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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水上出租车 

"最好的观光和娱乐"

无论您只是游览纽约市一天，或者您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您家乡的故事，纽约水上出租车的随上随下服务是纽约唯一的水上游乐
项目那里有一张票是你需要参与一些最伟大的景点，纪念碑和景点！在顶层
甲板上尽情欣赏城市的美景，欣赏整个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天际线，包括帝
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布鲁克林大桥，总督岛等等 - 所有的知识和娱乐指南
都有讲述！酒店提供现金酒吧，让您一路畅饮。在90分钟内独自完成整个行
程 - 或者按照自己的步调，在我们四个便利码头（下面列出的任何一个）的
任何一个处，随时随地进行多次开关，并进行探索！

 +1 212 742 1969  www.nywatertaxi.com/  info@nywt.com  83 North River Piers, 12th
Avenue & 42nd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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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步行 

"三月份到充电公牛"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华尔街的代名词，象征金钱和权力的名字。随着华尔街步
行，你可以探索这些金融街，全面而有趣的旅游。你的导游是来自华尔街的
专业人士，他会给你一个关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主要景点的启发性叙述。他
也会给你第一手的账户，并且让你一窥幕后的行动。游客可以参观联交所，
世贸中心，三一教堂和世界贸易中心曾经的9/11纪念馆。他们还提供其他环
游华尔街，如幽灵之旅，华尔街之旅的妇女和华尔街巡演的流氓。检查网站
的进一步细节，并跳上钱车。

 +1 212 666 0175  www.wallstreetwalks.com
/

 grouptours@wallstreetwal
ks.com

 Wall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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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帆船 

"优雅的老式帆船"

建于1920年代由赖斯兄弟公司建造,海鸥帆船是在纽约港航行中最大和最优雅
的木质帆船。同时也提名到美国国家史迹名录中,其丰富多彩的历史的确是值
得夸耀。游艇目前由曼哈顿帆船公司管理,游客们进行90分钟的航行参观纽约
港,同时还可以看到如布鲁克林大桥, 自由女神像等著名景点
,该船可以容纳48位乘客。

 social@nycgo.com  Battery Park City Esplanad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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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飞行服务 

"纽约从上面"

纽约的天际线是有名的，世界闻名，享受它的最佳途径之一是从空中飞过。
HeliNY Tours提供曼哈顿天际线之旅，为您提供完全独特的鸟瞰景观。从上
面可以看到的景点包括扬基体育场，格林威治村，埃利斯岛和历史悠久的布
鲁克林大桥。检查网站或致电了解更多详情。

 +1 212 355 0801  www.heliny.com/  info@heliny.com  6 East River Piers,
Downtown Manhattan Heliport
Pier 6,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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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直升机 

"从上面看"

纽约直升机将为您提供从天而降的纽约市的全景。当您在城市的天际线上飞
行时，您将获得经过认证的专业飞行员的安全管理。游客可以从他们的三个
游览中选择; “中央公园之旅”，“自由之旅”和“大巡演”。注册参加结
合其他两个计划的Grand Tour，将为您提供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园，帝国大
厦，华尔街以及更多精彩景点。您也可以租用他们的直升机私人旅行或机场
接送服务。检查网站的价格和旅游的时间。

 +1 212 361 6060  www.newyorkhelicopter.c
om/

 info@newyorkhelicopterto
urs.com

 6 East River Piers,
Downtown Manhattan
Heliport, 纽约 NY

 by Kyle Taylor, Dream It.
Do It.   

雕像邮轮 

"认识女士"

雕像游轮将让你一瞥纽约的天际线和所有重要的景点，当你沿着哈德逊船航
行。他们与维护自由女神像的管理层合作，因此可以向您提供宏伟的自由女
神的近景。注册他们的海港游船，并获得纽约和许多着名的地标，包括埃利
斯岛，布鲁克林大桥和其他人的壮丽景色。查看网站了解价格，路线和套餐
的更多信息。

 +1 877 523 9849 (Toll
Free)

 www.statuecruises.com  info@statuecruises.com  17 Battery Place, Behind
Castle Clinton,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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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大叔的纽约 

"给大家一个旅游"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大苹果，并不确定从哪里开始，山姆大叔的纽约市徒步旅
行是给你的！每个生活方式或兴趣约有20个不同的旅游。这包括解说不同地
区（以城市历史为重点）的旅游，在最时尚的地区购物和改造旅游，私人豪
华旅游，夜猫子，酒吧爬行和夜总会之旅！打电话或查看网站预订您的旅
游。

 +1 212 888 8769  www.unclesamsnewyork.co
m/

 info@unclesamsnewyork.co
m

 501 5th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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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光纽约游轮 

"航行在水面上"

注册纽约市观光游，沿着哈得逊河游览纽约市。从水域的景色将为您提供一
个宁静的城市景观;它的天际线和桥梁。游客可以选择三个主要的邮轮;中城
，市中心和暮光之城巡游。为了一睹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请选择中城游船
，这将让您一瞥曼哈顿大桥，帝国大厦，布鲁克林大桥，自由女神像和其他
主要景点。市中心游船的时间较短，将带您从市中心游览的重要景点。夜幕
降临，欣赏灯火辉煌的城市。游客也可以租用他们的私人船只进行个性化的
游览。

 +1 212 445 7599  www.citysightseeingnewy
ork.com/

 Info@CitySightseeingCrui
ses.com

 455 12th Avenue at 38th
Street, Pier 78,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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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精神 

"爵士乐和福音嘉年华"

Harlem Spirituals是一家旅游公司，提供以纽约非洲裔美国人文化为重点的
公共汽车和徒步旅行。旅游带游客到星期天的服务，阿波罗剧院和许多其他
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游览不仅包括哈林，还包括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
朗克斯。旅游主要采用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其他语言也可提前通知）。
价格和时间因旅游而异。

 +1 212 391 0900  www.harlemspirituals.co
m/

 info@harlemspirituals.co
m

 690 8th Avenue, Suite 2,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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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线观光游轮 

"游览城市"

纽约是世界上最发生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环线观光游轮为客人提供了全新
的城市景观。适合游客，甚至是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欣赏天际线的当地人
，公司提供各种旅游，包括晚餐游船，海港游船等。该公司还迎合私人活动
- 多达500名客人可以享受城市天际线的氛围，同时享受美味的晚餐和鸡尾酒
。所以，请提前打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游览纽约市的Circle
Line观光游轮。

 +1 212 563 3200  www.circleline.com/  InfoCL@nycl.com  West 42nd Street, Pier 83,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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