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走廊
西宁茶卡敦煌张掖8日游【团号：TXH】

线路：西宁入境 - 青海湖 - 茶卡 - 大柴旦 - 敦煌 - 嘉峪关 - 张掖 - 祁连 - 西宁出境

行家行程亮点：
● 看当地最著名博物馆—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逛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街—嘉峪关

富强市场或大唐美食街。
● 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
● 茶卡盐湖—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天空之镜”。
● 敦煌—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震惊世界。
● 莫高窟—被誉为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
● 鸣沙山月牙泉—敦煌八景之一，神奇之处等待您来探索。
● 嘉峪关—明长城最西端的起点，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关城。

行家风味美食：
黄河大鲤鱼风味  敦煌驼掌风味  嘉峪关汽锅鸡风味

DA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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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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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 - 张掖 - 祁连 7h

祁连 - 西宁 4h

西宁送机

茶卡 - 大柴旦 6.5h

大柴旦 - 敦煌 4.5h

敦煌 - 嘉峪关 4.5h

Xining X

Jiayuguan-Zhangye-Qilian B/L/D

Qilian-Xining B/L/D

Xining B

Xining -Qinghai Lake-Caka B/L/D

Caka-Da Qaidam B/L/D

 Da Qaidam -Dunhuang B/L/X

 Dunhuang -Jiayuguan B/L/X

西宁接机

西宁 - 青海湖 - 茶卡 5h

西宁机场（XNN）接飞机，抵达后入住酒店。（仅含一趟接机）
住宿：5* 五四大酒店 /同级 5*Wusi Hotel/similar

早餐后游览【嘉峪关城楼】，整个建筑布局精巧，气势雄浑，与远隔万里的“天下第一关”山
海关遥相呼应，【长城博物馆】。汽车赴金张掖途中参观被《中国地理》评选为最美丽的丹霞
地貌【张掖七彩丹霞】（含区间车），神奇的丹霞地貌群奇特，五颜六色，有红色、黄色、白色、
绿蓝色，色调有顺山势起伏的波浪状，也有从山顶斜插山根的，尤如斜铺的彩条布，在太阳的
照耀下，色彩异常艳丽，让人惊叹不已。汽车到祁连。翻越祁连在山主峰3800米海拔大坂山，
远方排列着雄伟的祁连山脉，山脉的峰顶上（岗什卡雪山也称冷龙岭）。
Visit：Jiayuguan Tower、Great Wall Museum、Zhangye colorful Danxia
住宿：准5*天境卓尔国际饭店或同级 Quasi 5*Tianjing Zhuoer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早餐后游览【卓尔山】（含区间车，游览约 2 小时），卓尔山属于丹霞地貌，由红色砂岩
砾岩组成，藏语称为“宗穆玛釉玛”，意为美丽的红润皇后；蓝天白云，清水绿地，心灵
在乎的地方其实并不遥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那个世外桃园。在高原上常见的蓝天白云和
祁连雪山的衬托下，返回西宁。
Visit：Zall Mountain
住宿：5* 五四大酒店 /同级  5*Wusi Hotel/similar

早餐后，西宁（XNN）一趟送机出境。

指定自费：【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茶卡盐湖】+【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USD380/ 人

推荐自费：敦煌歌舞表演（飞天歌舞 /敦煌盛典）=USD50/ 人，烤羊风味 =USD50/ 人
Optional items：Dunhuang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Flying song and dance/
Dunhuang Festival）=USD50P.P
Roasted lamb flavor=USD50P.P

参观世界第二蓝毗尼花园【塔尔寺】，一世班禅和一世达赖的老师，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宗
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欣赏塔尔寺举世闻名的艺术三绝——酥油花、堆绣、壁画，了解精深
博大的藏传佛教文化。赴青海湖游览青海明珠——【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不含游船 140
元 / 人）。湖内盛产湟鱼，而且到处可见牦牛、黄牛漫步，羊群吃草，呈现一副“风吹草
低见牛羊”牧歌式的图景。途中远观日月山（不产生门票 , 可以远观一下 , 如果想上去 ,
也可以的） ( 横列于青海湖东侧 , 海拔 3500 米 , 山顶有红色岩系裸露 , 故古称赤岭 )、倒
淌河 (我国河流皆“一江春水向东流”，唯其西淌而得名“倒淌河”)。
Visit：Taer Temple、Qinghai Lake Erlang Sword Scenic Area
住宿：5* 云鹏阳光假日酒店或同级 5*Yunpeng Sunshine Holiday Hotel/similar

早餐后汽车赴【茶卡盐湖】（游览约 2.5 小时），盐湖的形成是由于灾难或地壳运动，青
藏高原从前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
结果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翻越橡皮山，
欣赏茫茫戈壁 , 我们先带大家体验这种探索式旅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停车拍照
凹造型。抵达大柴旦入住酒店。
Visit：Chaka Salt Lake
住宿：准 4* 蓝天白云大酒店或同级 Quasi4*Blue Sky Clouds Hotel/similar

早餐后汽车大柴旦风光。欣赏【柴达木盆地】，抵达水上雅丹，昨天的茶卡盐湖可能让你认为，
人间仙境不过如此，那么今天的翡翠湖可能会告诉你真正的仙境是梦也梦不到的。这里有
许多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湖泊，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在蓝天白云衬托下，格外艳丽。
适时乘车穿越柴达木无人区，顺路拍无人区的公路大片好好秀一下！抵达敦煌。   
Visit：Qaidam Basin
住宿：5* 敦煌富丽华大酒店或同级 5*Dun Huang Fu Li Hua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早餐后游览有“山以灵而故鸣，水以神而益秀”的沙漠奇观，被誉为“塞外风光一绝”的【月
牙泉】，欣赏依附月牙泉而名声响在外，我国四大鸣沙山之首的敦煌【鸣沙山】（不含鸣
沙山骆驼100元 /人，不含滑沙30元 /人，不含鞋套15元 /人），千百年来，“沙泉共处”，
水光山色相映成趣。前往参观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莫高窟由一排长约 1600
米的洞窟组成，壁画有 45000 多平方米、彩塑 2415 尊，把景色饱收眼底；同时领域中国
5000年文化；后汽车前往嘉峪关，抵达后逛夜市富强市场或者大唐美食街，于夜市自理晚餐。
Visit：Crescent spring、Mingsha Mountain、Mogao Grottoes
住宿：5* 开通大厦或广场假日酒店或同级  5*Kaitong Building/similar

备注：
01. 团费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仅提供中文导游，如需安排英文导游，需补团

费USD100/人），所有团费均需于报名时足额支付。12岁以下小孩占床与成人同价，
不占床按成人团费 80% 收取，2岁以下团费按成人团费 10% 收取。

02. 团费按照至少 6位成人（至少 3间房）的团队计算，如不是则价格另议。
03. 团费不含国际、国内机票及火车票、签证等费用。
04. 价格不适用于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大型节假日期间、大型会议期间，如有需

要，价格另议。
05. 行程包含免费接送服务一趟，如需多次接送，价格另议。
06. 行程将安排各地优秀地陪，行程大交通（如火车、飞机等）无陪同，如需全陪，价

格另议。
07. 团费已含 60 岁以上老年票优惠政策，产生老年票将不予退还。
08. 建议至少提前 30 天报名。
09. 报名前如有其他要求，可按照要求更改行程，团费将根据实际费用相应增减。
10. 团费仅含旅行社责任险，不含其他保险 (如：个人意外险等 )，强烈建议组团社出

团前，在境外为客人自行购买游客旅游意外保险。

特 约 旅 行 社

团费
日期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 单间差

2019 年 1-5 月
,11-12 月 CAD868

USD380 USD80
CAD380

2019 年 6 月 CAD1018 CAD490
2019 年 7-10 月 CAD1368 CAD570

纯玩无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