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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犁 杏 花 季 】 

新疆-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蓝冰-卡赞其民俗街-那拉提冰百合-土尔根杏花-天鹅泉湿地

公园-中华福寿山杏花-国际大巴扎 8 日游 

设计理念： 

    新疆，是很多人的梦，新疆哪儿都好，就是远点，特别设计了伊犁杏花季，用最佳的游玩方式，最

短的时间，把当季最美的新疆带给您，一次旅行，让我们不虚此行； 

【2023 当季最美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 】 

【独山子大峡谷】——独库秘境，亿年奇观；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卡赞其】——自带滤镜的彩色小镇，文化荟萃，身在卡赞其犹在摩洛哥； 

【那拉提冰百合】—— 早春那拉提的天使，雪白的百合漫山遍野； 

【土尔根杏花沟】——观杏花的不二之地，【航拍中国选景地】； 

【中华福寿山】——绚丽斑斓的油画世界，山花满地不舍移； 

【天鹅泉湿地】——天鹅的故乡； 

【国际大巴扎】——新疆之窗，集贸之地； 

【野马古生态园】—— 集野马、汗血宝马、千年胡杨、陨石、硅化木于一体的亚洲十佳景观； 

线路特色： 

【舒心服务】全程小车出行，2-6 人小众团，真正的自由行； 

【用餐安排】除了含早餐外，中晚餐留给您自由选择，尽可能让您品尝到最地道的新疆美食； 

【酒店安排】全程甄选高性价比酒店或舒适型酒店，让旅途多一份舒适； 

【优惠服务】根据景区规定，优惠证件门票均可现退；  

【接站服务】赠送乌鲁木齐接飞机/火车，让您安心出游；  

【购物】纯玩无购： 全程“0”自费；“0”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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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管家】从咨询预定开始、至行程结束，您的意见反馈、售后，客服一对一服务，真正做到 24 小

时旅游管家； 

【优质服务】专业知识强、服务意识高的领队，热情服务、熟悉线路的师傅，完美的服务团队；  

【行程速览】 

 

行程安排 

D1 各地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自理 

请您于航班起飞前 120 分钟抵达相应机场，乘航班前往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素有“亚心之都”、

“歌舞之帮”、“瓜果之乡”之称抵达后安排接机，后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第一站将要抵达新

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面向中亚西亚的国

际商贸中心。是全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交通中心。亚欧大陆腹地，毗邻中亚各国，自古以来

是沟通东西商贸的重要枢纽。）“乌鲁木齐”在蒙语中意“优美的牧场”，地处天山北麓，南北疆交

通要道，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开放、热情、豪迈是他的特点，是中

天 数 目的地 交通方式 用餐 住宿酒店 

D1 各地-乌鲁木齐 汽车 自理 乌鲁木齐 

D2 乌鲁木齐-独山子大峡谷-精河 汽车 早餐 精河 

D3 精河-赛里木湖蓝冰-卡赞其-伊宁 汽车 早餐 伊宁 

D4 伊宁-那拉提冰百合-那拉提镇 汽车 早餐 那拉提镇 

D5 那拉提-土尔根杏花-伊宁 汽车 早餐 伊宁 

D6 伊宁-天鹅泉湿地公园-福寿山-奎屯 汽车 早餐 奎屯 

D7 奎屯-国际大巴扎-野马古生态园-乌鲁木齐 汽车 早餐 乌鲁木齐 

D8 乌鲁木齐-各地 汽车 早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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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 

交通提示：乌鲁木齐市区至乌鲁木齐机场单程约 30 公里行车，行车时间约 1 小时； 

温馨提示： 

1.新疆与内地时差 2 小时，新疆是 9 点半 10 点上班，2 点午饭，8 点晚饭新疆的夜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2.赠送接机服务：由于各个航班抵达时间不同可能会产生等待时间，最长等待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如

介意等待可自行打车前往酒店，费用自理。（我们只提供团期内的接送站服务，如您提前抵达或延迟返

回，请自理，此服务为赠送项目，无费用可退）； 

3.酒店延期入住：如您需提前抵达或延后续住酒店，请您联系您所报名的旅行社或者网站客服与我们备

注，我们会协助安排； 

4.办理入住手续：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请自行交付酒店匙牌和房间内自费用品的押金，您退房时确认

房间内无任何物品损坏会退还给您，请您在入住期间确保房间内物品的完整。酒店一般入住时间为 14

点之后，如您到达较早，可将行李寄存在前台，可自行在周边餐馆用餐或可自行前往我们推荐的旅游景

点，请注意自身安全，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以免遗失； 

5.新疆出行提示：新疆与内地约有两个小时时差，春秋季新疆昼夜温差大，请游客准备好长袖外套。 

D2 乌鲁木齐-独山子大峡谷-精河 精河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开启我们的新疆旅程； 

我们乘车前往独山子市，参观【独山子大峡谷】，波澜壮阔的大峡谷经过河水亿万年的怒吼崩腾和雨水

的冲刷、风雨雕饰，两岸山崖呈现出惊心动魄、气势磅礴的自然画卷，成就了一处让人惊叹的流水侵蚀

奇观，留下的只有震撼之美；单就这河道的水，养育了周围奎屯、乌苏、独山子三区的人们。沿着河道

往天山脚下走，看着河道和清凉的河水，观赏着左边陡峭的土山，这些土山其实就是丹霞地貌的特征，

颜色主要有灰、黑、黄、少许的红色。在山地看背景是蓝天白云，分外好看。独山子大峡谷与另外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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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通往天山的另一景区佛山构成鲜明的旅游景点结合。 

后乘车赴枸杞之乡---精河县入住酒店休息。 

交通提示：乌鲁木齐至精河县（约 420 公里，行车时间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今日乘车时间较长，请提前准备些零食及水果，可缓解中途劳累。 

2、正餐自理，用餐时间师傅合理建议当地特色，具体自行选择解决。 

D3 精河-赛里木湖蓝冰-卡赞其-伊宁 伊宁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赏赛里木湖，途观果子沟大桥，观中国的摩洛哥蓝--卡赞其； 

午餐结束前往参观【赛里木湖】她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却是东西连绵三万米，纵横二万五千米的高

山湖泊。她的湖水湛蓝如碧，波光粼粼，天空云卷云舒，岸边骏马奔驰，到处洋溢着诗情画意。 

开春季节有幸看到冰推现象，可在赛里木湖寻找冰泡、蓝冰。待到冰层覆盖湖面，仿佛被施了魔

法，赛里木湖变成一滴精雕细琢的"水晶之泪”，如镜般的湖面倒映着黛山远影与无暇蓝天。在冰层下，

来自湖水深处迸发的水珠冻结在向上翻腾中的一瞬，留下罕见的气泡冰与蓝冰，肆意享受赛湖冬季的

快乐。游览结束后乘车前往赛里木湖；我们途径【果子沟大桥】，蓝天和白云之间，果子沟大桥显得

那么高耸独立。它可是全部采用的钢结构，运用高强螺栓链接，整个桥面看上去十分霸气。像一条银

蛇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后赴伊宁市【卡赞其民俗街】是

北疆唯一一个以维吾尔族民族风情为主体的大型原生态人文景区，因为它是伊犁城市形象的窗口，同

时也是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它涵盖了厚重的维吾尔族文化，又不失北疆维吾尔民族独特的民风民情。 

交通提示：精河县至伊宁市（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4.5 小时） 

温馨提示： 

1、赛里木湖春风比较大，穿厚衣服，颜色艳丽适合拍照。 

https://baike.so.com/doc/3386614-3565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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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俗街骑马自理，当地小吃根据个人口味自费品尝。 

D4 伊宁-那拉提冰百合-那拉提镇 那拉提镇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赴那拉提景区游览； 

【那拉提】如一块绿色的翡翠横卧在巩乃斯河畔。山势高大雄浑，威而不猛，秀而不媚。开春的那拉提

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完，白雪覆盖着草地，三月下旬开始，冰雪逐渐消融野百合在涓涓雪水的滋养下悄然

绽放，此花又名顶冰花、冰百合，因顶着冰雪而放得名，是那拉提开放的第一朵花。一朵朵冰百合执着

地盛开，蔓延了整个草原山谷，在春风亭亭玉立。随着太阳升起花朵绽放，夕阳西下而又收成花蕾，覆

辙数十日，随着冰雪完全融尽而消失。 

交通提示：伊宁市至那拉提镇（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3 小时） 

温馨提示： 

1、请提前准备些零食及水果，可缓解中途劳累。 

D5 那拉提-土尔根杏花-伊宁 伊宁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赴土尔根杏花沟游览； 

乘车前往杏花沟；让我们欣赏【土尔根杏花谷】（又名吐尔根杏花沟），3 万多亩的野生杏林，都是中

世纪留下的，这儿的花开的要稍早一些，是 2017 年《航拍新疆》中杏花的选景地。新疆伊犁新源县吐

尔根乡杏花沟，西天山深部的山地绿洲风貌，梯度分布的景观特征，马背民族的粗犷风情，层林尽染的

色彩空间，山间牧群的悠闲世界，欢歌流淌的巩乃斯河与银峰伫立的那拉提大雪山……当春季杏花开放

时节，这里成为观光休闲者们的圣地，摄影家们的竞技场。多少内心的情愫在这里得到凝聚，多少大牌

摄影作品，诞生于这片西天山深处的杏花源。本攻略从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交通路线、景观特征、人

文背景、食宿选择等各方面详尽介绍杏花沟，帮你轻松进入这处塞外杏花源。 

交通提示：那拉提镇伊宁市（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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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建议穿艳丽的衣服，拍照留念。 

D6  伊宁-天鹅泉湿地公园-福寿山-奎屯 奎屯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游览疣鼻天鹅冬日栖息地及大西沟福寿山景区； 

【天鹅泉湿地公园】原来这里本没有这个小湖，只是陡坡下有几个泉眼，长流不息，形成一条溪水。

上世纪 80 年代，村民们在伊犁河畔发展水产养殖业，建了许多鱼池，于是在泉眼附近推出这片水域，

储存泉水，用于为鱼池补水。十几年来，小湖里生长了茂密的水草，泉水温度较高，即使在最寒冷的

季节也不会封冻，这些都给庞鼻天鹅越冬创造了条件。乘车赴【大西沟福寿山】，这里是新疆唯一的

野酸梅林分布区，正是杏花和野酸梅开花的季节，进入沟内到处都是盛开的野果花，有粉红的，深红

的、浅紫的，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媚，亚洲独有的珍惜野生林果樱桃李也在此处；早上的新

疆，穿羽绒服还会感觉到冷，正午的新疆，就会感到温暖些，到了晚上，气温骤降，所以，要注意穿

衣；抵达景区后，景色太美了，纵使相机的内存很大，还是拍不完这美景。 

交通提示：伊宁市至奎屯（约 420 公里，行车时间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请提前准备些零食及水果，可缓解中途劳累。 

D7 奎屯-国际大巴扎-野马古生态园-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返乌鲁木齐； 

不知不觉新疆行程已经接近尾声，美景留心中，今天返程回乌鲁木齐。抵达乌鲁木齐后游览新疆国际大

巴扎，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新疆国际大巴扎于 2003 年 6 月 26 日落成，是世界

规模最大的大巴扎，集伊斯兰文化、建筑、民族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集地

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2004 年入选乌鲁木齐市“十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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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下午参观【野马古生态园】，园内有中国最大的汗血宝马展示基地、有荒漠的主宰普氏野马，汇集了

国内外名家油画作品的野马美术馆，有站着等你三千年的草原石人、还有见证岁月沧桑的侏罗纪硅化

木园、丝绸之路历史人物纪念馆、丝绸之路艺术精品博物馆等，集生态旅游、文化溯源、民俗体验为

一体，聚西域珍稀自然遗存与古今丝路人文精粹于一园。一天的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间已是傍晚

时分，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酒店休息。 

交通提示：奎屯至乌鲁木齐（约 260 公里，行车时间约 46 小时） 

温馨提示： 

1、今日乘车时间较长，建议备点零食，以备不时之需。 

D8 乌鲁木齐市 各地 —— 早餐 

今天我们将离开美丽的西北地区，乘飞机返回温馨的家中，送机师傅会和您约好送机时间，请您掌握好，

以免误机。 

交通提示：乌鲁木齐市区至乌鲁木齐机场，约 30 公里，行车时间约 1 小时； 

温馨提示： 

1.本线路免费赠送送机服务，如不参加，无费用可退；我社送机人员会提前一天联系并确认送机时间和

乘车地点，请保持手机畅通； 

2.机场安检严格，加上市区交通拥堵，为防止误机，送机时间一般会较早，敬请谅解！ 

3.请根据当天航班时间及时退房，按国际惯例酒店当天退房时间 14:00 前，退房前请再次检查您的所有

物品以免遗漏。 

4.感谢各位贵宾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会不断完善自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如果您  对此

次新疆之行感到满意，请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祝您一路平安!真挚的祝福送给您！欢迎您再来大美新疆！ 

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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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那拉提、土尔根、天鹅泉湿地公园、福寿山、门票及区间车费

用。 

住宿 全程 7 晚舒适型酒店； 

用餐 全程已含 7 早餐，正餐自理，酒店含早不用不退；其他用餐自理； 

用车参考 

5 座车型：现代，起亚，大众朗逸，新桑塔纳等同级参考； 

5 座 SUV：长城 H6，本田，吉利博越，奇骏，启辰 T70  起亚智跑等同级参考； 

7 座：别克商务或大通商务车； 

2-3 人 5 座轿车，4 人 5 座 SUV ；5-6 人 7 座商务车； 

保险 我社已承保旅行社责任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儿童 
儿童：儿童为 12 周岁以下且 1.2 米以下，仅含旅游目的地旅游车位费，其它费用不含敬

请自理； 

地区 参考酒店 

乌市 野马文化丝路驿站、边疆宾馆、金谷大酒店、鼎福酒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精河 精河兰欧酒店、领御酒店、和丽酒店、馨园酒店、精河和沣酒店或其它同级酒店； 

伊宁 江苏大酒店、天然居酒店、东方铭都酒店、花城宾馆、友谊宾馆酒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那拉提镇 
文明大酒店、润丰假日酒店、龙润酒店、国祥酒店、凤凰丽都酒店、龙庭大酒店或同级别

酒店； 

奎屯 凯祥酒店、天悦酒店、柔然酒店、星程酒店、锦汇国际酒店； 

特别提示 

1、赠送景点如遇特殊原因无法参观或客人主动放弃参观，费用不退； 

2、赠送景点不享受特殊证件或老人、优惠退费政策； 

3、如遇飞机、火车晚点，不能及时参团走行程的客人，请联系客服及时修改行程，费用需客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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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旺季各景区排队时间久、秋季落日时间早等原因，我社有权将在不减少任何景点和游览时间的

情况下对行程游览景点顺序做出合理调整； 

温馨提示/预定须知 

1、【关于住宿】酒店不提供单人间和三人间，为了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社不提供拼房服务；1 人

报名请补单房差，3 人同时报名，可以选择入住两间房（需补一个单房差）、也可以选择入住一间房

（退还一个单房差，只含 2 个早餐）；客人行程中自行拼房的，我社无费用可退。 

2、【通知时间】客人抵达目的地前一天 18:00 前，我社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客人，请客人耐心等待。 

3、关于汽车： 

4、关于景点：景点游览、自由活动的时间以当天实际游览为准，行程中需自理门票和当地向导推荐项

目，请自愿选择参加； 

5、关于用餐：全程用餐敬请自理； 

6、费用调整：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交通价格等，按调整后的实际价格结算； 

7、其他：请配合向导如实填写当地的意见单，不填或虚填者归来后投诉将无法受理； 

8、关于年龄：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报名参团时，务必提供由其子女签字确认的健康证明和告知书； 70

周岁以上老人报名，需要青年亲人陪同，敬请谅解！ 

西北注意事项 

1、本行程内的时间节点由相关地图软件计算得出，未考虑堵车、不可抗力、车型、车况等因素； 

2、行程内涉及乘坐航班、火车及区间短驳车时，无导游提供服务，行程包含接送机时也无导游提供服务； 

3、关于参考酒店：本社尽力安排行程内标注的参考酒店，如遇政府征用、旺季房满等情况，将安排不低

于原档次的本地域或临近地区的其他酒店，请谅解； 

4、关于住宿标准：有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接待条件相对有限，勿与大城镇相比较，个别酒店因酒

店工作人员疏忽，安排的个别房间或许会出现质量问题，我社会尽力协调酒店方进行更换房间，请客人

本着减少损失的原则，协助服从酒店安排；我社不接受旅游归来后对酒店标准等方面提出的投诉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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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店住宿有异议的请务必在入住前提出异议； 

5、行程中所列景区区间路程、游览时间、火车开车时间、飞机起飞时间等仅供参考，以票面、当时查询、

实际发生为准；旅行社和导游可根据当时情况调整旅游行程顺序，但保证行程所列景点项目不变；若遇

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景点去不成。恕我社只负责退还门票的差额，不承担由此这造成的其它损失； 

6、当地风俗：丝绸之路沿线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省区多为穆世林聚居

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游览期间，请配合导游工作，服从安排，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

俗习惯； 

7、退费说明：如自愿放弃当地景点、用餐、住宿及赠送项目其费用不退还；因行程报价为团体报价，在

景区产生的门票优惠部分，我社一律按照旅行社门票折扣价格与优惠部分折算后的差价退予客人；客人

持有老年证、军官证、残疾证等请提前说明，以便提前申请减免，购票后再说明的费用一律不退； 

8、书面证明：行程游览过程中，您签署的所有书面证明和游客意见单，我社均默认为是您意思的自由表

达，对签字部分有异议的请务必在签字前提出； 

新疆注意事项 

1、新疆昼夜温差较大、紫外线照射强烈，请游客根据自身情况，带足御寒衣物、水壶等，并带好太阳帽、

太阳镜和防晒油以备外出护肤之用。 

2、在新疆旅游，因行程较长，气候差别过大，旅游者一时难以适应，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症状，旅游者

应携带有关药物及一些常备治病药物，如创可贴、感冒药或治疗肠胃不适药物等。 

3、新疆与全国各地一样，使用北京时间，但与内地有 2 小时的时差，相应的作息时间也比内地推后两小

时，请调整好作息时间和饮食时间，特别是起床用餐时间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也用“新疆时间”，

请注意区别。 

4、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请务必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听从导游关于

民族习俗禁忌的讲解和劝导。主要特点表现为①忌食猪、狗、马、骡等不反刍动物的肉及一切动物的血，

不食自死动物；②禁止吸烟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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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疆气候干燥，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多喝水，适量吃肉，餐饮多为牛、羊肉。并且北方大部分地区口

味偏重，喜辛辣。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与餐厅协调，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游客的需求。 

6、特别注意勿忘随身携带足够的胶卷和必备的药品，雨具等野外旅游用具。 

7、丝绸之路某些特殊路段由于不可预见因素多，不可抗力（如暴风雨雪等）造成道路塌方等使行程不能

顺利完成或进行临时调整及沿途食宿条件较艰苦等情况，游客需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8、新疆民族工艺的小刀，新疆酒，民航与铁路部门均不准托运，请团友注意。 

9、新疆重量单位，以公斤计算，因此在购买重量单位的货物时请游客注意，在新疆人眼里对“斤” 这

个概念比较混淆。 

10、新疆是水果之乡，到新疆吃水果后千万不要再喝热茶，以免造成腹泻。 

11、在购买当地旅游纪念品、土特产、中药材时一定选择信誉比较好、价格比较合适的经销商。 

12、新疆旅游绝大部分为自然风光，请爱护景点环境，保护生态。 

13、景点游览时间在行程中罗列，不少于规定时间；住宿不能地于标准但可以高于标准； 

14、新疆地处中国边疆地区，一些硬件设施还不够先进，无法与内地相比，特别是星级酒店更无法与内

地的同星级酒店相比，提醒各位朋友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