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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 华 MPV——-沉浸式旅行】 

新疆-S21 沙漠公路-禾木-喀纳斯湖-五彩滩-魔鬼城-赛里木湖-卡赞其-夏塔-琼库什台-独

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10 日游 

【山河远阔人间星河——独库绝美此生必行】 

【产品经理说】去过新疆的朋友都说，新疆不止要去一次，而是要去很多次，而我知道，如果只有一次

机 会，关于新疆，环游他才能更懂他，我们将用最佳的游玩方式，游玩北疆最精华的景点，一次旅行，

让我们不虚此行； 

【VIP 安排】特别安排自己的车进赛里木湖景区，随走随停，避免上下景区区间车的等待、拥挤、嘈杂，

超级 VIP 彰显无遗； 

【线路设计亮点及不同体验】 

① 环线”走玩”北疆最精华的景点，同时把小众精华囊括其中，让您点点回味； 

② 全程提供无人机服务，可领队拍，也可客人自己航拍； 

③ 禾木或者琼库石台或赛里木湖安排下午茶，让身心彻底放松； 

④ 全程提供民族服饰（马甲、丝绸裙子、小花帽），随时随地摆拍，炫爆您的朋友圈； 

⑤ 昭苏安排天马浴河，万马奔腾，犹如古战场千军万马作战震撼出击，惊爆您的眼球； 

⑥ 独山子安排水晶玻璃栈桥，步步惊心，一步一回头，荡气回肠；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 】 

【喀纳斯】——东方瑞士，人间仙境； 

【禾木】——神的自留地，一切艺术家为它痴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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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滩】—— 一河隔两岸，胜似两重天，五彩雅丹的巅峰之作； 

【乌尔禾魔鬼城】——中国最美雅丹集群；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公路，穿越四季的生命之路； 

【独山子大峡谷】——独库秘境，亿年奇观； 

【独山子水晶玻璃桥】——渴望走向一场狂妄不羁的旅途 

【喀赞其民俗村】——自带滤镜的彩色小镇，文化荟萃，身在卡赞其犹在摩洛哥； 

【夏塔】——探秘丝路古道魅力，感受世外层叠美景的画卷； 

【琼库石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原始的草原部落； 

【天马浴河】——天马故乡，万马奔腾的震撼暴击你的眼球； 

【车辆安排】 

全程安排大 7 座豪华 MPV 陆地头等舱（14-16 座车身改装），24-30 寸行李箱随便带，车里可站可坐

可躺，旅行用车痛点完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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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晚携程四钻酒店，两晚高性价比酒店，让旅途安心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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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赠送】 赠送价值 2900 元豪华大礼包； 

别人赠送都是本来已经含的景点或者项目，我们的赠送不玩虚，让您实实在在看的到； 

① 赠送价值 2480 元新疆和田美玉（有吊坠、平安扣、戒面、项链等可选取）； 

② 赠送价值 230 元新疆棉被条（3 斤重）； 

③ 赠送价值 90 元旅行三件套（脖套、眼罩、耳塞）； 

④ 赠送价值 100 元每人 24 小时往返接送机服务，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 

 

 

【行程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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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沙漠公路-禾木-禾木 汽车 早餐 禾木 

D3 禾木-喀纳斯-贾登峪 汽车 自理 贾登峪 

D4 贾登峪-五彩滩-魔鬼城 -乌尔禾 汽车 自理 乌尔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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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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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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乌尔禾-赛里木湖-卡赞其-伊宁 汽车 早餐 伊宁 

D6 伊宁-夏塔-天马浴河 汽车 早餐 特克斯 

D7 特克斯-琼库什台-巩留 汽车 早餐 巩留 

D8 巩留-唐布拉百里画廊--独库公路-奎屯 汽车 早餐 奎屯 

D9 奎屯-独山子大峡谷-水晶玻璃栈桥-乌市 汽车 早餐 乌鲁木齐 

D10 乌鲁木齐-各地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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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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沙漠公路-禾木-禾木 禾木 早餐 

07:00 酒店早餐， 

07: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开启我们的新疆旅程； 

乌鲁木齐出发，途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我们横穿【S2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全程车观），

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也称准噶尔盆地沙漠，类似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柴达木盆地沙漠)，有专家这样评

价:"沙漠里冬季有较多积雪，春季融雪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特有的短命植物迅速萌发开花。这时，沙

漠里一片草绿花鲜，繁花似锦，把沙漠装点得生机勃勃，景色充满诗情画意。""春季开花的短命植物

群落最引人瞩目，冬季的雪景、春季的鲜花、夏季的绿灌都各有特色。后抵达【禾木村】禾木村有“上

帝后花园”“中国第一村”的美称，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是仅存的 3 个图瓦人村落（禾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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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纳斯村和白哈巴村）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这里的房子全是原木搭成的，充满了原始的味道。在禾

木村子周围的小山坡上可以俯视禾木村以及禾木河的全景，空谷幽灵、小桥流水、牧马人在从林间扬

尘而过，让人仿若置身传说中霍比特人的家园，这里无论从任何一个位置放眼所望，都是热烈而明朗

的金黄色--小河、木房、炊烟、桦林及禾木桥上放牧的人们。牧归时分，白桦树在夕阳的余辉下闪耀

着金色的光芒，折射出一幅幅优美、恬静、色彩斑斓的俄罗斯油画。 

特别安排：禾木安排下午茶，还可以穿着少数民族服饰体验打卡，奥德来丝绸小花裙及男士马甲，体

验不一样的旅程！ 

交通提示：乌鲁木齐至禾木（约 650 公里，行车时间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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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住宿为当地小木屋，条件有限，体验为主！如果介意也可自行预定这晚住宿。 

D3 禾木-喀纳斯-贾登峪 贾登峪 自理 

07:00 酒店早餐， 

07:30 根据禾木游览情况，统一时间后乘坐区间车出景区，赴喀纳斯景区； 

【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一探“湖怪”；乘坐区间车向喀纳斯的深处前行。随着车辆的深入，喀纳斯

的美景就像卷轴画被打开，一幕幕尽收眼底。这时区间车的小广播提示我们【卧龙湾】到了，俯瞰它

恰似一条蛟龙盘卧嬉水，河水缓慢流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几个转弯后【月亮湾】映入眼帘，

湖水迂回蜿蜒于河谷间，似一弯明月，在上下河湾内发育两个酷似脚印的小沙滩，很是奇特，被当地

https://baike.so.com/doc/5357056-5592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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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人称为“神仙脚印”；后途经【神仙湾】又名珍珠滩。清晨淡淡的晨雾汇聚于此，仿佛置身于仙

境，如痴如醉；回味美景中我们抵达了【喀纳斯湖】，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它悄然坐落在阿尔泰

深山密林中，雪峰耸峙，夏季绿披墨林，秋日层林尽染，漫山遍野金黄，湖水随着季节的变化也变幻

着不同的色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而湖怪的传说，更是给它平添了几分神秘。月亮湾的水、神仙湾

的雾、卧龙湾的树，被称为“喀纳斯三道湾”的精华，置身其中的你，可以感受到与世隔绝的宁静与

空灵。可自费登【观鱼亭】建于海拔 2030 米的哈拉开特（蒙古语意为骆驼峰）山顶上，与湖面的垂

直落差达 600 多米，因处于观察“湖怪”的最佳位置，故得名观鱼亭。去观鱼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一条是乘汽车从山后绕行到山腰；另一条是从湖出水口山前专为爬山者铺设的石阶盘旋步行而上。登

上湖西边山顶的“观鱼亭”，可观看喀纳斯湖的整体美景。其一可鸟瞰喀纳斯湖，四分之三的湖面尽

收眼底。 

交通提示：禾木-贾登峪（约 70 公里，行车时间约 2 小时） 

温馨提示： 

1、建议穿着颜色艳丽适合拍照。 

D4         贾登峪-五彩滩-魔鬼城-乌尔禾 乌尔禾 自理 

07:00 酒店早餐， 

07:30 根据时间，集合出发，开启一天新的旅程； 

参观【五彩滩】，五彩滩被称作是“新疆最美的雅丹地貌”。除此之外，五彩滩还兼容着“一河两岸”

的美，“一河”：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外流河，额河将五彩滩分成了南北两岸；远眺

南岸，有绿洲与蓝色的天际相合，风光尽收眼底，看夕阳西下，我们并肩前行，因为爱所以定要将这

片土地珍藏心中。【乌尔禾魔鬼城】这里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雅丹”是维吾尔语“陡壁 的小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90%BE%E5%B0%94%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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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雅丹地貌以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附近的雅丹地区最为典型而得名，是在干旱、大风环境下形

成的一种风蚀地貌类型。后途径克拉玛依百里油田，进入百里油区，映入眼帘最多的，是那些高高挺

立的采油井架，还有铁架上所支撑着的带有长臂的采油机。当地人给采油机起了一个十分生动而通俗

的名字--“磕头机”它们不管刮风下雨、不论炎日冰雪，不分白天黑夜，常年都在一叩首、一抬头不

停地重复着同一个机械动作，从不停歇，更不知疲倦，每磕一次头，就是对自然资源的一次攫取，同

时也是给人类的一次恩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磕头机”在向大地磕头，不如说是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叩谢。 

交通提示：贾登峪-乌尔禾（约 350 公里，行车时间约 5.5 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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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乌尔禾-赛里木湖-卡赞其-伊宁 伊宁 早餐 

07:00 酒店早餐， 

07: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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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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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5%B8%83%E6%B3%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A3%8E/10882
https://baike.so.com/doc/3386614-35650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386614-3565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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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提示：乌尔禾至伊宁市（约 670 公里，行车时间约 8 小时） 

温馨提示： 

1、建议穿艳丽的衣服，拍照留念。 

体验中国的摩洛哥卡赞其蓝；可自费品尝手工冰激凌及当地小吃； 

D6 伊宁-夏塔-天马浴河-特克斯 特克斯 早餐 

07:00 酒店早餐， 

07: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开启美好的一天； 

【夏塔景区】，夏塔，是蒙古语“沙图阿满”的译音，为“阶梯”之意。距昭苏县城西南 70 多公里，

邻近天山主脉。原是古代伊犁至阿克苏的交通驿站，夏塔河由丛山峻岭一泻而出，划开平坦的草原，

汇入烟波浩渺的特克斯河。夏塔峡谷则以该河的山口、古道、古遗址、民俗和自然景观，组成了一条

魅力独特的古文化风景线。。区间车最终抵达木扎尔特冰川山下，欣赏拍摄壮观木扎尔特冰川，沿途

的野花、牛羊、流水、冰川，肥圆的憨态可掬的旱獭（土拨鼠）不时在身边出没，或躺在洞口晒太阳！ 

午餐后前往参观天马浴河，新疆伊犁昭苏县享有"中国天马之乡"的美誉。盛夏时节，大批伊犁马到河

里饮水洗澡、嬉戏奔腾，被称为"天马浴河"。昭苏湿地距离昭苏县城 15 公里，是伊犁州面积最大、海

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高原湿地公园，牧马人吹响哨声，数十匹骏马在河水中

齐齐奔腾。马蹄激起的一阵又一阵水花，与矫健的马身一柔一刚相映成画。马群在河水中时隐时现，

蹄声激昂，速度与动感都蔚为可观，在河边观看、拍摄的游客不断爆发出惊呼声。形成了昭苏湿地公

园的名景“天马浴河”。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路的美景在窗外闪过，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八卦城--特克斯，是一个堪称世界

最大、最完整的八卦城。中国古代有史记载远嫁公主最多的地方；中国西域最大游牧古国——乌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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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在地。八卦城有一奇：城市马路上没有一盏红绿灯。根据专家和学者都提议，既然各道路环环相

连、条条相通这对一个县城来说不会塞车和堵路的，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哪个方向都能够通达目的地。

小城的街道以八卦命名，离街是寻觅美食的绝佳去处，辛苦了一天，犒劳下自己。也可自行前往乘坐

天眼摩天轮，从高空俯瞰、探秘八卦城的神奇。晚宿特克斯，酣然入睡。 

交通提示：伊宁至昭苏约 180 公里，车程约 3.5 小时； 

备注：此晚四钻酒店如遇无房，我们将调整到巩留入住四钻酒店； 

温馨提示： 

1、夏塔景区地处山区，气温较低，建议多穿一件外套； 

2、今日徒步居多，建议穿一双舒适的鞋子且注意防晒； 

3、今天徒步的路程可能会有点长，可以提前准备一些补充体能的零食背上！ 

D7 特克斯-琼库什台-巩留 巩留 早餐 

07:00 酒店早餐， 

07: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天然氧吧的琼库什台村值得一览； 

【琼库什台】村几乎所有的民房都是木建筑，有的房子是由整根原木搭的，有的房子是将原木从中间一

分为二，通过掏、榫、拱等各种工艺搭起来的。在棚圈部分甚至连树皮都没有剥离。建筑的平面、立面

和细部处理、建筑技术和施工技艺等保持着建筑文化的印迹，历史信息丰富，具有较强的原真性，是伊

犁河谷保存完好的一个木构建筑群。这里夏季多雨、潮湿，琼库什台村的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

存需要，就地取材，用木材建房，形成了这个独具特色的村落。因松、杉树木质坚硬，经久耐用，从而

使当地的木构建筑没有变形，使用寿命长。加之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各家各户对自己的房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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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故村落中大量的民居保存完好，部分民居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具有丰富和完整的历史文化内

涵。从琼库什台村以木构建筑作为哈萨克族牧民的居住建筑看，这无疑是牧民们从流动性居住方式向永

久性居住方式的演变。还保留着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哈萨克族游牧民族特色的木屋。 

交通提示：特克斯至巩留（约 75 公里，行车时间约 1.5 小时） 

温馨提示： 

1、山里气候多变请大家出行一定带上外套，因为分分钟你都有可能感受到雨雪交加的天气； 

D8 巩留-唐布拉百里画廊-独库公路-奎屯 奎屯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7:30 酒店集合乘车出发今天我们就要走一直心心念念的【独库公路】了，它被称作“新疆最美丽的

一条自驾公路”，但是对于我来说，独库公路并不能简单的被理解为新疆最美丽的公路，因为她的精

髓是在于，能够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感受天山南北风景和植被的巨大差异。从荒漠戈壁到高山峡谷；

从湿地草原到云杉森林。虽不准确，但她可以被理解为一条极度压缩的川藏南线，所以我眼里的独库

公路是不断切换的奇妙场景，只要出发在路上，就能遇见震撼心灵的美，今天我们还安排了唐布拉百

里画廊，唐布拉一步一景，景景出彩，是草原中的花仙子，她的美足以震撼到您的心灵； 

备注：车行驶在独库公路，有合适的拍照打卡的师傅会做停留，它是一条返程公路，如遇不可抗力因素

调整线路，没有走独库公路是无费用可退的，请周知！ 

交通提示：巴音镇-奎屯（约 420 公里，行车时间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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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
https://baike.so.com/
https://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5705.html
https://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5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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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奎屯-独山子大峡谷-玻璃栈道-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早餐 

07:30 酒店早餐， 

08:30 酒店集合乘车赴独山子游览独山子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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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通往天山的另一景区佛山构成鲜明的旅游景点结合。之后参观【网红玻璃栈桥】，桥长 186 米，

宽 3 米，桥面至谷底近 200 米，桥面采用高强度特种玻璃，玻璃 5D 特效效果炸裂，是大峡谷最具吸

引力和体验性的项目，同时也是大峡谷最佳的观赏、拍照点。不知不觉新疆行程已经接近尾声，美景留

心中。抵达乌鲁木齐后前往领取赠品玉器及棉被（备注：因为个人喜好不同，或者赠送者身份不同，我

们有吊坠、项链、平安扣、戒指等可选取，需要您到商超挑选，您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需要的玉

器品种，选好我们会给您包装好，您带走。如果棉被自己不想带在身边，您可以留下地址，我们邮寄给

您），后返回酒店入住； 

备选返程线路：博斯腾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天山南坡焉耆盆地东南、博湖县城

东 14 千米，属于山间陷落湖，主要补给水源是开都河，同时又是孔雀河的源头。如今，博斯腾湖的湖

体可分为大湖区和小湖区两部分，大湖的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小湖的面积仅有百余平方公里。 

交通提示：奎屯至乌鲁木齐（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3 小时） 

温馨提示： 

https://baike.so.com/doc/5906228-61191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2978-56089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7014-5782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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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览大峡谷景区前请提前做好防晒及遮阳措施；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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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库公路没有开通行程调整如下 

D1.乌市接机                               

D2.乌市～S21～禾木 

D3.禾木～喀纳斯～贾登峪 

D4.贾登峪～五彩滩～魔鬼城～巅峰越野～乌尔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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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乌尔禾～赛里木湖～伊宁                

D6.伊宁～夏塔～天马浴河～特克斯 

D7.特克斯～琼库什台～那拉提                

D8.那拉提～巴音布鲁克草原~博斯腾湖（住酒庄） 

D9.博斯腾湖～乌市 

D10.乌市送机 

服务标准 

门票 
禾木、喀纳斯、五彩滩、魔鬼城、赛里木湖、夏塔、天马浴河、琼库什台、水晶玻璃栈桥、

独山子大峡谷（博斯腾湖）门票及首道区间车费用； 

住宿 全程 7 晚携程四钻酒店，一晚禾木小木屋，一晚高性价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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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 5 座 SUV 车型 

（丰田汉兰达、RAV4，三菱欧蓝德 尼桑逍客 尼桑奇骏 别克昂科威 等）， 

4-6 人用 7 座豪华 MPV 陆地头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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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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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参考酒店 

乌市 

携程四钻： 

野马文化丝路驿站、程航酒店、东方王朝酒店、香江丽华酒店、鼎福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禾木 禾木村当地小木屋； 

贾登峪 

携程四钻：鸿福生态酒店 

备选：白桦林酒店、仙峰酒店；或同级 

乌尔禾 携程四钻：西部乌镇·德泽温德酒店 

特克斯 

携程四钻： 

天麓酒店、万邦国际酒店、欧格德酒店、天沃酒店、天悦生态酒店、凤凰国际酒店； 

伊宁 

携程四钻： 

江苏大酒店、恒润国际酒店、好维佳酒店、云端酒店、伊犁大酒店、瑞阳皇冠酒店； 

巩留 维也纳国际酒店、九韵大酒店、御享苑酒店、天弘上都大酒店、阳光假日酒店； 

奎屯 

携程四钻： 

星程酒店、锦汇国际酒店、润锦国际酒店、凯祥酒店、奎屯宾馆、金泽宏福泉或同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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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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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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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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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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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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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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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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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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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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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