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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疆 旅 游 百 科 全 书 】 
新疆-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魔鬼城-赛里木湖-薰衣草-巴音布鲁克-独库公路-大小龙池-天山神秘大峡

谷-沙漠公路-和田-喀什-卡拉库里湖-石头城-金草滩-盘龙古道-艾提尕尔清真寺-罗布人村寨-火焰山-葡

萄沟-天山天池横跨南北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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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游南疆二十二大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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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旅博物馆——永不磨灭的番号； 

【景十一】：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400 余公里，走完人生无憾，让您体验到人类治沙的奇迹； 

【景十二】：喀什噶尔古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维吾尔老城； 

【景十三】：卡拉库里湖——世界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下的圣湖； 

【景十四】：石头城——新疆境内古丝绸之路最大驿站； 

【景十五】：盘龙古道——网红公路、九曲十八弯； 



第 2 页共 16 页

【景十六】：艾提尕尔清真寺——中国最大的清真寺； 

【景十七】：罗布人村寨——中国罗布人居住的最后世外桃源，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秘境； 

【景十八】：葡萄沟——儿时语文课本的记忆； 

【景十九】：火焰山——86 版西游记拍摄地； 

【景二十】： 天山天池——赏瑶池仙境，相约西王母； 

【景二十一】：薰衣草基地——中国的普罗旺斯！ 

【景二十二】：慕士塔格峰——世界冰川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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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闯“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成就万分之一的人才有的创举； 

⑥ 南疆之巅塔县--中国最西北，到此一览，万分之一就有您； 

⑦  盘旋于帕米尔高原的盘龙谷道，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万分之一里就有你； 

⑧ 罗布人隐匿于中国最大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沙漠为家，去了让您成为尊贵的千分之一！ 

⑨ 秘境和田，万种风情，神秘面纱，静待十万分之一里的您； 

⑩ 儿时语文书本回忆的葡萄沟，市场产品已经没有它，可是我们一定让您成为尊贵的千分之一！ 

【设计灵感，推荐理由】 

【面面俱到】：整个市场唯一的全境新疆产品，北疆-南疆-东疆无一遗漏，精华景点-知名景点全部涵盖，超级大环线，

不走回头路，就是一部新疆地理大百科；（市场号称南北疆环线都是伪产品） 

【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盘龙古道都有季节限定，每年 6 月中下旬独库公路开放，我们选择开放的季节来完成我们

的新疆百科旅游； 

【四条中国绝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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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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阿和公路（G217）:中国第二条沙漠公路，一条横穿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景观大道； 

d、盘龙公路：一条盘旋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超级网红公路； 

【异域风情】：不到喀什不算到了新疆，风情喀什-民俗重镇，万里之遥，喀什等你，异域风情，唯有喀什； 

【高原秘境】：帕米尔高原-昆仑之巅，中国唯一白种人-塔吉克人，待您揭开面纱； 

【中国之最】：神奇新疆，宇宙馈赠，中国唯一和美国羚羊谷媲美--天山神秘大峡谷，中国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下圣

湖--卡拉库里湖，中国最大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 

【最特色的安排，最用心的服务】 

【团型升级】用车为 2+1 豪华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旅途更加舒适轻松； 

【品质乐享】全程舒适型酒店+高档型型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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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优秀导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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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导游配备百宝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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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庄园、玉龙喀什河沿途景点等； 

【礼物五】：全程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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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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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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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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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木-贾登峪 汽车 早餐/午餐/晚餐 贾登峪 

D4 贾登峪-喀纳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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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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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 汽车 早餐/晚餐 库车 

D8 库车-359 旅博物馆-沙漠公路-和田 汽车 早餐/午餐 和田 

D9 和田-喀什玉龙河-喀什古城-喀什 汽车 早餐/午餐 喀什 

D10 喀什-玉器博物馆-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塔县 汽车 早餐/午餐 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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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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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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1 塔县-石头城-金草滩-盘龙古道-喀什 汽车 早餐/午餐 喀什 

D12 喀什-玉器展览馆-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克苏 汽车 早餐/午餐 阿克苏 

D13 阿克苏-罗布人村寨-库尔勒 汽车 早餐/午餐 库尔勒 

D14 库尔勒-火焰山-维吾尔家访-葡萄沟-吐鲁番 汽车 早餐/午餐 吐鲁番 

D15 吐鲁番-馕文化产业园-天山天池-乌鲁木齐 汽车 早餐/午餐 乌鲁木齐 

D16 乌鲁木齐-各地 汽车 自理 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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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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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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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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抵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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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恬静、色彩斑斓的俄罗斯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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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5357056-5592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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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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纳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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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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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时，含区间车往返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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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我们集合出发前往乌尔禾魔鬼城； 

18:30 抵达后游【世界魔鬼城】（赠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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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 乌尔禾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贾登峪至乌尔禾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湖边景色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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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湖水较凉，切勿大闹拍照落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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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90%BE%E5%B0%94%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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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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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至禾木单程 220 公里，行车时间约 4 小时。贾登峪至禾木单程约 80 公平，行车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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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伊宁-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镇 巴音镇 早餐/午餐 

07:30 酒店用早餐； 

07:00 早餐后前往巴音布鲁克；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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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 库车 早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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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抵达库车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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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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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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车-359 旅博物馆-沙漠公路-和田 和田 早餐/午餐 

07:30 用完早餐，准备出发；    

09:00 跨过塔里木河后，我们将进入“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沿笔直望不到边的沙漠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

沿途风景壮美，体会大漠风情；继续向“军垦之城”阿拉尔方向前行。 

10:30 抵达【359 旅：永不磨灭的番号】，游玩时间约 1H 这个坐落在戈壁绿洲怀抱中的军垦小镇,全称是“新疆生建 

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金银川镇”。 

12:30 继续开往神秘的沙漠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金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给人以无限遐想。我们一路边走边玩，连绵起伏的沙丘以及散落在大漠深处的金黄胡杨，构成了一幅极有层次的画面。 

19:00 抵达和田市入住酒店；和田，古称“于阗”，是有名的歌舞之乡，这里有浓郁的维吾尔族风情，奇特喷香的木炭火烤鸡蛋、

回味无穷的馕坑烤南瓜、漂亮如花的和田维族姑娘，让人眼花缭乱。晚上和田市区的夜排档绝对不容错过哦，吃货的福音啊! 

交通提示：库车至阿拉尔约 300 公里，行程时间约 4 小时；阿拉尔至和田约 450 公里，行车时间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 这一天行程距离较远，用餐时间有差异，为了让您的旅程更加舒适，请在出发前准备舒适的衣物和鞋袜并准备点零食或其它用品； 

D9 和田-喀什玉龙河-喀什古城-喀什 喀什 早餐/午餐 

08:00 早餐后我们乘车前往喀什。 

09:30 带你走进神秘的白玉河-玉龙喀什河（参观时间 40 分钟）；也可以亲自参与一下捡玉石。每年的秋季，和田河的水退去以后，

来自各地的捡玉人都在这里碰运气，你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捡玉人的各种表情，激动、困惑、欣喜、满足、失望，但不要太近影响人

家的心情；  

14:00 享用午餐； 

18:30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既然来了南疆就要好好畅玩一下；如果有幸可以看到开城仪式，漂亮的古丽和帅气的维吾尔族巴郎

欢跳一曲，感受当地浓郁的民族色彩；喀什噶尔的灵魂在【喀什老城】（赠送）（参观时间 2 小时）， 喀什古城，原称疏勒，至

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奇特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灿烂的历史街区土石路面的巷道，宽一点的能走驴车，窄的两人并

肩难行;街巷长者 600 多米，短的 50 米就到尽头。每户都有不大的庭院，用于养花或置放盆景。盆景、鲜花与建筑物廊柱、木雕、

挑檐上的各色花饰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幽静清新。有时在两条巷道的相接处，会遇到跨街架起的一间小楼，似成门廊，使小巷增

添丁几分古朴与幽深。 

20:30 抵达喀什入住酒店，后自由活动。 

交通提示：和田至喀什约 500 公里，行车时间约 7 小时； 

温馨提示： 

1.这一天行程距离较远，用餐时间有差异，为了让您的旅程更加舒适，请在出发前准备舒适的衣物和鞋袜并准备点零食或其它用品； 

2.在新疆吃水果的同时千万不能喝热茶，特别是杏子和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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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喀什-玉器展览馆-卡拉库里湖-塔县 塔县 早餐/午餐 

08:00 酒店早餐后，我们精神饱满的前往【和田玉博物馆】（参观时间不低于 120 分钟）感受千年的和田玉文化，目睹昆仑美 

玉之芳容，一结玉缘； 

10:00 前往“天空之境”-卡拉库里湖景区，"卡拉库里"意为"黑海"，是一座高山冰蚀冰碛湖； 

12:30 享用当地风味午餐； 

14:30 抵达参观【卡拉库里湖】（参观时间 2 小时）水面映衬着巍峨又神秘的慕士塔格峰，白雪皑皑，山水同色，景色十分迷

人。卡拉库里湖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原湖泊。湖的四周有冰峰雪岭环抱，特别是周围的公格尔、公格尔九别峰和慕士塔格峰更为这

个湖增添了神奇而美丽的色彩。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皑皑银峰、绿色草原和湖边畜群倒映在湖中，异常优美。每年夏秋季节，

这里是登山旅游者的大本营，也是过往旅客参观游览的场所。湖边有毡房、木板房可供旅游者下榻，包括新鲜蔬菜在内的风味

餐，岸边还有小橡皮船可供人们在湖中自由荡游，欣赏帕米尔高原的大好风光。湖畔的苏巴什草原上水草丰茂，牛羊成群。 

16:30 游览结束后大家集合乘车继续前行； 

20:00 抵达塔县酒店办理入住。 

交通提示：喀什至塔县约 290 公里，行车时间单程约 7 小时； 

温馨提示： 

1.建议穿鲜艳一点的衣服，红色/黄色/橘色和卡湖都很搭；卡湖平均海拔 3600 米，紫外线较强，上山请注意防晒。 

2.卡拉库里湖属于高山湖泊，去游玩时，需要穿较厚衣物，以免着凉。 

D11 塔县-石头城-金草滩-盘龙古道-喀什 喀什 早餐/午餐 

08:00 早餐后我们乘车前往喀什。 

09:00 早餐后游览【金草滩石头城】（赠送）（参观时间 1 小时）， 石头城和金草滩是塔什库尔干的两大看点。塔什库尔干的突

厥语意就是“石头城”，这是古代盘陀国的都城。遗址景区的大门修在高台上。“石头城遗址”的碑，碑说：这石头城已有 1300

多年历史，是新疆境内古丝绸之路经过葱岭(帕米尔高原) 的最大驿站。 

11:00 游览结束后换成小车前往盘龙古道，【盘龙古道】（参观时间 1 小时）帕米尔高原上的盘龙古道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瓦恰乡，是喀什地区有名的网红公路。公路盘山而建，其蜿蜒曲折连弯的特色车道，大有“九曲十八弯”之势，在山顶

高处向下而看，蔚为壮观。 

20:00 抵达喀什入住酒店，后自由活动。 

交通提示：塔县至喀什单程约 290 公里，行车时间约 7 小时 

温馨提示： 

1、盘龙古道公路只允许 7 座以下小车通行，所以在抵达盘龙公路后我们将换乘小车通行 

2、当地小车车辆用于短途倒换，按照团队人数安排一辆，满人发车，无空座率安排，还请理解，车程只需要 15 

分钟左右。 

D12 喀什-玉器展览馆-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克苏 阿克苏 早餐/午餐 

08:00 酒店内享用早餐； 

08:30 我们精神饱满前往参观【喀什玉博园】（参观时间不低于 120 分钟），再结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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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随后前往参观【艾提尕尔清真寺】（参观时间 1 小时）它不仅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

一。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一个有着浓郁民族风格和宗教色彩的古建筑群，是维吾尔族古建筑艺术的典范，成为喀什古城的地方象征

而名扬中外。明正统（1436-1449 年）年间喀什噶尔统治者沙克色孜·米尔扎后葬于此，其后裔建造了一座小清真寺，即艾提尕尔

清真寺之前身。该清真寺在古代还是传播伊斯兰文化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学府，培养许多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和学者，其他还包括一

些有影响的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在国内外宗教界均具有一定影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30 游览结束后享用午餐； 

14:30 前往“苹果之城”“白水故城”-阿克苏市。 

20:30 抵达阿克苏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喀什噶尔古城和艾提尕尔清真寺为喀什市区景点行程时间 15 分钟，喀什至阿克苏约 480 公里，行车时间单程约 6 小时； 

温馨提示： 

1.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夏天气温较高请注意胶卷、照相机的保护，带好日常药品： 

2.如防暑降温、抗感、润喉片、祛火药、止泻药；同时须带抗紫外线防晒霜、墨镜、遮阳伞等物品。由于气候干燥请慎戴隐形眼

镜。 

D13 阿克苏-罗布人村寨-库尔勒 库尔勒 早餐/午餐 

07:00 酒店内享用早餐，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14:30 丰盛的团餐后，慵懒登车我们继续出发，带上耳机听着《沙漠骆驼》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

驼陪我，这片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

古道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你是否会有思绪万千？ 

18:30 抵达参观【罗布人村寨】（参观时间约 2 小时，含往返区间车时间），走进罗布人村寨，传说中的罗布人，不食五谷，不

牧牛羊，力大无穷。以整根胡杨木掏空的独木舟为工具在塔里木河流经的沙海边缘以渔猎为生。在激动人心的鼓声中，姑娘们跳

起做饭舞，塔河烤鱼香气四溢，驼队悠扬的铃声在沙漠中响起，划着卡盆的罗布男子歌声从神女湖由远及近。那些遗落在荒原的

楼兰往事，你可知道有多少人魂牵梦绕； 

19:30 游览结束后我们前往“西部梨城”库尔勒市。 

20:30 抵达库尔勒后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阿克苏至库尔勒市约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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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夏天气温较高请注意胶卷、照相机的保护，带好日常药品： 

D14 库尔勒-火焰山-维吾尔家访-葡萄沟-吐鲁番 吐鲁番 早餐/午餐 

07:00 酒店早餐； 

10:3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一路哼着熟悉的歌儿经达坂城风力发电站、盐湖后抵达吐鲁番。 

13:30 吐鲁番享用特色楼兰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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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午餐后前往游览火焰山； 

15:30 参观【火焰山】（游览约 40 分钟）这里由于地壳运动断裂与河水切割，山腹中形成大峡谷，又因峡谷多由红色的沙岩和

砾岩构成，在炎热的夏季远看山体尤如燃烧的火焰，故名火焰山。唐朝边塞大诗人岑参有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17:30 参观【少数民族家访】（游览时间约 40 分钟）葡萄架下免费品尝天然绿色无污染的瓜果，最近距离体验维吾尔民族风情，

欣赏民族歌舞； 

17:00 游览结束后参观【葡萄沟】（游览约 1.5 小时），游览瓜果世界--葡萄沟、亲身采摘一串串甜美的葡萄，深知它的来之不

易，在酷热中感受一丝清凉，感受维吾尔族的生活。 

19:00 游览结束乘车前往吐鲁番入住酒店； 

交通提示：库尔勒至吐鲁番约 4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5 小时； 

温馨提示： 

1..在新疆吃水果的同时千万不能喝热茶，特别是杏子和葡萄！ 

2.吐鲁番天气炎热，紫外线强，一定要做好防晒，尽量选择雪纺纱质的阔腿裤、长裙等，凹造型的美女可以带上一块披肩。 

3.去吐鲁番旅游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夏天吐鲁番气温较高请注意胶卷、照相机的保护，带好日常药品：如防暑降温、

抗感、润喉片、祛火药、止泻药；同时须带抗紫外线防晒霜、墨镜、遮阳伞等物品。由于气候干燥请慎戴隐形眼镜。 

D15 吐鲁番-馕文化产业园-天山天池-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早餐/午餐 

08:00 酒店早餐后， 

09:00 乘车前往游览天山天池； 

14:00 抵达天池享用午餐回族特色名吃“九碗三行子”也正是回族正宗的宴席，在新疆的民间也有“九碗三行子，实惠长面子”

之说。“九碗三行子”一般出现在回族人的节日、婚丧嫁娶时等一些重要活动的家宴上，是回族饮食文化中的代表之作。 

16:00 前往参观天山天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传说 3000 余年前西王

母在瑶池宴请西游的穆天子，留下千古佳话，为天池赢得“瑶池”美称。下一站我们踏上去《瑶池》之路。世人将天地的自然风光

概括为“石门一线”、“龙潭碧月”、“顶天三石”、“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西山现松”、“海峰晨曦”、“悬泉飞瀑”

八大景观。进入【天山天池】，坐上区间车（单程耗时约 1 小时），听着景区的讲解，看着车窗外迷人的景色，雪峰倒映，云杉

环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天山天池风景区】（游览时间约 4 小时，含往返区间车时间）一池碧水带着仙家灵气，享受日精

月华的锤炼,仿若从仙界移入凡间的瑶池，这里流传的神话故事，倾听中，不觉入境。 

20:30 抵达乌鲁木齐酒店办理入住。 

交通提示：吐鲁番至天山天池单程约 280 公里，行车时间约 4 小时、 

温馨提示： 

1.建议穿鲜艳一点的衣服，红色/黄色/橘色和蓝蓝的天池都很搭。 

2.天池平均海拔 1980 米，紫外线较强，上山请注意防晒。 

D16 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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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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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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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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独库公路每年 6 月中下旬开通，独库公路未开通前抵达的客人，我们将合理调整行程顺序及本行程线路走法， 

独库公路未开通，本行程合理调整披露如下，游客无异议，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行程第 1 天：乌鲁木齐接站 

行程第 2 天：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北屯 

行程第 3 天：北屯—禾木—贾登峪 

行程第 4 天：贾登峪—喀纳斯—魔鬼城—乌尔禾 

行程第 5 天：乌尔禾-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伊宁 

行程第 6 天：伊宁-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镇 

行程第 7 天：巴音镇-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 

行程第 8 天：库车-359 旅博物馆-沙漠公路-和田 

行程第 9 天：和田-喀什玉龙河-喀什古城-喀什 

行程第 10 天：喀什-玉器展览馆-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塔县 

行程第 11 天：塔县-石头城金草滩-盘龙谷道-喀什 

行程第 12 天：喀什-玉器展览馆-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克苏 

行程第 13 天： 阿克苏-天山神秘大峡谷-库尔勒 

行程第 14 天： 库尔勒-罗布人村寨-火焰山-吐鲁番 

行程第 15 天：吐鲁番-葡萄沟-维吾尔家访-天山天池-乌鲁木齐 

行程第 16 天：乌鲁木齐送 

门票 
可可托海门票及区间、喀纳斯门票及区间、赛里木湖门票及区间、巴音布鲁克门票及区间、天山神秘大峡谷门票、

卡拉库里湖门票、罗布人村寨门票及区间、艾提尕尔清真寺门票、火焰山门票、葡萄沟门票、天池门票及区间等景

点的首道大门票； 

赠送 

景点 
禾木门票及区间、魔鬼城、石头城金草滩、喀什老城、薰衣草的首道大门票； 

住宿 全程精选当地舒适型酒店+高档型酒店住宿，不安排拼房、遇单需补单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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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全程已含 15 早餐 15 正餐，酒店含早不用不退；其他用餐自理； 

用车 
用车为 2+1 豪华旅游大巴； 

特别备注：当日班期人数少于 15 人，改用普通 2+2 旅游大巴（保证空座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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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安排 2 个玉器展览馆，每个展览馆停留时间 120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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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库倒短及正餐半餐费用，其他未含项目敬请自理； 

地区 参考酒店 

乌鲁木齐 野马文化丝路驿站（亚洲十佳主题酒店） 

乌鲁木齐 文苑酒店、皓天国泰酒店、西域国际酒店、白粮液大酒店、东华大酒店、边疆宾馆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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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禾 西部乌镇·德泽温德酒店； 

贾登峪 农十师酒店、御源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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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汇酒店、江苏大酒店、天然居酒店、中亚国际极端、恒润国际酒店、花城宾馆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巴音 巴音云上尊酒店、白天鹅酒店、西部情酒店、土尔扈特民俗文化村、天和缘酒店、银登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吐鲁番 华景酒店、闽台酒店、斯维登酒店、华盛酒店、麦西莱普酒店、交河庄园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塔县 高原丽景酒店、凯途温泉度假酒店、前海酒店、欧罗巴酒店、犇磊鑫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库尔勒 澜都精品酒店、佳鑫国华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艾尚酒店、金星酒店、银星酒店或其它同级别酒店； 

库车 库车国际酒店、库车饭店、维也纳国际酒店、丽都大酒店、塔里木酒店、柏悦酒店或其他同级别酒店； 

和田 和天下精品酒店、和颐至格酒店、和天下国际酒店、银星酒店、金鹰国际大酒店、和玺酒店或其他同级别酒店； 

喀什 银瑞林酒店、温州国际酒店或其他同级别酒店； 

阿克苏 浦东假日酒店、华龙酒店、东方国际大酒店、博林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辉煌大酒店等其他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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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器展览 全程参观两个玉器展览馆，每个展览馆 120 分钟； 

预订须知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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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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