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域南疆 纯玩无购物

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8日游【团号：TSJ】
线路：乌鲁木齐入境 - 库尔勒 - 库车 - 阿克苏 - 喀什 - 塔县 - 喀什出境

行家行程亮点：
● 看当地最著名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游览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大巴扎。
● 博斯腾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享有“新疆夏威夷”之美称。
● 天山神秘大峡谷—由红褐色的巨型山体群组成，是我国罕见的自然风景奇观。
● 中巴友谊公路—世界上最高最美的公路，被评为”世界十大险峻公路”之一。
● 塔什库尔干县—中国最牛的县、一县对三国，中国唯一白种人生活地。

行家风味美食：
新疆大盘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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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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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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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喀什 - 塔县 8h

塔县 - 喀什 10.5h

喀什送机

库尔勒 - 库车 6.5h

库车 - 阿克苏 3.5h

阿克苏 - 喀什 7h

Kashgar-Tashkurgan County B/L/D

Tashkurgan County -Kashgar B/L/D

Kashgar B

 Urumqi - Korla B/L/D

Korla-Kuche B/L/X

 Kuche-Aksu B/L/D

 Aksu -Kashgar B/L/X

乌鲁木齐 - 库尔勒 8h

早餐后前往喀什老城，参观开城仪式，【老城区】，后办理边境通行证，后乘车沿着中巴国际
公路前往前往目的地——【卡拉库里湖】，中巴友谊公路被称为世界上最高最美的公路。卡拉
库里”意为“黑海”，是一座高山冰蚀冰碛湖。湖的四周有冰峰雪岭环抱。在欣赏完帕米尔高
原的大好风光后乘车前往祖国最西部的高原小城、中国唯一白种人生活地-塔什库尔干县，用
晚餐后入住酒店。
(喀什/卡湖单程200公里，车程约5。5小时，区间限速，卡湖/塔县约100公里，车程约2.5
小时、区间限速40公里，请客人理解)  
Visit：Karakuri Lake
住宿：4*前海大酒店或同级 4*Qian Hai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早餐后前往【石头城】 它是帕米尔高原之行（《西游记》中提到的葱岭就在这一带）的必
经之路。帕米尔高原上的--【红其拉甫口岸】（红其拉甫口岸为高海拔地区达目前了解的情况，
红其拉甫口岸，旅游车到不了界碑只能到前哨班位置就要返回，我社导游会根据具体情况
告知游客及游客身体状况反应，与客人沟通是否继续前行）游览完雄鹰之城后午餐后原路
返回喀什。晚餐后入住酒店。
（塔县 / 红其拉甫口岸 130 公里，车程约 2.5 小时、塔县海拔 3200 米。红其拉甫前哨班海
拔5200米。高原反应较为明显。塔县/喀什约 300公里，车程约 8小时，区间限速40公里，
请客人理解）
Visit：Stone city、Hongqi Lahu Port
住宿：5* 银瑞林国际大酒店或同级 5*Yinruilin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早餐后自由活动，后根据客人返程航班，乘车前往喀什机场（KHG），由导游办完登记手续，
乘机返程。

指定自费：【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金沙滩景区】+【卡拉库里湖】=USD280/ 人

推荐自费：喀什民族宴会厅 =USD50/ 人
Optional items：Kash National Ballroom=USD50P.P

【新疆旅游温馨提示】：
·气候干燥，需多喝水，餐饮多为牛羊肉清真餐。我们会尽量与餐厅协调，以满足不同游客
的需求。

·新疆为多民族地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请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新疆与内地有 2小时时差，请各位调整好作息和饮食时间。
·新疆旅游线路长，景点分散，乘车时间较长，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

早餐后参观【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然后乘车穿越天山南北交通咽喉要道 - 干沟 , 前往华
夏第一神州、香梨的故乡-库尔勒，途中参观【博斯腾湖- -金沙滩景区】博斯腾湖古称“西
海”。维吾尔语意为“绿洲”，一称巴格拉什湖。博斯腾淖尔，蒙古语意为“站立”，此
处地质为金黄色的细沙，故称“金沙滩”，享有“新疆夏威夷”之美称。自费参加当地组
织的各种水上娱乐活动，后乘车前往华夏第一神州、香梨故乡—库尔勒，晚餐后入住酒店。
（乌鲁木齐 /库尔勒约 500 公里，车程约 8小时、时段区间限速）
Visit：Golden Beach Scenic Area
住宿：5* 梨城花园酒店或同级 5*Korla Pear City Garden Hotel/similar

早餐后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游览约 1.5 小时）一路览尽天山盐水沟，克孜里亚山“石
雕”。尤以谷口处的三座山体 ( 乃头山、丽人山、佛面山 ) 最为壮观。集人间峡谷之妙，
兼天山奇景之长，融神、奇、险、雄、古、幽为一体。景异物奇，令人神往。大峡谷由红
褐色的巨型山体群组成，经亿万年的风雨剥蚀、山洪冲刷而成，是我国罕见的自然风景奇观。
后乘车观赏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群 --【克孜尔千佛洞】（含讲解费），堪称“第二个敦煌莫
高窟”，而其历史又比莫高窟久远 ,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库尔勒 / 库车约 280 公里，车程约 4 小时，库车 / 大峡谷约 70 公里，车程约 1.5 小时、
大峡谷 /千佛洞约 50 公里，车程约 1小时、时段区间限速）
Visit：Tianshan Mysterious Grand Canyon、Kizil Thousand Buddha Cave
住宿：5* 库车饭店（五星楼）或同级 5*Ku Che Hotel (Five-star Building)/similar

早乘车前往“国家森林城市”--阿克苏，游览【天山神木园】（含讲解费）。（景点特色：
天山神木园维吾尔语就是“库尔米什阿塔木麻扎”，为传经圣人的坟地，位于新疆天山托木
尔峰南侧前山区，是历史上伊斯兰教集会和朝拜的圣地。）古树大多并不是直立向上生长的，
它们形态各异、错乱进出，甚至呈现螺旋状生长。在这里看到这些古老的树木，必然会让你
赞许大自然鬼斧神工之力，叹为观止，游览完毕抵达市区后入住酒店。
(库车 /阿克苏约 250 公里，车程约 3.5 小时、区间限速 ) 
Visit：Tianshan Shenmu Park
住宿：准5*阿克苏迎宾馆（当地最好）或同级 Quasi-5*Aksu Prefecture Guesthouse/similar

早餐后乘车前往喀什，下午抵达后参观【艾提尕尔清真寺】（约 30 分钟）艾提尕尔清真寺
是一个有着浓郁民族风格和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教古建筑群，门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每
逢盛大节日，云集在此数万穆斯林制造节日的欢乐气氛，大规模的“萨满”群舞盛况空前，
为全疆各地所罕有。这里既是宗教圣地，又是节日喜庆的场所，【香妃墓】（约 30 分钟）
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古建筑群，也是伊斯兰教圣裔的陵墓，是乾隆皇帝的爱妃，由于她
身上有一股常有的沙枣花香，人们便称她为“香妃，；由此而得名。游览中西亚国际贸易
市场 -- 大巴扎（约 40 分钟）。
（阿克苏 /喀什约 520 公里，车程约 7小时，区间限速，喀什市区景点游览）
Visit：Etihad Mosque、Tomb of Toon
住宿：5* 银瑞林国际大酒店或同级 5*Yinruilin International Hot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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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酒店星级标准较内地相差较大，贾登峪当地酒店因天气、条件所限，均无空调及电梯，望客

人多理解。

06. 行程包含免费接送服务一趟，如需多次接送，价格另议。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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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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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建议至少提前 30 天报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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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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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
Urumqi  X
乌鲁木齐接机

乘飞机赴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 乌鲁木齐（URC），由导游举牌接团，乘车入住酒店。（机
场 /乌鲁木齐约 30 公里，车程约 30 分钟）。（仅含一趟接机）
住宿：5* 楚天银星大酒店或同级 5*Chutian Silver Star Hotel/similar

团费
日期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 单间差

2019 年 1-6 月
，11-12 月 CAD1118

USD280 USD80
CAD380

2019 年 7-10 月 CAD1438 CAD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