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阳光”2019 阿拉斯加夏季 | 纵穿系列

阿拉斯加中部 7 天 6 晚国家公园之旅
赏万年冰川 访淘金古镇 游昔日军港 乘穹顶列车 住国家公园 观北美圣山
产品特色：
【万年冰川】沿西沃德景观公路南下，追随奥巴马总统的脚步，参观著名的出口冰川
【军港风采】游览昔日军港惠蒂尔小镇，有机会搭乘冰川游船，近距离欣赏冰川入海的壮丽奇景
【特色小镇】探访淘金小镇，远眺北美圣山迪纳利，有机会乘小型观光飞机近观迪纳利山和巍峨连绵的阿拉斯加山脉
【穹顶列车】乘坐 180°玻璃穹顶观光列车（车票已含）纵穿阿拉斯加腹地，饱览沿途壮美景色，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
【雪山朝圣】迪纳利国家公园两晚住宿，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一起，拜会原住民心中的圣山
【精选酒店】安克雷奇入住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含酒店早餐、免费 Wi-Fi，品质之选
团

号： SADA7

发团日期： 2019 年 05 月 28 日-2019 年 08 月 31 日期间 每周二、五、日 出发
产品价格：
住宿标准

单人一间

双人一间

三人一间

四人一间

售价

US$2699/人

US$1699/人

US$1499/人

US$1399/人

酒店升级差价

+ US$160/人

+ US$80/人

+ US$60/人

+ US$60/人

*价格已含阿拉斯加当地税费
*酒店升级及延住仅限安克雷奇
酒店信息：
※

安克雷奇参考酒店
酒店名称：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或同级）

※

电

话：＋1 907-248-8848

地

址：4411 Spenard Rd, Anchorage, AK 99517

安克雷奇升级酒店
酒店名称：The Lakefront Millennium Anchorage（或同级）

※

电

话：＋1 907-243-2300

地

址：4800 Spenard Rd, Anchorage, AK 99517

迪纳利参考酒店
酒店名称：Denali Bluffs Hotel（或同级）
电

话：+1 907-683-7000

地

址：238 Parks Hwy, Denali National Park and Preserve, AK 99755

行程介绍

抵达安克雷奇（Anchorage，机场代码：ANC）

第一天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同级
餐食安排： 无

行程内容： 今天您将抵达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Anchorage）
，这里是“最后边疆”的经济中心，也是阿拉斯加州
第一大交通枢纽。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阿拉斯加各酒店下午15:00之后可以办理入住手续）
。
接机提示：
※

安克雷奇机场 – 指定酒店 免费接机服务：
◼

每个订单提供一次抵达当天安克雷奇机场免费接机服务，请下单时预订，未明示预订或未提供航班信息，
则无法为您提供接机服务

◼

接机时间：13:00 – 21:00（航班抵达时间）

◼

接机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抵达（Arrival）1 号门外

◼

接机标志：阿拉斯加之旅

◼

温馨提示：航班抵达时间相近的客人将乘坐同一班次的接机班车，可能会造成您在机场短时间的等待，请
您多多谅解

※

安克雷奇机场 – 指定酒店 付费接机服务：
◼

※

抵达时间不在免费接机时段的客人也可选择我司付费接机服务：100 美元/人/次

酒店 24 小时机场免费班车信息：
◼

安克雷奇机场行李提取处旁边 Information Center 提供免费的酒店直线电话，抵达后可联系酒店预约接
机班车，酒店仅接受已抵达安克雷奇机场的客人预约，无法提前获得预订

※

◼

预约酒店接机班车时，请您向酒店工作人员提供个人信息以完成预约：姓名（拼音）
、人数等

◼

完成预约后，酒店班车需要大约 30 分钟抵达机场

◼

酒店班车上车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抵达（Arrival）门外，酒店班车专用上车点

安克雷奇出租车信息：
◼

出租车上车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抵达（Arrival）门外，出租车专用上车点

◼

从机场至安克雷奇大部分酒店，约 15–30 美元/部出租车

安克雷奇 – 军港小镇（惠蒂尔 Whittier）– 安克雷奇

第二天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计划早上 8:30 指定酒店出发，前往军港小镇 –– 惠蒂尔。沿途可欣赏到高耸入云的山脉、晶莹闪耀的冰川及波光潋
滟的湖泊，坦纳根海湾蜿蜒迂回，风景如画。穿过北美最长 4.05 公里的铁路公路两用隧道 – 安东•安德森纪念隧道
后抵达惠蒂尔，参观这里最著名的建筑物小镇居民楼 Begich Towers（外观）及军港码头风光（整体约 20 分钟）
。
您将有机会在惠蒂尔体验冰川海洋生物游船*（自费，建议提前预订）
。预计 19:00-19:30 回到安克雷奇。
惠蒂尔 Whittier：
阿拉斯加最具特色的小镇，曾经是冷战时期的军港，废弃后军营保留下来，成了美国最独特的一种居民楼 Begich
Towers，全镇 200 多居民大部分都住在这里，楼里有学校、邮局、超市等。惠蒂尔也是陆地通往多处著名冰河景区
的枢纽，四周被海拔 3,500 英尺（约合 1,067 米）的山峰所环绕，常年被云覆盖，在二战期间成为军事基地的完美
之选；现今已成为了世界级邮轮的深水停靠良港，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到访。
自费项目： 冰川海洋生物游船*（往返全程约 5 小时，含游船西式盒装午餐，英文讲解）
预计中午时分登上游船，饱览威廉王子峡湾壮阔的雪山和冰川。冰川的正面笔直如削，顶部有无数裂隙，经过阳光的
折射，泛出幽兰深沉的光芒。冰川上不时传来低沉的隆隆声，亲历冰川崩塌的震撼瞬间。您还可以近距离地观赏浮冰
和冰河入海的奇景，更有机会偶遇各种海洋动物（海狮、海獭、海豹等）及栖息在这里的鸟类。建议携带保暖外套，
帽子等。

安克雷奇 – 淘金小镇（陶基纳 Talkeetna）– 安克雷奇

第三天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计划上午 9:00 指定酒店出发，乘车前往迪纳利山脚下的小镇陶基纳。抵达后前往迪纳利国家公园陶基纳管理处收集
当日到访图章（约 15 分钟）
，并前往观景台远眺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约 15 分钟）
。还可以自由体验镇上独具特色
的餐厅、画廊、咖啡馆及复古风情的小店。陶基纳夏季体验活动丰富有趣，如果您期待近距离欣赏迪纳利山，可选择
体验迪纳利山观光飞机*（自费，可提前预订）或 陶基纳喷气快船*（自费，可提前预订）
，鉴于时间安排，只能二选
其一参加。预计 19:00-19:30 回到安克雷奇。
陶基纳（Talkeetna）
：
这里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金矿采掘中心，至今依然保留着早期阿拉斯加的纯朴风情。圆木小木屋、路边旅馆、隔板搭建
的店面，林立在小镇中唯一公路两旁。陶基纳不仅是通往迪纳利山的门户，登山者们的大本营，更是户外爱好者的天
堂。
自费项目： 迪纳利山观光飞机*（往返全程约 1 小时或 1.5 小时，英文讲解）
乘坐小型观光飞机，俯瞰白雪皑皑的迪纳利山和巍峨壮丽的阿拉斯加山脉，如果天气允许您将有机会登陆阿拉斯加山
脉的万年冰河，亲身感受被雪山环绕的壮丽并拍照留念。
陶基纳喷气快船*（往返全程约 2 小时，英文讲解）
船长将带您开启一段水上观光之旅，饱览两岸阿拉斯加原野风光。这里距离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峰，直线距离只有不
足百公里（约 60 英里）
。环绕苏西特纳河穿过森林小径，深入河流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远眺触及天空的高峰。天
气晴好时, 您将被拔地而起的迪纳利山深深震撼。行程中还包括短途上岸观光，参观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打猎营地，感
受早期先民的荒野求生。

安克雷奇 – 出口冰川+西沃德 Seward – 安克雷奇

第四天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计划早上 8:30 指定酒店出发，乘车沿西沃德景观公路南下。沿途您可在著名的白鲸点（Beluga Point）留下习大大
同款照片。首先来到位于基奈峡湾国家公园的出口冰川（约 1.5 小时）
，您将徒步于山林间，体验从绿意盎然到冰川
壮景的转变，一路上欣赏阿拉斯加的自然风貌，通过沿途的年份指示牌，可以了解不同时期冰川所处位置，切身体会
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化，抵达观景台后即可一睹出口冰川真容。随后前往西沃德小镇，您将有 1–2 小时的自由活
动时间，这里的海港风光或品尝小镇特色餐厅美食，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您想更多地了解深水海洋生物，可自行前

往阿拉斯加海洋生物中心*（门票自理）
。预计 19:30-20:00 回到安克雷奇。
西沃德景观公路：
美国国家风景公路，沿海岸线修建，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被评为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之一。晶莹闪耀的幽兰冰川与
绵延起伏的楚加奇山脉相辅相依，置身其中恍如人间仙境。
出口冰川：
出口冰川位于基奈峡湾国家公园内，是著名的哈丁冰原上唯一的陆地通道，也是基奈峡湾国家公园唯一公路可到达的
部分。
衣着建议： 户外运动鞋和轻便的保暖外套
自费项目： 阿拉斯加海洋生物中心门票*
海洋生物中心建在美丽的复活湾边，即是水族馆也是海洋生物研究与教育中心，游客在近距离观察海豹、海獭、海狮
等海洋动物的同时可以了解到研究人员在现场和实验室进行的工作情况。
安克雷奇 – 阿拉斯加玻璃穹顶观光列车 – 迪纳利（Denali）

第五天

酒店安排： Denali Bluffs Hotel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计划早上 7:30 指定酒店出发，前往安克雷奇火车站办理手续，乘坐阿拉斯加玻璃穹顶观光列车*前往迪纳利 Denali
（火车票已含）
，预计下午 15:40 抵达迪纳利车站。接站后乘车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之后您可自由安排时光。
阿拉斯加玻璃穹顶观光列车：
阿拉斯加夏日旅游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尤其是安克雷奇至迪纳利国家公园段更是一票难求，沿途景色绝美，乘坐舒
适的坐椅，宽大的 180°玻璃穹顶车窗，在这移动观景平台里，一路迎着迪纳利山前行，您可以尽情拍摄沿途美景。
纵穿阿拉斯加大陆的同时，您将亲身感受到始建于一百年前克朗代克淘金热潮期间的阿拉斯加观景铁路，沿途您将欣
赏到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带给您的一路惊喜。
特别说明： 1）夏季玻璃穹顶火车为观景列车，座位数量有限，具体乘坐区段座次以最终实际安排为准，不再另行通知。
2）导游接送火车站，乘坐穹顶列车期间无导游陪同

迪纳利国家公园区域自由活动

第六天

酒店安排： Denali Bluffs Hotel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今日您将按自己的计划，可以在酒店睡到自然醒，也可以自费参加迪纳利公园区域的各种户外活动，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
迪纳利国家公园：
迪纳利国家公园于1917年建立，是继黄石公园之后美国第二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连续受保护时间最长的一个生
态保护区。公园内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野生生物，并具有得天独厚的原始自然景观：阿拉斯加山脉、寒带植被等等，兼
容并蓄的美景吸引许多世界各地喜爱大自然的游客。美不胜收的风景，加上探寻野生动物的乐趣，使得不论是为欣赏
自然风景、登山或为徒步而来的人，皆可满载美好的回忆而归。
自费项目： 鉴于时间限制，各种活动仅限选其一参加。
迪纳利公园自然历史之旅Natural History Tour*（仅限提前预订，往返全程约4-5小时，英文讲解）
2019年5月12日 – 9月20日
进入迪纳利国家公园30英里处（约50公里），这将是一段经典而轻松的旅程，您有机会观测到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
在天气晴好的时候，还能遥望到远处高耸的迪纳利峰。
迪纳利公园苔原荒野之旅Tundra Wilderness Tour*（仅限提前预订，往返全程约7-8小时，英文讲解）
2019年6月1日 – 9月12日
进入迪纳利国家公园63英里处（约100公里），随着不断深入，迪纳利也向您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景色变得多样化，
有机会观测到更多种类的野生动物，距离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更近了一步！
迪纳利公园终极探索之旅Kantishna Experience Tour*（仅限提前预订，往返全程约11-12小时，英文讲解）
2019年6月8日 – 9月12日
进入迪纳利国家公园92英里处（约150公里），我们将抵达国家公园公路的最深处。沿途游览拥有绝美景色的奇迹湖，
在广袤的群山和荒野中，亲临温柔宁静的湖边，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将是你人生中不可思议的体验。
迪纳利野外ATV全地形车探险*（可提前预订，往返全程约2.5小时，其中乘坐ATV探险约1.5小时，英文向导）
2019年5月17日 – 9月8日
乘坐ATV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在湖面上奔驰、在荒野中狂奔，穿过砂石路，穿过岩石河床，穿过蜿蜒的树木小径，途中
还可用定点观测的望远镜观测到独特的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并欣赏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阿拉斯加地形地貌。

第七天

迪纳利 – 安克雷奇

早餐：酒店内

午晚餐：敬请自理

行程内容： 预计下午 14:00 指定酒店出发，您将乘坐阿拉斯加旅游巴士“迪纳利快线“一路南下，沿途欣赏公路两旁美景，预计
20:30-21:00 返回安克雷奇。今日您将结束全部行程，告别美丽的阿拉斯加。
温馨提示： 安克雷奇停靠点：1. Anchorage Egan Convention Center (市区) ，2. 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您可以按自身需求选
择下车地点。
旅游巴士为阿拉斯加当地公共交通服务，固定发车时间，每天下午仅有一班车次返回安克雷奇，建议您提前抵达集合
地点，以免错过当天班车。

离团提示： 1. 阿拉斯加当地酒店惯例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请以酒店实际要求为准
2. 行程最后一天请您在当日行程出发前办理好酒店退房手续，并合理安排时间及行李寄存
3. 请您预订23:00之后离开的航班，以确保有充裕时间完成当日行程
4. 行程结束后，如您计划继续在安克雷奇停留，可提前选择酒店延住
报名须知：
1.

此行程由当地专业导游接待，最少参团人数为 1 人起，您无需担心能否成行；

2.

主体产品出发日期 30 天以前预订可即时确认，出发 30 天以内需二次确认，所有自费项目均需二次确认；

3.

我们强烈建议您收到我们的预订确认后再购买机票；

4.

请您至少于出团日期前 10 天提供客人航班信息、电话号码，否则无法发送最终出团通知；

5.

如果您未及时向我公司提供准确的航班信息，由此造成未能及时做好车辆及人员调配，我公司保留拒绝提供已包含的免费
接机或送机服务的权利，为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6.

阿拉斯加州境内因防火要求不能加床，每间酒店房间标准配置为2张Queen (Full-size) Beds或1张King (Queen) Bed；

7.

此产品费用为打包价格，如客人无法参加其中部分项目、行程或已含的各项服务，则视为自动放弃，不退还任何费用。

参团须知：
1.

此行程需要您持有带有本人照片的有效证件，如：带有美国签证的本国护照，美国居民身份证，美国驾照等；

2.

行程的先后顺序将根据入团日期以及当地天气等情况有所变化，游览内容不变，展示行程仅供参考，请以最终出团通知为
准；

3.

如行程内标注时间与导游现场通知时间有出入，请以导游通知时间为准；

4.

阿拉斯加夏季游览项目多以户外自然景观为主，游览过程中请您务必听从导游或向导指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5.

阿拉斯加夏季部分地区温度较低，请您按自身状况准备保暖衣物，如：冲锋衣、抓绒衣、帽子、围巾等；

6.

阿拉斯加路边观景点较多，下车游览时严禁游客在道路中间停留或拍照，由此造成任何安全事故，游客需自行承担；

7.

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参团，需要至少一名成年人全程陪同，或提交由监护人签字的免责声明；

8.

如您未及时预订行程中相关的自费项目，团上可与导游联系预订，此费用将以现金形式收取；

9.

客人如因个人原因（包括且不限于疾病、意外事故、迟到等）未能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和地点与导游汇合，而错失上车机
会导致行程项目无法参加的，当日参团费用无法退还，温馨提示：
◼

请您至少提前10-15分钟到达集合地点

◼

您可以在出发前1-2天拨打紧急联系电话，再次确认集合时间和地点

10. 如受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且不限于：自然灾害、政府或社会行为、意外事故或故障、道路阻断等）影响，以维护整个旅游
团客人的安全与权益为第一前提的条件下，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我方有权利采取相应措施，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如临时更
改行程的时间或内容甚至取消部分或全部游览景点等，并保留最终解释权。相关旅游费用无法退还，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
（如：酒店延住，车导服务，用餐，机票改签等）需由客人自行承担；
◼

自然灾害：洪水、地震、冰雹、暴风雪、海啸等

◼

政府或社会行为：战争、罢工、游行、政权交替、政策变化、恐怖分子威胁等

◼

意外事故或故障：交通工具如游览车等突发故障、游玩设备突然损坏、交通事故等阻断道路通行等

◼

道路阻断：天气、交通事故等客观原因导致的公路封路

费用包含：

1.

行程描述中的参考酒店或同级酒店住宿；

2.

指定时间内的机场接机服务；

3.

当地专业导游服务（15 座及以下用车时为司兼导服务）

4.

行程中注明包含的游览交通及门票；

5.

部分酒店早餐及行程中已注明包含的餐食。

费用不包含：
1.

其他地区往返阿拉斯加的交通及未包含的阿拉斯加内陆段交通；

2.

导游送机服务；

3.

自费项目及行程中未包含的游览和门票；

4.

午、晚餐及行程中注明的其他未包含餐食；

5.

基于阿拉斯加当地小费标准，您可视导游的服务质量支付小费，小费标准：10 美元/人/天
请于行程当日将小费支付给您的导游，以示对导游工作的认可与鼓励。

（自费项目，请在预定行程时一同预定）

自费项目：

城市/地区
西沃德

惠蒂尔

陶基纳

名称
阿拉斯加海洋生物中心

冰川海洋生物游船

US$32/成人
US$20/儿童（4-12 岁）
US$179/成人
US$119/儿童（2-11 岁）

备注
门票
往返全程约 5 小时
含游船西式简装午餐
英文讲解

迪纳利山观光飞机

US$356/成人

往返全程约 1.5 小时

含冰河登陆

US$242/儿童（0-10 岁）

英文讲解

迪纳利山观光飞机

US$238/成人

往返全程约 1 小时

不含冰河登陆

US$167/儿童（0-10 岁）

英文讲解

US$85/成人

往返全程约 2 小时

US$65/儿童（2-12 岁）

英文讲解

迪纳利国家公园自然历史之旅

$120/成人

往返全程约 4-5 小时

Natural History Tour

$55/儿童（0-15 岁）

英文讲解

迪纳利公园苔原荒野之旅

US$195/成人

往返全程约 7-8 小时

Tundra Wilderness Tour

US$87/儿童（0-15 岁）

英文讲解

迪纳利公园终极探索之旅

US$285/成人

往返全程约 11-12 小时

Kantishna Experience Tour

US$135/儿童（0-15 岁）

英文讲解

陶基纳喷气快船

迪纳利

价格

迪纳利野外 ATV 全地形车探险
自费项目说明：
1.

价格不含司导小费

2.

价格已含阿拉斯加当地税费

3.

出发日期均有可能发生变化，请在报名时详询

$120/单人
$200/双人（2 人起）

往返全程约 2.5 小时
其中 ATV 探险约 1.5 小时
英文向导

4.

大部分项目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如因项目自身原因取消，将原渠道退还该项目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