色字

查看），请您认真阅读并切实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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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团

费不退还； 

2. 取消条款如下：

    a.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10日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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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不含) 至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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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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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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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能准时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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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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