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18 日 

XXX 集团 

丹佛务会议和周边旅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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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城市 行程 交通工具 住宿 建议餐厅  距离 

3 月 11 日 北京 / 达拉

斯 /丹佛 

抵达丹佛国际机场，服务人员在机场

接机，在拿取行李之后乘坐大型巴士

到旅馆入住，服务人员协助旅馆入住

登记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景观 Double 房 

早：不适用 

中：不适用 

晚：不适用 

10:00pm 

12:00am 

42

公里 

3 月 12 日 丹佛 7 点半早餐，8 点半前往科罗拉多会

展中心会议，中午 12 点在会展中心

旁的 Uncle Joe 午餐，下午会后在酒

店举办记者会和晚宴 

（记者会和晚宴确定时间待定）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 Uncle Joe 中餐 

晚：酒店晚宴 

8:30am 

6:30pm 

2   

公里 

3 月 13 日 丹佛 7 点半早餐，8 点半前往科罗拉多会

展中心会议，中午 12 点在距离会展

中心不远的 Little India 午餐，5 点半

前往晚餐地点 Kona Grill 用餐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 Little India 印度餐馆 

晚： Kona Grill 日式烧烤 

8:30am 

6:30pm 

14  

公里 

3 月 14 日 丹佛 7 点半早餐，8 点半前往科罗拉多会

展中心会议，中午 12 点在距离会展

中心不远的 Maggiano’s 午餐，5 点半

前往晚餐地点 Jing 用餐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 Maggiano’s 意大利餐厅 

晚： Jing 中式料理 

8:30am 

6:30pm 

40 

公里 

行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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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红石公园 / 

丹佛 

8 点早餐过后，9 点前往丹佛市中心

游览，包括参观表演艺术中心，丹

佛美术馆，科罗拉多州议会大楼，

孙中山和十数位美国总统居住过的

布朗酒店等景点，12 点午餐，下午

到著名的红石公园参观，5 点晚餐

后回旅馆休息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

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市中心会所 

晚： Fort 碉堡美式餐厅 

9:00am 

6:00pm 

76   

公里 

3 月 16 日 科泉 / 丹佛 7 点早餐过后，8 点前往科泉市游

览，乘坐山顶缆车到派克峰顶参观

（3 个半小时），中午 1 点到著名

的 Broadmoor 酒店用餐，下午到神

之公园参观，回到丹佛 5 点晚餐后

回旅馆休息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

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 Broadmoor Hotel 餐厅 

晚： Domo 日式乡村料理 

8:00am 

6:00pm 

240

公里 

3 月 17 日 落基山国家

公园 / 丹佛  

7 点半早餐过后，8 点半前往落基山

国家公园参观，到著名的大熊湖欣

赏沿途的美景，中午 12 点半在学术

之都波德镇的塔吉斯坦茶馆用餐，

下午在波德市区观光，回到丹佛 5

点半晚餐后回旅馆休息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四季酒店 （五星） 11

间景观 King 房，8 间

景观 Double 房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中：杜尚别茶社 

晚： Buckhorn Exchange 西

部野味料理 

8:30am 

6:30pm 

280 

公里 

3 月 18 日 丹佛 / 北京 8 点早餐后服务人员会协助办理退

房，乘坐大型巴士到丹佛国际机场

搭机返回北京，服务人员会随行送

机和办理登机程序 

54 座豪华大型巴士  早：酒店 Edge 餐厅 （包） 

 

 4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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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Denver） 

住房 

丹佛市中心唯一的五星级旅馆（不含早餐最低定价原为税前$619），也是奥巴马总统曾经下榻过的旅馆，临近科罗拉多会议展览中心和市中心著名的十六街

人行步道 ，房间可以欣赏到落基山或市中心景观，房间大小介于 410 至 485 平方英尺，报价包括在每日在旅馆一楼 Edge 西餐厅或房内的早餐。提供高速无

线上网，每日两次的房间清理服务，免费的报纸和擦鞋服务，房内会准备高级的浴袍，拖鞋和卫浴用品。 

会议和晚宴 

安排酒店内一个大型会议厅和宴会厅半天使用，报价是依据 100 人的餐饮（每人$50 加税及服务费），如果人数多于或少于 100 人，则以每人$50 倍增或倍

减，晚宴时鸡尾酒派对模式，以方便与会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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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早餐 

午餐 

Uncle Joe Little India Maggiano’s Little Italy 

Denver Athletic Club The Broadmoor Dushanbe Teahouse 

The Edge at Four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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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Kona Grill  Jing  The Fort  

Domo Japanese Restaurant  Buckhorn Exchange  

前三天的午餐餐厅选择以临近会展中心为主，后三天的午餐餐厅以临近景点和有特色为主为主。晚餐餐厅以在大丹佛不同区域，有本地不同文化的特色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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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市中心/红石公园 

在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气候凉爽宜人，再加上相对湿度较低，是美国人疗愈和调养风湿性和呼吸道疾病的圣地。丹佛也是多年票选美国人最爱居住

也最健康的城市之一，一行人会到市中心到州政府用纯金箔装饰的议会大楼，铸造美国钱币的丹佛铸币厂和古色古香的联合车站参观，也会到著名的西郊

闻名的天然剧场红石公园参观，感受这一个以天幕做为顶盖，以红石做为舞台，让披头四和 U2 都难以忘怀的演出场地   

空军官校/派克峰/神之公园 

到闻名于世的美国空军官校，参观辽阔的校区，造型独树一格的教堂，和不同年代的美国战机。坐着世界最陡峭的小火车攀登派克峰，沿途欣赏周围的美

景和生态的变化，在峰顶一望无际的遥望科州的壮丽 。到神之公园，在游客中心了解公园的历史和瞭望公园全景，到公园内体验体验被红石环绕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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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舒适的五十六座豪华新款巴士，大型景观车窗，专业驾驶，座位备有插座，阅读灯，和宽松腿部位置，全车提供无线 WiFi 上网，备有厕所 

落基山国家公园/波德 

落基山纵跨北美，是北美大陆的脊梁，其壮丽的山势和常年白雪盖顶山峰早已为它赢得了北美阿尔卑斯山的美誉，而它绵延不断，高低起伏的山峰更吸引来

来自世界各地登山客的足迹，而最为美国人所青睐的落基山国家公园也以多山多湖著称，走近被群山环绕的湖畔，您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一行人会乘车沿

着景观公路，绕着山脉，欣赏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壮丽，赞叹落基山国家公园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