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乌鲁木齐 天池 北屯(单程约 700 公里，约 12 小时)

早乘车前往天山天池，抵达后换乘区间车进入【天山

天池】风景名胜区。天山天池是国家首批 AAAAA 级景

区、有“天山明珠”之称，古称“瑶池”，位于天山

山脉东部的博格达峰脚下，阜康境内。它是以高山湖

泊为中心的自然风景区，这里雪峰倒映，云杉环拥，

碧水似镜，风光如画，同时也是避暑胜地。游览结束

后乘车前往乌鲁木齐站（高铁站），晚约 21:00 乘专

列赴兵团屯垦最北之处——北屯市。

早餐：不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卧铺专列 交通：专列、汽车

第二天

北屯 喀纳斯（汽车单程约 300 公里，约 4 小时）

接火车，经兵团重镇--北屯，抵达美丽的河滨小城--

布尔津，早餐后乘车途经五彩斑斓的雅丹地貌区以及

风景如画的阿勒泰草原和原始森林，后抵达【喀纳斯

景区】，景区门票口换乘区间车进入喀纳斯国家地质

公园，沿喀纳斯河一路观光，欣赏西伯利亚落叶松原

始森林、白桦林风景，神仙塆，卧龙湾，月亮湾，鸭

泽湖，游览喀纳斯湖。漫山遍野的松林，微风吹来，

松涛阵阵。喀纳斯湖的傍晚，是摄影家的最爱。蓝的

天，白的云，翠绿的湖水，悠悠的白桦林......真可

谓是画家的地界，摄影师的天堂。午餐后自由活动，自由活动期间可乘【游船】（120 元/人，自理）

饱览湖光山色，探寻湖怪之谜！！游客也可乘越野车赴【黑湖景区】（260 元/人，自理）穿越原

始森林，抵达千湖之地（黑湖），闲静、飞鸟、牛羊.....这就是隐居之地--世外桃源！！！晚乘

区间车返回贾登峪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

1、早餐后直通喀纳斯景区，有 6-7 小时车程（较为辛苦）请自备零食与水！

2、请提前给导游出示优惠证件（老年证、军官证、残疾证、学生证）导游会根据旅行社协议及证件退费，如出现

证件不符，产生问题与旅行社无关，其它证件一律不予执行优惠退票！

3、景区内娱乐项目（游船、骑马、越野车、漂流、家访、晚会等）众多，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请注意

导游集合时间！！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贾登峪 交通：汽车

第三天

喀纳斯 北屯（汽车单程约 300 公里，约 4小时） 伊宁市

早餐后换乘区间车再次进入喀纳斯景区,可乘

观鱼亭区间车（自理）再登 1068 级台阶登顶【观

鱼亭】，俯览喀纳斯湖....也可欣赏喀纳斯湖

晨曦、雾景，漫步湖边木栈道，亦可闲游景区

中图瓦人村落，感受喀纳斯景区的闲适与宁

静....后乘车返回北屯，途中游览阿贡盖提草

原石人景区（本景点为沿途景点，包含草原石

人、野狼谷、熊园，欣赏达瓦孜、马术表演、

民俗表演等项目；为保证行程有序，流畅以及

行程顺利完成，旅行社及导游根据客人在喀纳斯景区游览时间进行调节游览时间，费用 198 元/人，

自理）用心去感受已经延续数千年的草原石人文化，在哈萨克民俗博物馆里参观哈萨克毡、毯的手

工制作，在欢快的民族歌舞中离开美丽的阿勒泰草原，晚抵布尔津用晚餐，晚餐后抵北屯乘火车赴

边陲小城--伊宁市。

温馨提示：

1、登观鱼亭 1068 级台阶，需花费大量体力，可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

2、不登观鱼亭的团友在景区内自由活动，请注意导游集合时间！！

3、景区及河畔小渔村门前小商贩众多，品质质量自行斟酌，如有购物请保留好票据！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卧铺专列 交通：专列、汽车

第四天

伊宁 那拉提（汽车单程约 280 公里，约 3.5 小时） 伊宁

早餐后乘空调巴士赴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

——【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那拉提】，沿途

可欣赏巩乃斯河两岸的秀美风光，“三面青

山列翠萍，腰围玉带河纵流” ，乌孙古墓，

塔吾萨尼，一山四景的美景目不暇接，午餐

后乘坐景区河谷区间车进入那拉提河谷草原

景区游览观光，晚餐后入住伊宁市。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伊宁市 交通：汽车

第五天 伊宁 赛里木湖 霍尔果斯口岸 伊宁 吐鲁番（赛里木湖至伊宁市单程 110 公里，约 1.5

小时）



早餐后乘空调巴士，经过亚洲最大跨度的跨山

斜拉大桥，沿途欣赏【伊犁第一关果子沟】秀

美风光（由于交通原因不得停车），后赴大西

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国家 AAAA 级风景名胜区

赛里木湖】，（景区门票及环湖车费自理），

海西草原，鲜花满地。黄的花，紫的花，红的

花，万紫千红；近处碧水蓝天，波光粼粼，远

处白雪皑皑共长天一色，俨然一幅水彩画，午

餐后前往我国三大陆路通商口岸之一的【霍尔

果斯口岸】，可自费乘坐电瓶车赴国门参观。之后参观【薰衣草博物馆】，了解世界芳香植物分布

区以及产品等芳香文化。再前往【清水河外国商品免税中心】参观。之后赴著名的新疆古代原始首

府，国家 AAAA 级历史文化景区——【惠远古城】（自理）,晚返回伊宁市，乘专列赴吐鲁番！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卧铺专列 交通：汽车、专列

第六天

吐鲁番 轮台县

早抵达吐鲁番，在统一营销公司门前集合购买

门票，先前往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地下

运河”——【坎儿井】（大约 30 分钟）。参观世

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世界上唯一的

生土建筑城市——【交河故城】（大约 40 分钟），

走进吐鲁番民俗博物馆，体验古老的维吾尔民风

民俗以及独具特色民居建筑维吾尔古村（大约 30

分钟）或在壮观雄伟的苏公塔前留影；游览【火

焰山】脚下的清凉世界——【葡萄沟】（大约 40

分钟）。在火焰山最佳摄影点（大约 30 分钟）留

影照相。后乘火车赴轮台县。

早餐：不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火车专

列

交通：专列

第七天

轮台县 沙漠胡杨林 库车(汽车单程约 300 公里，约 3 小时)

早轮台接火车后乘车前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

玛干沙漠】、【沙漠胡杨林】，参观【库车王府】，

感受龟兹古国的历史文化。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行程特色：☆行程安排有序，松弛有度，游南疆这

样玩一点都不累。

☆景点丰富，库尔勒与库车著名景点一网打尽，不

留遗憾。

早餐：不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库车 交通：汽车



第八天

库车 天山神秘大峡谷 喀什(汽车单程约 300 公里，约 3 小时)

早餐后乘车前往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

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峡谷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魅力，感受新疆的辽阔壮

观之美。后前往库车县。抵达库车县城后前往南疆

最具民族特色的【乌恰星光夜市】去品尝当地特色

民族小吃；后乘火车前往丝路活化石--【喀什】。

行程特色：☆晚安排南疆地区最大的民族夜市体会

最淳朴的民俗，最真的美食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不含 住宿地：火车专

列

交通：汽车、专

列

第九天

喀什 卡拉库里湖 塔什库尔干县

列车到达后，前往办理边境通行证后出发前往参

观高原湖泊【卡拉库里湖】，沿途游览白沙山、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雪峰、公格尔雪峰、公格

尔九别峰（三座著名雪峰既是世界闻名的“昆仑

三雄”），参观昆仑山脉冰山下的圣湖；尽情体

会雪山倒影在圣湖中的绝世美景（游览过程中；

如客人担心会有高反问题；可自行购买氧气袋，

80 元/袋·费用自理），之后前往塔县。同时，

古代“丝绸之路”也是取道于此，唐玄奘所著《大

唐西域记》中提到的葱岭，亦是此地，这里是中

国与南亚、西南亚各国的陆上路径之一。之后前往布伦口白沙湖，布伦口白沙湖说它是湖，只有夏

季是湖，因为水丰的时节，冰川溶水量大，使整片沙湖都 洒淹没在水中，到了秋季，水小了，沙

湖就变成千条细水纵流，而成了河滩这片河滩的水底沉积着厚厚的白沙，因此把这个地方叫作“沙

湖”。晚抵达塔县后，前往塔吉克族民族家访，之后入住塔什库尔干县（此县城与巴基斯坦、阿富

汗、塔吉克斯坦、印度四国接壤，平均海拔 3200 米，民风淳朴，一派辽阔的高原风光令人目不暇

接）酒店。

行程特色：☆细品帕米尔高原美景，入住中国最西边的县城。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不含 住宿地：塔县 交通：汽车



第十天

塔什库尔干县 喀什

早餐后参观【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丝绸之路古

道上必经之路，著名的古城遗址。城堡建在高丘

上，形势极为险峻。城外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

垣，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构成独特的

石头城风光），后前往【阿拉尔金草滩草原】，

塔什库尔干河蜿蜒流淌其中，初春的草原冰雪消

融，小花刚刚盛开，牦牛、塔什库尔干大尾羊和

远处的雪山白云蓝天交融在一起十分漂亮。后延

中巴国际公路返回喀什，沿途春色浓郁，杏花星

星点点，在沿途的村镇用午餐（自理，无大型餐

厅）晚抵喀什市区后，前往喀什维吾尔家访，感

受南疆民族的热情好客，在葡萄架下品尝飘香的

瓜果和歌舞文化。后入住酒店。

行程特色：☆游览保存较为完整的丝路遗迹。

☆体会新疆最早的村色，中巴公路沿途杏花星星点点，探访当地村镇，感受淳朴民俗。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喀什 交通：汽车

第十一天

喀什 乌鲁木齐（1560 公里，火车约 16 小时）

早餐后出发参观【阿帕克霍加墓（香妃墓）】、【维

吾尔民居老城】（旅行社赠送）；看开成仪式后享

用午餐；餐后参观【喀什和田玉展览馆】(2A 级景

区）；后参观【艾提尕尔】、【职人街--手工艺品

街】（旅行社赠送）是新疆喀什市区最有特色的人

文景点，职人街全称为吾斯塘博依手工艺品一条街，

长约一千米，聚集了几百家手工作坊和摊点；美食

茶饮一应俱全，俨然成了喀什乃至中亚手工业的精

品展览区；一条街逛下来购物、参观、美食三不误，

的确是一举多得。在职人街区内自费品尝当地正宗

特色小吃、茶饮，其中有一家喀什本地最富特色的

维吾尔族“【百年老茶馆】”；可以听着维吾尔传统的乐器演奏;品着维吾尔红茶；细细体会那般

闲适；之后乘专列返回乌鲁木齐。

行程特色：☆轻松闲适的市区游览，充分体验独特的民族风情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住宿地：火车 交通：火车

第十二天
乌鲁木齐

下午约 18:00 点抵达乌鲁木齐站，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温暖的家！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地：无 交通：无



报价：

1.标准团：3980 元上铺，4280 元中铺，4580 元下铺（全程不含门票，三星标准住宿）

2.高标团：6980 元上铺，7380 元下铺（全程含门票，四人软卧包厢，全程四星、五星标准住宿）

发车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6 月 27 日，7 月 9 日，7 月 21 日，8 月 2 日，8 月 14 日（具体时间以铁路调令

为准）

费用包含& 服务标准：

1、【住宿标准】：全程挂三标间或三人标准间一人一床，不提供自然单间，产生单房差由客人自理。

2、【用餐标准】：旅游全程含 8 早餐 20 正餐。（正餐为团餐，八菜一汤，不吃不退）如不足十人，根据实际人

数安排用餐。

3、【用车标准】：乌鲁木齐--北屯--伊宁--吐鲁番--库尔勒--喀什--乌鲁木齐空调专列，地面空调旅游汽车。

4、【保 险】：含旅行社责任险、赠送旅游意外险。

5、【导游标准】：含中文优秀导游服务。

6、【儿童标准】：1.2 米以下儿童只含当地车位费、导游服务费、当地半餐；不含火车票、门票、住宿等其他

费用。

7、【门票】：标准团全程门票自理，高标团已包含门票。

费用不含：

1、南疆段不含景区门票区间车、景区讲解费。

2、不含个人消费、自费项目。



特别说明：

一、本行程为参考行程，我社有权根据火车专列变化及当地情况变化对发车时间、行程等进行相应调整；但

保证行程中所列景点项目不变 。

二、旅行社在游客出行前已充分告知游客：本行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对游客身体健康的要求，旅游活动和自由

活动期间，游客必须注意自身安全和随行未成年人的安全，选择自己能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如游客坚持参加，

须自行承担风险。游客须自行保管贵重物品，如因游客自身原因遗失物品，由自身负责。旅行社有义务协助寻找

或报案，但不负责赔偿；

根据旅游法的相关规定，游客旅游意外险由游客自愿投保，旅行社代为购买，保费每人 10 元，保额每人 10

万元。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游客人身伤害及财物损失，意外险赔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

赔偿。赠送项目如遇特殊原因取消，旅行社不退费用；旅游行程期间因游客自身原因脱离团队、不游景点、不用

餐等，旅行社不退费用。

三、旅游时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自觉遵守【文明旅游公约】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

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

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

7、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

8、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四、旅行社行程的补充协议中的推荐的自选自费项目游客可根据个人喜好自愿参加。

五、团友投诉以在当地填写的意见反馈表及签字证明为准，请各位团友认真填写，恕不受理团友因虚填或不

填意见书而产生的后续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