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天 纯美大北疆 喀纳斯美景
赛里木湖 那拉提草原主要风景描述及行程
丰收的葡萄：

可可托海：
春： 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该矿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和最典型的含稀有金属矿的花岗岩脉之一，是中外科学家研
究花岗伟晶岩和稀有金属矿的经典地区。
夏：神钟山犹如巨神插足碧水绿荫之间，头枕蓝天白云，显得巍峨神奇，变幻莫测。岩壁缝上生长着白桦树、青松
和西伯利亚云杉，雨过天晴，彩虹划天而过，景色十分壮观。
秋：妩媚婆娑的白桦林跟高大挺拔的松树并肩一起（当地称为“夫妻树”），护驾着生命之水潺潺向西，他们的忠贞
感动着每一个亲眼目睹他们风采的游人和当地牧民，那蒙在白桦树黑色眼睛上的红丝巾，就是当地哈萨克族牧
民为了美好爱情祈愿的见证。

五彩湾
春：五彩湾地貌起伏，奇峰怪石，千姿百态，或蜿蜓如巨蟒；或威武似雄狮；或典雅如仕女；或玲珑似宝塔；让人
扑朔迷离，应接不暇。
夏：适逢黄昏，登高远望，整个五彩湾被落日点燃，如火如炽，让你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秋：五彩湾不但风光雄奇，而且还是一座天然宝库，储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大量的黄金、珍珠、玛瑙、石英、铁、
铝、锌等 20 多种矿产

禾木：
春：空谷幽灵、小桥流水、牧马人在从林间扬尘而过……
夏：禾木村晨景是如此的安静，炊烟和朝霞在安详的小山村一起迎接日出…….
秋：万山红遍的醉人秋色，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胜似仙境…..

喀纳斯：

喀纳斯
春：观鱼亭应该说是喀纳斯景点中的又一极品，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亭子本身有多美，而在于它是惟一一个能驻足饱
览喀纳斯美景的最佳平台。
夏：7、8 月的喀纳斯脱去冰雪的外衣，展现出如婴儿般的稚嫩和新鲜的面容。乘一叶小舟漂在明澈透亮的喀纳斯湖
上，感受变幻多彩的湖光山色……
秋：水波轻雾笼，山色有无中。这浓浓的秋意，柔软而又亲切，如同一首专为都市人谱写的心灵小诗，让找到久违
的感动。

克拉玛依魔鬼城:
春： 乌尔禾魔鬼城在明媚的阳光下，一片灿烂辉煌，散发着大西北男性的美，阳刚的气质.
夏：世界魔鬼城夕阳的余晖正均匀地铺洒在这一大片大自然的神奇杰作上。眼前突兀此大片“建筑群”，心情已不
能用震惊来形容。
秋：每当大风到来，黄沙遮天，大风在风城里激荡回旋，凄厉呼啸，如同鬼哭狼嚎，令人毛骨竦 然，
“魔鬼城”因
此而得名。

赛里木湖：
春：黄昏的湖水呈灰褐色。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天边还泛着金黄，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山色很美，剪影分外美
丽。
夏：夏季，湖畔林茂涧清，草深花繁，辽阔的草原上，幕帐点点，炊烟袅袅，牛羊无数，骏马奔驰，构成了一幅粗
犷深远的牧场风景画
秋：赛里木湖水面坦荡，碧绿清澈，四周群山巍峨，幽林绣草。湖面黄鸭群集，水鸟啾鸣，天鹅掠水，鱼翔浅底，
充满盎然生机，四周漫山遍野层层叠叠的松柏苍翠墨绿，湖滨碧草繁花，毡房星点，马嘶羊咩，风景如诗如画。
湖周有乌孙墓、岩画、石刻分布。
]

果子沟
春：果子沟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宝库，以野果分布广阔而闻名，自春至秋香草馥郁，野花烂漫，艳丽多姿。
夏：果子沟沟内峰峦耸峙，松桦繁茂，果树丛生，鲜花竞放，涌泉飞瀑，气候凉爽，景色优美。
秋：果子沟景物丰富多彩，特别是夏末秋初时节，山上山下可以同时看到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

霍尔果斯口岸
春：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长、综合运量最大、自然环境最好、功能最为齐全的国家一类陆路公路口岸。
夏：霍尔果斯口岸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隋唐时，便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
秋：对方口岸为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距中方口岸仅 15 公里，距哈萨克斯坦雅尔肯特市（原名潘菲洛夫市）
35 公里，距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 378 公里。

那拉提大草原
春：山峦起伏，绿草如茵，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溪水的柔美；既有群山的的俊秀，又有松林如涛的气势。
夏：她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世人展示天山深处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
秋：那拉提风景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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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道桥国际大巴扎:

新疆国际大巴扎具有浓郁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在涵盖了建筑的功能性和时代感的基础上，

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集中体现了浓郁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八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泉源丰富”，位于中天山南麓，海拔约 2500 米，面积 22000 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草原，
仅次于内蒙古额尔多斯草原。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盛，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每当
盛夏来临，巴音布鲁克草原层峦叠翠，绿野无限，湖沼广布，牛羊遍野，一片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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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 纯美大北疆 喀纳斯 禾木村
赛里木湖 那拉提草原全景游
URC12M

餐食及酒店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早餐
飞机上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机场自理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牦牛肉风味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晚餐
中式合菜
新疆汤饭风味
冷水鱼风味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新疆扳面风味
哈萨克风味
烤全羊风味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中式合菜
飞机上

酒店
5*乌鲁木齐美丽华酒店或同级
4*富蕴酒店或同级
4*神湖大酒店或同级
4*鸿福生态园酒店或同级
4*紫金大酒店或同级
4*奎屯宾馆或同级
4*伊犁大酒店或同级
4*空中草原酒店或同级
3*白天鹅酒店或同级
5*康城建国酒店或同级
5*乌鲁木齐美丽华酒店或同级

第 1 天 新加坡北京(或广州，成都乌鲁木齐
宿：5*乌鲁木齐美丽华酒店或同级
集合于国际机场，搭乘豪华客机经北京转机至新疆省省会-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位于天山北
麓，环山带水，沃野广袤，世居在这儿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乌鲁木齐”，意为“优美的牧场”。 乌鲁木齐是世界上
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亚洲的地理中心，也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必经之路。维吾尔、汉、回、哈萨克
等民族和睦地生活在这里，创造出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众多的民族，不同的风俗，构成了乌鲁木齐的奇特风情。抵达
后随即前住宿酒店休息。

第 2 天 乌鲁木齐富蕴

460Km 8Hrs

宿：4*富蕴酒店或同级
【卡拉麦里保护区】成立于 1982 年 4 月，总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象征着死亡的荒漠，
外表看来一片沉寂，如果不走进它，全然不会发现，这里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是新疆有蹄类野生
动物主要活动区域。20 世纪 80 年代设立保护区以来，蒙古野驴、鹅喉羚等野生动物明显增多，普氏野马自 2001 年首次
放野以来逐渐适应野外生活，成为保护区的一道美丽风景。
【火烧山】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境内五彩湾景区。其面积有 10 平方千米，火烧山最大的特色在于众多和缓起伏的
小山均由砖红色和桔黄色岩石构成，色泽鲜艳，质地坚硬，相击锵然有声，音质清脆。整个丘陵区在阳光下通体泛红，
熠熠生辉，十分壮观，置身于此，可以想象几十万年前一片火海的壮观场景。放眼环顾，几乎见不到其它色彩。每逢晨
昏，在朝阳或晚霞映照下，仿佛仍在熊熊燃烧，因而得名。

第 3 天 富蕴布尔津

320km 5Hrs

宿：4*神湖大酒店或同级

【可可托海含区间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富蕴县城东北 48 公里的阿尔泰山间。额尔齐斯河刚好从镇中穿流而过，
便是镇名的来历。可可托海，哈萨克语的意思为“绿色的丛林”。蒙古语，意为“蓝色的河湾”。这里曾因矿产资源丰
富而举世闻名。在距可可托海镇 10 公里处有 1931 年 8 月 11 日地震遗留下的一条规模宏大的地震断裂带，它是世界上最
罕见、最完好的断裂带之一。

【额尔齐斯河大峡谷】自然风光；伊雷木湖湖水清澈透明，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是度假的好去处；独特的冬季冰雪资源，
有神钟山、大石门、小石门、温泉、神泉、仙人洞、奇山怪石等，也是寻找碧玺、海兰、水晶、雪莲、冬虫夏草等宝地。
【三号矿坑】被称为世界第四大露天矿的“三号矿脉”，含有钽铌、钾、硅等 84 种矿物，被中外专家称之为“天然矿物
陈列馆”。60 年代，从三号矿脉开出的矿石就占了我国还苏联外债的三分之一。“三号矿脉”经几十年的开挖，现已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地坑，好似一顶草帽，最深可达 200 余米。

第 4 天 布尔津禾木村喀纳斯 210km 3Hrs
宿：4*鸿福生态园酒店或同级
【禾木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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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3040 平方公里。这里的房子全是原木搭成的，充满了原始的味道。禾木村最出名的就是万山红遍的醉人秋色，
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胜似仙境。

第 5 天 喀那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船游三道湾、观鱼亭、图瓦人村落）
五彩滩哈巴河 210km 3hrs
宿：4*紫金大酒店或同级
【喀纳斯湖】是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北部一著名淡水湖，面积 45.75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120 米，最深处达到
188.5 米，蓄水量达 53.8 亿立方米。外形呈月牙，被推测为古冰川强烈运动阻塞山谷积水而成。喀纳斯湖湖中传说有湖
怪“大红鱼”出没，据称身长可达到 10 米，有科学家推测为大型淡水食肉鱼类哲罗鲑，未得到实际观测支持。喀纳斯湖
风景优美，四周林木茂盛，主要居民为图瓦人，为中国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令游人们不禁啧啧赞叹。有众多的游客和科
学考察人员从山顶亲眼观察到巨型大鱼，长达数十米的黑色物体在湖中慢游，一时间把湖怪传得沸沸扬扬，又为喀纳斯
湖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在通往喀纳斯湖区的途中，必经卧龙湾和月亮湾。这是无数摄影家和画家流连忘返的
风景，它们都是景区中的经典风景。【乘坐游船】由水路亲密感受喀那斯湖神秘感。
【观鱼亭含区间车】，清晨登上山顶观赏日出景色，可见喀纳斯上空云海翻腾，雾涛升空，有时可看见如同峨眉山云海
佛光那样的奇观。充沛的降水，凉爽的气候，使喀纳斯湖区常常笼罩在朦胧雾雹之中，而高出云雾顶部的山峰，则成了
观看佛光的理想地方。在 8 月份，每当雨后的清晨，喀纳斯山区谷地往往会被浓厚的云雾遮盖，只露出一座座 2000 米以
上的峰顶。这时，若登上“一览亭”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头顶碧蓝的晴空中，斜挂着一轮巨大的朝日，远近雪峰，在朝
阳下反射出红红的光芒。脚下的白色云海，浪涛般地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块一平如镜的蓝色湖面，时而又露出一片
片绿色的林海。
【五彩河滩】由流水侵蚀切割与风蚀作用共同形成。在阶地斜坡上沟壑纵横，沟谷与小土梁相间发育，间宽 5—10 米，
土梁高一般为 5—15 米，最大高度约 25 米，高低错落，分布面积 3 平方公里左右。这里地处干旱多风地带，由于河岸岩
层间抗风化能力的强弱程度不一，形成参差不齐的轮廓，岩层以红色、土红色、浅黄和浅绿色砂岩、泥岩及砂砾岩组成，
岩石色泽各异，五彩缤纷，是典型的雅丹地貌。

第 6 天 哈巴河魔鬼城独山子（或奎屯）
宿：4*奎屯宾馆或同级

500km 6hrs

【魔鬼城】又称乌尔禾风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乌尔禾矿区，西南距克拉玛依市
100 公里。有一处独特的风蚀地貌，形状怪异、当地人蒙古人将此城称为“苏鲁木哈克”，维吾尔人称为“沙依坦克尔西”，
意为魔鬼城。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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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丹地貌以罗布泊附近的
雅丹地区而得名。乘坐【小火车】游览魔鬼城全貌
【百里油田】在 217 国道上，放眼望去，茫茫的戈壁滩上油井林立,怎么都看不到尽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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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采油机，橙黄色，远远望去，十分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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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天 独山子或奎屯塞里木湖伊宁（途经果子沟、霍尔果斯口岸）500km 6hrs
宿：4*伊犁大酒店或同级
【赛里木湖】以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享誉古今中外。赛里木湖湖面海拔 2073 米，水深 85 公尺，东西长约 30 公里，南北
宽约 25 公里，周长 90 公里，水域面积 455-460 平方公里，呈椭圆形，最大水深 92 米，蓄水总量 210 亿立方米，是新疆
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赛里木湖湖滨水草丰富，为优良牧场。每年冬季，这里雪涌水凝，略呈椭圆形的湖面
镶在冰山雪原之中，宛若洁白松软的丝绵上搁置着一块碧绿的翡翠。到了夏季，湖畔林茂涧清，草茂花繁，辽阔的草原
上，炊烟袅袅，牛羊成群，牧马奔驰。
【果子沟】的另一个名字是“塔勒奇达坂”，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河谷的著名峡谷孔道，全长 28 千米。1218
年成吉思汗西征，命次子察合台台率军，凿石理道，刊木为桥，始成车道。该沟古为我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路北新道

的咽喉，有“铁关”之称。她被誉为“伊犁第一景”，古人赋诗赞其“山水之奇，媲于桂林，崖石之怪，胜于雁岩”；
她被众多旅游者称为春夏时节新疆西线最美丽的山谷。
【霍尔果斯口岸】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隋唐时，便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新中国成立后，霍尔果斯口
岸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苏贸易的西部最大口岸。1983 年，国际形势好转起来，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热潮，
沉寂了近 20 年的霍尔果斯口岸又恢复了生机。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近年来，通过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的商品种类
和数量急剧增加，口岸年进出境人数、过货量逐年增加。

第 8 天 伊宁那拉提（那拉提草原风光） 150km 2hrs
宿：4*空中草原酒店或同级
【伊帕尔汗熏衣草观光基地】伊犁是我国的熏衣草之乡，与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的北海道齐名为世界级的熏衣草种植
基地。伊帕尔汗公司是一个以熏衣草为主,以薄荷、罗马甘菊、玫瑰和迷迭香等为辅的香料开发企业，有熏衣草种植基地
2.2 万亩。每年的熏衣草原油生产和储备量可达８０吨，熏衣草干花 200 吨。
【那拉提草原含空中草原区间车】那拉提草原地处南北疆交通要道上，西接新源县城东面沿着古道接巴伦台的公路。另
外，横贯天山的独山子─库车公路也是经由那拉提草原连接的。那拉提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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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山峰、深峡、森林交相辉映。这里生长着茂盛的细茎鸢尾群系山地草甸。6—9 月，野
花开遍山岗，红、黄、蓝、紫五颜六色，将草原点缀得绚丽多姿。

第 9 天 那拉提八音布鲁克
宿:3*白天鹅酒店或同级

150km 2hrs

【巴音布鲁克草原含区间车】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 2600 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巴音布鲁
克草原，蒙古语意为“泉源丰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 2500 米，面积约 2.3 万平
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东西长 270 公里，南北宽 136 公里，
四周山体海拔在 3000 米以上。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 9 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
【天鹅自然保护区含骑马往返】此地每年春天都有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南方飞到这里栖息繁衍，因而得名「天鹅湖」
。
此地湖水清澈，雪山掩映其中，除了天鹅外，这里还有七十多种鸟类在此生存，这里是全国天鹅最多的地方，己成为中
国唯一、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
【九曲十八湾电瓶车往返】巴音布鲁克草原最著名的风景之一就是“九曲十八弯”，它是开都河的发源地，全场 516 公里
的开都河弯道多达 1142 处，其九曲十八弯的迷人身姿常常成为旅游者难忘的记忆

第 10 天 八音布鲁克库尔勒
宿:5*康城建国酒店或同级

420km 6hrs

【天山山脉风光】天山是亚洲中部（主要在中国新疆）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伸入哈萨克斯坦。古
名白山，又名雪山，冬夏有雪故名。
【库尔勒】香梨的故乡，很多人没到过新疆，没到过库尔勒，但都知道闻名遐迩的库尔勒香梨。库尔勒綠洲，是全国著
名的库尔勒香梨产地。香梨因汁多香甜而闻名全世界。
【铁门关】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古代关隘－铁门关，位于库尔勒市北郊 8 公里处。扼孔雀河上游长达 14 公里的陡
峭峡谷的出口，曾是南北疆交通的天险要冲，古代「丝绸之路」中道的咽喉，晋代在此设关，因其险固，故称铁门关，
列为中国古代二十六名关之一。
【孔雀河夜景】亦称饮马河，传说东汉班超曾饮马于此，故称。孔雀河横穿库尔勒市区，把库尔勒市分成两部分。

第 11 天 库尔勒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宿: 5*乌鲁木齐美丽华酒店或同级
【博斯腾湖金沙滩风景区含游船】博斯腾湖古称“西海”，唐谓“鱼海”，清代中期定名为博斯腾湖，位于焉耆盆地东南
面博湖县境内，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博斯腾为蒙古语，意为站立。因三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而得名。湖面海
拨 1048 米，东西长 55 公里，南北宽 25 公里，略呈三角形，大湖面积 988 平方公里。大湖西南部分布有大小不等的数十
个小湖区。总面积 1228 平方公里的博斯腾湖与雪山、湖光、绿州、沙漠、奇禽、异兽同生共荣，互相映衬，组成丰富多
彩的风景画卷。大湖水域辽阔，烟波浩淼，天水一色，被誉为沙漠瀚海中的一颗明珠。小湖区，苇翠荷香，曲径邃深，
被誉为“世外桃园”。
【达阪城风力发电站】在通往丝路重镇达阪城的道路两旁，上百台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迎风飞旋，与蓝天、白云相衬，
在博格达峰清奇峻秀的背景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风车大世界。这里就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风能
基地——新疆达阪城风力发电厂。
【新疆国际大巴扎】新疆国际大巴扎是新疆商业与旅游繁荣的象征，也是乌鲁木齐作为少数民族城市的景观建筑，又是
一坐标志性建筑。以传统磨砖对缝与现代饰面工艺相结合的处理手法，不作舞台布景式的建筑语言堆砌，体现空间和光

影的变化，在涵盖了现代建筑的功能性和时代感的基础上，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商业繁华，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
化对中亚及中东地区的辐射极具亲和力。

第 12 天

乌鲁木齐北京（或成都，广州）新加坡

早餐后，您可享受自由购物的时光。随后前往机场搭乘机前往新加坡。

**報價包含
1， 全程经济舱机票(行程所列航班时刻请做参考，以起飞前航空公司最后的确认为准),团费，
2， 全程酒店住宿：除了发达城市可安排 4-5 星级酒店外，小城市安排为 3 星级酒店或当地最好酒店.
3， 行程所列餐食，景区门票，全程優秀導遊服務,空調旅遊巴士.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報價不含：
1) 申请中国签证费用，个人旅游保险，个人消费,机场税,
2) 中国导游和司机的小费和行李费新币 SGD7/Pax/Day,行李费。
3) 领队小费 SGD3/Pax/Day

** 精心安排赠送小礼物：维族花帽 ，葡萄干

温馨提示：
 因新疆地区地处偏远，餐食、住宿条件有限，路途艰辛遙远，需于途中簡单餐館用午餐，与城市相
比用餐条件差，旅客須有心理准备。但美丽的风光、绝对值回票价。(底片.记忆卡請准备多多).
 原定參考行程饭店、航班，如遇飞机、气候或其他非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有权保留行程之变
更，使团体順利為原則，有调整和更換同級旅館之权利。
 行程顺序将根据当地天气交通等做出调整，请以最后的确认为准。
 行程進行中如客人放弃行程、飯店住宿，餐食、车資、门票、恕不退换。
 团体行程進行中.請各位貴宾勿自行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