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夫兰+底特律+芝加哥 5 日游
团号
出发日期

CP5
5/23, 7/3, 7/17, 7/31, 8/14, 8/29

售价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399/person

$0

$199

$599

行程特色
1. 探索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
2. 走进风城芝加哥，游览最佳建筑典范城市。
3. 游览芝加哥千禧公园，欣赏奇伟设计云之门。
4. 朝圣克里夫兰摇滚乐名人堂博物馆。
5. 游览福特汽车博物馆，探寻汽车城往日辉煌。
6. 美洲大陆唯一的一个全水道的大钟乳石窟 -宾州溶洞。

上车地点和时间：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上车地点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记。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地址

6:45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鲜酒家门前)

7:00AM

Brooklyn，NY

8:00AM

Manhattan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门前)
（只接不送）
75 Chrystie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 - 克利夫兰
参考酒店：Fairfield Inn Suites by Marriott Cleveland 或 同级

从纽约出发，下午抵达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纪录著名且价值巨大的音乐家，乐团，制作人，及其他
对音乐产业有重大影响的人的历史，而建立的摇滚名人堂就坐落于此。之后我们在游轮上享受美食晚
餐，前往酒店。

行程安排：
纽约 → 克利夫兰 → 摇滚名人堂（自费，60 分钟） → 诺帝卡皇后号晚餐游船（自费，60 分钟） → 酒
店

摇滚乐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摇滚名人堂博物馆致力于缅怀那些最为人知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制作人、工程师，以及那些用某些
重要的方式，通过摇滚乐影响了音乐产业的人。就像克里夫兰音乐节，名人堂因其活力、激情和音乐的灵
魂而生机勃勃。15 万平方英尺的博物馆有 7 层，四个剧场供放电影、特殊事件、免费公众节目和形式多变
的展览。

第二天

底特律
参考酒店：Baymont Inn Elkhart 或 同级

底特律在 1701 年由法国毛皮商建立，是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世界传统汽车中心以及音乐之都。城市
得名于连接圣克莱尔湖和伊利湖的底特律河，它源自法语“Rivière du Détroit”，意为“海峡之河
（River of the Strait）”。今天的底特律凭借丰富的户外休闲项目、多元化的文化景点以及不断繁荣的
餐饮美食，已经跻身于顶级旅游目的地的行列。
行程安排：
酒店 → 底特律通用文艺复兴中心（自费，180 分钟，含 30 分钟导览）→ 亨利福特汽车博物馆（自费，
120 分钟）→ 酒店
底特律通用文艺复兴中心 GM Renaissance Center
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是底特律市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新总部。这个由五栋大楼组成的漂
亮的楼宇群就矗立在伊利河畔，与北部的加拿大城市温莎隔河相望，在地图上更是底特律市的地标建筑。

福特博物馆 Henry Ford Museum
亨利福特博物馆是一个包括室内和室外展示区的大型历史博物馆综合体，位于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
于 1929 年建造完成，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保留美国历史供子孙后代参观和学习，更好地了解当时美国人的
生活。其实整个综合体还包含 IMAX 影院、绿野村等参观点。

第三天

芝加哥市区游览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Schaumburg or Comfort Inn O'hare 或 同级

这是全美最佳建筑典范城市；这有世界闻名的城市园林—千禧公园；这有奇伟设计云之门，巨城之镜看
城市倩影；这有世界最大的人工喷泉，白金汉喷泉；这有美中游客最多的湖滨乐园，曾经在五大湖里的
美军海军基地如今变为综合游乐场；这里是芝加哥。
行程安排：
酒店 → 芝加哥市区游览（120 分钟， 千禧公园，白金汉喷泉，芝加哥大豆子云门）→ 海军码头（110
分钟） → 建筑游船（自费，90 分钟） → 芝加哥双层观光巴士（自费，120 分钟） → 酒店
千禧公园 Millennium Park
千禧公园是芝加哥的一座大型城市公园，公园的一边是芝加哥最繁华的密歇根大街，另一边则是风景秀丽
的密歇根湖。置身公园中，处处可见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印记，因此也有专业人士将此公园视为展现后现代
建筑风格的集中地。其中露天音乐厅、云门和皇冠喷泉则是千禧公园中最具代表的三大后现代建筑。
白金汉喷泉 Buckingham Fountain
是一个芝加哥地标，位于格兰特公园中心。它建于 1927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之一。它采用洛可可婚
礼蛋糕样式，灵感来自凡尔赛宫的勒托喷泉，象征密歇根湖。它从四月工作到十月，在冬季，喷泉装饰着
节日灯。
芝加哥建筑游船 Chicago Cruise
坐着游船，欣赏芝加哥的建筑森林，绝对是你在芝加哥的必游项！岸线市的沿河观光，全程大概 75 分钟，
由专业又风趣的导游做向导。你除了会看到芝加哥那些著名的地标建筑，了解它们的故事，还能近距离的
感受芝加哥河的美。海军码头和密歇根街大桥每天都有多个轮渡班次。

第四天

芝加哥市区游
参考酒店：Quality Inn Suite Youngstown 或 同级

芝加哥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和绚丽多彩的街区在优美公园的衬托下透射出迷人的光彩。登顶威利斯大
厦，从高处欣赏这座美丽的城市。
行程安排：
酒店 → 威利斯大厦（自费，120 分钟）→ 华丽一英里（60 分钟）→ 酒店
威利斯大厦 Willis Tower

威利斯大厦是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一幢摩天大楼，又译韦莱大厦，原名西尔斯大楼，在 1974 年
建成，是当今世界最高建筑物之一。在第 103 层有一个供观光者俯瞰全市用的观望台。来到 103 层的观景
台，就可以俯瞰整个芝加哥城市美景以及眺望密歇根湖对岸的天际线。惊喜动魄的刺激体验来到这里一定
不能错过的就有站在玻璃天台上体验一把惊险刺激的感觉。站在透明玻璃阳台上，脚下的城市街景一览无
遗。
密歇根大道 Michigan Avenue
密歇根大街（Michigan Avenue）是美国芝加哥的一条南北向干道，跨越芝加哥河并途经芝加哥水塔、芝
加哥艺术学院、千禧年公园（Millennium Park）等地标，北边止于约翰汉考克中心，是该市著名的商业
街。而芝加哥河北岸一段因其繁华景象拥有「华丽一英里」的美名。

第五天

宾州溶洞 - 纽约

今天我们将返回到纽约之前，将游览宾州溶洞，这里是美洲大陆唯一的一个全水道的大钟乳石窟，也即
是说只能经由行舟才能尽赏的神秘大穴罅。随后在傍晚时分抵达纽约。
行程安排：
酒店 → 宾州溶洞（自费，90 分钟）→ 纽约
宾州溶洞 Penn's Cave
美国唯一全地下河水帘洞，旅客将乘船参观水帘洞内部，欣赏洞内天然无暇的美感与颜色，各种神秘而熟
悉的形状，还有闪闪发光的钟乳石和石笋。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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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费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巴士团自费项目一览表

景点

老人

儿童

（65 岁+）

（3-12 岁）

$26

$24

$16(6-12)

$35.95(Mon-Thur)

"$35.95(Mon-Thur)

"$22.52(Mon-Thur)

$47.74(Fri-Sun)"

$47.74(Fri-Sun)"

$27.27(Fri-Sun)

$15.00

$15.00

$10.00

$23.00

$21.00(62+)

$17.25(5-11)

$39.00

$35.00

$18.00

$35.00

$32.00

$26.00

$25.00

$25.00

$17 (3-11)

$19.50

$18.50

$11(2-12)

成人

摇滚乐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诺蒂卡女王游轮晚餐
Nautica Queen Dining Cruise Ship
底特律通用文艺复兴中心 GM
Renaissance Center"
亨利福特博物馆 The Henry Ford
Museum
芝加哥建筑游船
Chicago Architectural Cruise
芝加哥双层观光巴士
Chicago Double Decker
威利斯大厦(前西尔斯大厦)观景台 Willis
Tower Skydeck
宾州溶洞
Penn's Cave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