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絲綢之路．天空之鏡【茶卡鹽湖】純玩
深度遊

TOUR CODE:   MSILC

• 創新行程．專業推介暢遊兩大景點【青海湖(乘船遊)、天空之鏡(茶卡鹽湖)】
• 暢遊祁連卓爾山風景區、中國最美的七大丹霞【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國家公園】
• 六大世界遺產【鳴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特窟)、高昌古城、坎兒井、天山天池】
• 旅遊巴安排一人兩座位，旅遊巴提供無線Wifi上網(景區交通除外，WIFI網絡穩定程度
視乎當地電訊供應商而定)

• 包各貴賓新疆精緻紀念品:維吾爾民族小飾物、新疆地圖、品嘗新疆特色乾果
• 全程不設購物店舖、全程不設日間自費加遊行程、全包景點入場門票、
• 每人每天兩瓶礦泉水、品嚐新疆地道風味餐、全程午晚餐包酒水(自助餐除外)

行程特點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5-69歲勁減HK$3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70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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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香港西寧(經北京或成都或上海轉機)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客機飛往西寧，

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 西寧【國際品牌5星】新華聯索菲特酒店
或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Day 5．
張掖 ~ 中國最美的七大丹霞【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國
家公園】(包乘景區區間車) ~ 嘉峪關(車程約3小時) 

~ 嘉峪關城樓(包乘景區電瓶車) ~ 長城博物館

丹霞
地質公園

是中國丹霞地貌發育最大最好、地貌造
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當選為"中國最美的
七大丹霞"之—。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汽鍋雞風味

住宿: 嘉峪關【4星標準】廣場假日酒店或
開通酒店或維也納國際酒店或同級

Day 4．
祁連 ~ 卓爾山風景區 (包乘景區區間車) ~

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阿柔大寺】~ *7月份出發團隊
特別增遊【扁都口觀景台】觀賞油菜花田 ~ 

張掖(車程約5小時) ~ 大佛寺
*觀賞油菜花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卓爾山

卓爾山是祁連山的一條支脈，呈現丘陵
狀的草原風光，而其本身地貌又屬於丹
霞地貌，山體裸露的地方都是赤紅的砂
岩與碧綠的草原層疊交錯非常漂亮。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第一排風味

住宿: 張掖【4星標準】禦景國際酒店或
綠洲假日酒店或同級

Day 3．
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包乘單程小火車) ~

祁連(車程約5小時)

茶卡
鹽湖

是一座3000多年的鹽場，湖水含鹽量很
大，會自然結晶成為一片白色的湖面，
將天空、雲朵和對岸的山都倒映在湖裡
非常漂亮。遊客還可以赤腳走到湖面上
觀看和拍攝自己的倒影，好像天空之境。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牛蹄筋風味

住宿:

祁連【4星標準】五礦國貿飯店或
祁連賓館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及酒店餐食及服
務水準較低。

Day 2．
西寧 ~ 青海湖二郎劍景區

(海拔約3260米，車程約3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及
乘船遊，*6月底-8月初可觀賞油菜花美景) ~ 茶卡

*觀賞油菜花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青海湖
是中國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國最大的鹹
水湖、內流湖，面積4236.6平方公里，
環湖周長360多公里。

膳食: 早：酒店 ︳午：中式合菜︳
晚：犛牛風味

住宿:

茶卡【4星標準】
雲鵬陽光假日酒店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酒店餐食及服務
水平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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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嘉峪關 ~ 紫軒葡萄酒廠(包品嚐紅酒) ~ 

敦煌(車程約5小時) ~ 
世界文化遺產【鳴沙山(包防沙口罩及防沙鞋套)、
月牙泉(包乘景區往返電瓶車)】~  沙州夜市 ~ 

又見敦煌歌舞秀(自費)

嗚沙山
月牙泉

古稱沙井自漢朝起即為"敦煌八景"之一，
得名"月泉曉澈"。月牙泉南北長近100米，
東西寬約25米，泉水東深西淺，最深處
約5米，彎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
漠第一泉"之稱。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雪山駝掌

住宿:
敦煌【5星標準】

富麗華大酒店或華夏國際酒店或
萬盛國際酒店或絲路怡苑酒店或同級 Day 7．

敦煌 ~ 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
(包環幕電影3D立體數字洞窟及乘景區區間車，

*重本安排參觀其中一個特窟)】~ 敦煌(柳園南) ~
吐魯番(乘坐蘭新高鐵和諧號動車，車程約3小時)

*如遇景區特窟維修或暫停開放，將退回門票RMB200。

莫高窟

俗稱千佛洞，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
於世。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
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
元等歷代的興建。現有洞窟735個是世
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新疆烤全羊

住宿: 吐魯番【4星標準】友誼峰假日酒店或
雙城賓館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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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烏魯木齊 ~ 天山天池

(重本安排包乘景區環保車、電瓶車及乘船遊天池) ~
新疆博物館(逢週一閉館，行程取消) ~ 國際大巴紮

天山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
道形成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碧透，四
周群山環抱，青巒拔翠，幽谷深壑，湖
濱緑草如茵，有雲杉、塔松，以及雪蓮、
雪雞等野生動植物。

膳食:
早：酒店︳午：雪蓮燉土雞｜

晚：清真風味
(可自費提升國際大巴紮歌舞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
或烏魯木齊喜來登酒店或

2016年全新開業烏魯木齊萬達文華酒店

Day 10．

烏魯木齊香港(經北京或成都或重慶或上海轉機)
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客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酒店餐盒︳午：---︳晚：---

注意事項：
•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
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
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
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
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
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
客人必須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 賞花行程屬自然景觀，如因天氣情況影響觀賞效果本社不作任何
補償。

•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
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
回門票差價，如景區更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中國長線(絲路)自費節目收費表:

地區 項目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成行人數 交通時間 遊覽時間 客人不參加之安排

敦煌 又見敦煌
歌舞秀 298 RMB (大小同價) 8人或以上 30-40分鐘 約90分鐘 於酒店休息

各城市 足浴按摩 180RMB (大小同價) 8人或以上 30-40分鐘 約60分鐘 於酒店休息

烏魯木齊
提升享用

國際大巴紮歌舞+
自助餐

原價300RMB
(大小同價)

提升團餐補差價
240RMB (大小同價)

8人或以上 30-40分鐘 約90分鐘 享用團體餐

**以上自費節目，會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節目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Day 8．
吐魯番 ~ 火焰山 ~ 

蘇公塔(7月起出發團隊改往參觀葡萄溝) ~ 
維吾爾族家訪 ~ 世界文化遺產【高昌古城】

(包乘景區電瓶車) ~ 世界文化遺產【坎兒井】~
風力發電站(途經) ~ 烏魯木齊(車程約3小時)

高昌古城

維吾爾語稱亦都護城，即王城之意，曾
是高昌王國的都城，高昌古城規模宏大，
十分壯觀。總面積200萬平方米是古代
西域留存至今最大的故城遺址。

膳食: 早：酒店｜午：大盤雞風味｜
晚：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或

烏魯木齊喜來登酒店或
2016年全新開業烏魯木齊萬達文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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