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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库喀伊纯玩双飞一卧 8 日游】 
新疆-可可托海-五彩滩-喀纳斯-禾木-魔鬼城-赛里木湖-薰衣草-那拉提-巴音布鲁克-独库公路-大小龙池

-天山神秘大峡谷-横跨南北疆双飞一卧 8 日游 

【这是西域大地一直传承的辉煌】 

【这是我们再丢不掉的千年印记】 

【这是对古丝绸之路最好的延伸】 

【2023 王牌之冠 环游南疆十大美景】 

【景一】：可可托海——2021 春晚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实地景区，创作背景诞生地 

【景二】：喀纳斯——东方瑞士，人间仙境； 

【景三】：禾木——神的自留地，一切艺术家为它痴狂； 

【景四】：魔鬼城——中国最美雅丹； 

【景五】：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景六】：那拉提草原——世界四大河谷草原； 

【景七】：巴音布鲁克草原——中国最大高山草原，天鹅故乡； 

【景八】：独库公路——中国最美公路，穿越四季的生命之路； 

【景九】：天山神秘大峡谷——中国唯一媲美美国羚羊谷的天然大峡谷； 

【景十】：薰衣草基地——中国的普罗旺斯！ 

【产品设计师用数据带您沉浸式体验】 

① 我们的产品不计代价换乘七座商务穿越中国最美独库公路，一天品四季，让您成为尊贵的千分之一！ 

② 第一晚入住亚洲十佳主题酒店野马驿站酒店，乌鲁木齐必打卡地，让您成为尊贵的万分之一！ 

③ 乌尔禾超级民宿，一房一户，烧烤 BBQ 的不二之选，让您成为尊贵的千分之一！ 

④ 神秘南疆，民俗瑰宝，游走千分之一的客人才有机会去到的南疆秘境； 

【设计灵感，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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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整个市场唯一喀伊大环线带独库公路产品，且延伸至南疆库车市； 

【两条中国绝美公路】： 

a、禾木景观大道：一条从喀纳斯至禾木的绝美景观大道； 

b、独库公路：号称中国最美自驾公路； 

【火车卧铺衔接】：库车至乌鲁木齐用火车卧铺衔接，免去汽车两天的疲劳，一个晚上卧铺轻松解决； 

【最特色的安排，最用心的服务】 

【团型升级】用车为豪华旅游大巴，干净卫生，旅途更加舒适； 

【品质乐享】全程四星舒适型酒店，其中特别安排一晚亚洲十佳主题酒店，一晚超级民宿； 

【西域盛宴】全程社会餐厅+旅游餐厅切换用餐，让您体验新疆各种特色餐食（如：大盘鸡、烤羊肉、辣子鸡、抓饭、

特色拌面等等） 

【专享导服】行程中确保 1 车 1 导，杜绝每天换车的辛苦，让您的旅行更加省心； 

【安全出行】全程每日两次次全车消杀，健康、安全、消毒是我们发团的前提，免您后顾之忧； 

【贴心服务】全疆独家 VIP 百宝箱，为您保驾护航； 

【无忧旅途】全程零自费，不加点！ 

【送到心坎，特别回馈】 

【礼物一】：艾德莱斯绸飞巾——保护您的神仙颜值不被风吹日晒； 

【礼物二】：全程百宝箱——充电宝、云南白药、红糖姜茶、医用纱布、创可贴、针线包、精油、口罩、碘伏、晕车

贴等等，保护您全程的点点滴滴； 

【礼物三】：赠送一次往返接送机服务，管家式服务让您无忧出行； 

【礼物四】：赠送禾木景区、五彩滩、薰衣草庄园、沿途景点一网打尽； 

【礼物五】：全程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三大承诺，保驾护航】 

【承诺一】：每擅自减少一个景点，赔付 800 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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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二】：克扣餐标，赔付 100 元每人； 

【承诺三】：减少景点游览时间，赔付 300 元每人； 

【不忘初心，关于我们】 

【12 年】 我们专注新疆 4000 个日夜，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 

【28 次】从产品研发到销售、售后、全部进行实地考察，只为做的更专业； 

【180 人次】专业司导+产品研发+资源团队+24 小时客服； 

【238 家】长期稳定合作伙伴遍布全国各地； 

【873699 人】全世界各地游客都在选择我们； 

【行程速览】 

 

行程安排 

D1 各地 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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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数 目的地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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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托海-北屯 汽车 早餐/午餐 北屯 

D3 北屯-喀纳斯-贾登峪 汽车 早餐/午餐/晚餐 贾登峪 

D4 贾登峪-禾木 -夜游魔鬼城-乌尔禾 汽车 早餐/午餐 乌尔禾 

D5 乌尔禾-赛里木湖-薰衣草-伊宁 汽车 早餐/午餐 伊宁 

D6 伊宁-那拉提草原-独库中段-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镇 汽车 早餐/午餐 巴音镇 

D7 巴音镇-独库公路-大小龙池-天山神秘大峡谷-火车 汽车 早餐/  火车卧铺 

D8 乌鲁木齐接火车-各地 汽车 自理 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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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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推荐景点: 

【红山公园】红山位居乌鲁木齐市区中心，红山公园的主体红山由紫色砂砾岩构成山呈红色，十分独特，也是乌鲁木齐的标志之一。 

【红光山大佛寺】位于乌鲁木齐北面卡子湾附近的红光山，大佛寺山门红光山大佛寺建筑群始建于 2002 年，于 2010 年完工，历时

8 年，是中国西北的第一大汉传佛教寺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逢周一闭馆不可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32 号，是省级综合性地质

博物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物和标本收藏保护、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机构。游览项目：一层新疆历史人文展览馆；二层干尸

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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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帮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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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美食攻略： 

简介：新疆少数民族众多，各名族都有独特的饮食文化，来到新疆免不了品尝一下当地特色饮食：烤肉、馕、大盘鸡、拌面、抓

饭、 

酸奶子、奶茶、烤包子、油馓子等，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新疆是吃货的理想之地； 

D2 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北屯 北屯 早餐/午餐 

07:00 早餐后沿 216 国道行驶，前往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途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火烧山； 

13:00 抵达恰库尔图镇享用新疆特色美食--“天下第一盘”； 

14:00 丰盛的团餐后，慵懒登车我们继续出发，小憩片刻；行车途观：【伊雷木湖】（不进入景区）及有北国水乡之誉的【可可

苏里】，可可苏里还有一个名字:【野鸭湖】，可可苏里是哈萨克语，意思是“蓝色的湖”，它是富蕴大地震时形成的地震断陷湖，

湖面面积 180 万平方米，平均水深 2 米，湖中有大小浮岛 20 多个。每年春夏季节野鸭、白鹭、水鸡、红雁、天鹅都会飞到这

里生活，抬头远看白雪覆盖着山顶，近处水鸟在湖中嬉戏，湖边绿草如茵，山花盛开，牛羊成群，哈萨克牧民的座座毡房点缀其中，

形成一幅美丽的边塞牧歌图，告别可可苏里继续前行； 

16:30 我们将抵达并参观【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游览时间约 3 小时，含往返区间车时间），乘区间车沿途欣赏白桦林、富

龟迎客、石门等景点，参观阿尔泰山脉标志性景点--神钟山，这里有额尔齐斯河大峡谷，有富蕴地震断裂带，有喀拉通克岩画长廊。

这里不仅是新疆的“冷极”，也是全国少有的“宝石之乡”，还是世界罕见的“天然矿物陈列馆”，让您沉浸其中。 

18:00 我们集合出发前往北屯市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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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抵达后入住酒店自行享用晚餐；这一天行程累中带喜，当然少不了一瓶新疆“夺命大乌苏”解解乏。 

交通提示：乌市至可可托海单程约 530 公里，行车约 7 小时,可可托海至北屯单程约 220 公里，行车约 3 小时； 

温馨提示： 

1.今日将带上行李出行，发车前请再次确认钱包、手机、充电器、相关证件、贵重物品等是否遗漏，以免影响您的后续行程； 

2.此天行程略显紧张，需早起出发，自备少许零食，长途行车中用于充饥； 

3.可可托海景区额尔齐斯河是唯一一条由西向东流的河流，其河水是雪山雪水逆流而下，景区岩突较多，河水异常冰凉，游客切勿

嬉戏打闹，请注意自身游览安全； 

4.初春、入秋后景区温差大，请认真听导游讲解注意事项，及时增添衣物御寒； 

D3 北屯-喀纳斯-贾登峪  贾登峪 早餐/午餐/晚餐 

07:00 酒店内享用早餐，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8:30 酒店早餐后带着饱满的精气神我们前往【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游览时间约 6 小时，含区间车往返时间)，一探“湖怪”； 

12:00 抵达后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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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景区内享用午餐，午餐后继续游览； 

20:00 晚入住贾登峪酒店； 

交通提示：贾登峪至布尔津单程约 180 公里，山路行车时间约 4 小时；  

温馨提示： 

1.布尔津至喀纳斯大多为盘山公路，如有晕车的亲们，需提前准备晕车贴或者晕车药，在发车前半小时使用，可以减轻您晕车的不

适感。 

2.喀纳斯景区观光区间车为循环发车制，淡、旺季均按照景区规定时间发车；喀纳斯景区较大，游客人数较多，旺季会出现运力不

足的情况，游览路线、集合时间、地点，请统一听从导游安排，自由活动期间一定要结伴而行，请保持电话畅通，遇到特殊情况请

及时与导游联系。 

D4 贾登峪-禾木-五彩滩-夜游魔鬼城-乌尔禾 乌尔禾 早餐/午餐 

07:00 漫山遍野透露着大自然的气息； 

08:00 餐后我们乘车前往游览【禾木村】（赠送）（游览时间约 3 小时，含往返区间车时间）（赠送景点不享受特殊证件或老人优

惠退费政策，如遇特殊原因无法参观或客人主动放弃参观，费用不退，儿童不享受以上赠送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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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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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5357056-5592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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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静、色彩斑斓的俄罗斯油画。 

13:00 景区内享用午餐， 

19:30 抵达后游【世界魔鬼城】）（游览时间约 2 小时，含往返区间车时间），这里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雅丹”是维吾尔语

“陡壁 的小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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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乌尔禾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贾登峪至禾木单程 60 公里，行车时间约 05 小时。贾登峪至乌尔禾单程约 380 公平，行车时间 7 小时 

温馨提示： 

1.禾木景区途中会有一段盘山公路，如有晕车的亲们，需提前准备晕车贴或者晕车药，在发车前半小时使用，可以减轻您晕车的不

适感。 

2.禾木村游览请大家一定听从导游的统一安排， 

3.禾木景区如有选择骑马，漂流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D5 乌尔禾-赛里木湖-薰衣草-伊宁 伊宁 早餐/午餐 

07:30 早餐后乘车出发前往赛里木湖； 

14:30 抵达赛里木湖用午餐； 

15:30 餐后进入景区参观【赛里木湖】（游览约 2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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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游览结束后乘车前往薰衣草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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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抵达后游览【薰衣草基地】（赠送）（游览约 1 小时）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伊犁河谷，与世界著名薰衣草原产地法国普罗旺斯

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非常相似，因而这里汇集了包括薰衣草引种育苗、标准化种植、GMP 生产加工、产品展示、大

地景观、香草品种园以及薰衣草文化传播等薰衣草全产业展示的主题观光产业园区。； 

19:30 游览结束后乘车前往伊宁入住酒店； 

20:00 抵达伊宁入住酒店，自由活动； 

交通提示：乌尔禾至伊宁约 610 公里，行车时间约 7 小时； 

温馨提示： 

1.赛湖景色优美，适合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拍照，照片会更好看； 

2.游览拍照时要注意安全，因赛湖水较凉，切勿大闹拍照落入水中。 

D6 伊宁-那拉提草原-独库中段-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镇 巴音镇 早餐/午餐 

06:30 酒店用早餐； 

07:00 早餐后乘车前往那拉提空中草原； 

11:00 抵达那拉提镇用午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90%BE%E5%B0%94%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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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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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进入景区游览 5A 级旅游风景区【那拉提空中草原】（游览约 3 小时），它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亚高山草甸植物区，自

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牧场；独特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在这里沐浴草原温柔和

煦的阳光，呼吸微风中弥漫的花朵的芬芳，让您领略浓郁纯正的草原自然景观，自费骑马驰骋在辽远的草原上，领略哈萨克族的自

由奔放。 

15:00 前往巴音布鲁克。 

18:00 我们乘坐景区的区间车进入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此时才知道中国的第二大草原有多么的广袤无垠，【巴音布鲁克草原】（游

览时间约 4 小时，含区间车时间）蒙语的意思为“富饶的泉水”，放眼望去遍地都是优质的“酥油草”在这里有着优雅迷人的“天

鹅湖”。由于冰雪融化、雨水充足，在草地上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沼泽、湖泊、小溪，涓涓的水流汇集在一起，蜿蜒曲折如丝带般淙

淙的流动，这就是最著名的美景“九曲十八弯”。 

20:00 游览结束后集合出发前往巴音镇，抵达后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伊宁至巴音布鲁克单程约 400 公里，行车时间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巴音布鲁克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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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 巴音镇-独库公路-大小龙池-天山神秘大峡谷-火车至乌市 火车卧铺 早餐/ 

07:00 酒店内享用早餐； 

08:00 早餐完毕后今天我们穿越中国美丽的公路之一——【独库公路】，宛如一条巨龙盘卧天山。然而只隔这一座山，却是从

火焰到海水的冰火两重天体验！它连接南北疆，横亘崇山峻岭、穿越深山峡谷，沿途有风光旖旎的茫茫草原，也有参天蔽日的云

山雪岭。有百里冰封的防 雪长廊，也有温柔如寂，青碧似海的大草原。一路冒险，沿途看不尽美景，这不是一条平凡的路，而

是一条冒险之路。任何去这条路的人都不会后悔！因为冒险的背 后是无限美景！一路向南，穿越火焰与海水，体验冰与火之歌！

途观《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大小龙池】，乘车向南出发，走到天山山脉脚下，走进【天山神秘大峡谷】（参观时间 2 小时）峡

谷两侧奇峰嶙峋，争相崛起，峰峦叠嶂，磅礴神奇，谷内蜿蜒曲折，峰回路转。2005 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

的十大峡谷之一，2013 年被评为国家地质公园，电影《魔戒之护戒使者》曾慕名来此拍摄取景； 

20:00 晚抵达库车送火车前往乌市。 

交通提示：巴音至库车约 230 公里，行车时间单程约 6 小 

温馨提示： 

1.独库公路每年于 6-10 月初开通，仅限 7 座及以下车型通过，受天气影响较大，如遇不可抗力不能通行，则 

需调整其他方向； 

2.此段行程不保证空座率，大件行李随旅游大巴车； 

3.独库路段一路美景，行车时间不固定，也许抵达会与行程描述时间不符，敬请谅解； 

4.南疆气候干燥且风沙较大，请注意防护； 

5.库车少数民族较多，请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D8 乌鲁木齐市接火车 各地 —— 早餐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日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今天我们将离开美丽的新疆，乘飞机返回温馨的家中。 

特别备注：今日乌市接火车时间为早上 8-9 点，购买机票建议 12 点后的航班，同时如果今日抵达后您的航班为下午或者晚上航

班，建议您可以下火车后可以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或者国际大巴扎，我们可以按照您的时间要求前往您所在地接您前往



第 8 页共 10 页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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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机场安检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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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团友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乘坐机场大巴/城际列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前往机场，产生费用请自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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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针对我们精心安排的行程和导游的服务，请您留下宝贵的意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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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标准及预订须知 

门票 可可托海、五彩滩、喀纳斯门票及区间、魔鬼城门票及区间、赛里木湖门票及区间、那拉提门票及区间、巴音布鲁

克门票及区间、天山神秘大峡谷门票等景点的首道大门票； 

赠送 

景点 
禾木门票及区间、薰衣草的首道大门票； 

住宿 全程精选 1 晚亚洲十佳主题酒店+1 晚超级民宿+4 晚当地四星酒店（舒适型酒店），遇单需补单房差； 

用餐 全程已含 6 早餐 6 正餐，酒店含早不用不退；其他用餐自理； 

用车 用车为豪华旅游大巴； 

火车 含库车至乌鲁木齐火车卧铺，不指定上中下铺； 

导游 
地陪导游服务，收客人数不足 8 人时，不安排专职导游，由司机兼向导负责全程行程衔接（不提供景区讲解服

务），协助购买门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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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纯玩不进店 

儿童 儿童为 12 周岁以下，仅含旅游目的地旅游车位费、导服费及正餐半餐费用，其他未含项目敬请自理； 

备注 返程航班或火车票，建议买 12 点以后的； 

地区 参考酒店 

乌鲁木齐 野马文化丝路驿站、文苑酒店、白粮液大酒店、东华大酒店、鼎福酒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北屯 金皖疆酒店、得仁山花园酒店、想溢海川酒店、楚天大饭店、新程酒店、云鼎国际酒店或其他同级别酒店； 

布尔津 友谊峰酒店、海峰酒店、上士酒店酒店、美的假日酒店、汇众酒店、苏通假日酒店（分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乌尔禾 西部乌镇·德泽温德酒店 



第 9 页共 10 页

贾登峪 农十师酒店、鸿福生态酒店、四季休闲酒店、古田酒店、仙峰酒店、百脑汇酒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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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音 白天鹅酒店、西部情酒店、龙兴酒店、银登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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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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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景区游览时间包含往返区间车时间； 

收客限制 无任何收客限制 

预订须知及注意事项 

预定须知 

1.关于汽车：用车保证一人一正座，22 座及以下车辆均不含行李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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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推荐项目，请自愿

选择参加，绝无强迫； 

3.关于用餐：新疆最低团餐按照八菜一汤和十人一桌的标准安排，人数增加或减少会适当调整菜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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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    他：请配合导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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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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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经济欠发

达，服务能力有限，所以本线路不接受 70 周岁以上老人报名，敬请谅解！ 

7.赠送项目：因故无法安排赠送项目或游客自身原因取消参加赠送时，无费用可退。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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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房；客人行程中自行拼房

的，我社也无费用可退。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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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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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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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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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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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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