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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Road No Shopping 7 Days行程特點

抵達蘭州 Arrive in  Lanzhou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3 月 :19 日，26 日
4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 
5 月 :7 日，14 日，21 日，28 日
6 月 :11 日，25 日
7 月 :9 日
8 月 :6 日
9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
10 月 :10 日，15 日，22 日，29 日
11 月 :5 日，19 日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蘭州後導遊接機送往酒店休息。
Visit：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 宿：蘭 州 飛 天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Legend hotel of lanzhou or 
equivalent

敦煌 / 吐魯番 Dunhuang/Turpan(B/L/D)4
敦煌歷經了漢風唐雨的洗禮，文化燦爛，古跡遍佈。早餐後自由活動探
索敦煌，或可自費參加推薦節目 : 參觀“ 古典藝術寶庫 ”---【莫高窟】（當
地推薦自費，自選參加，在具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保留完善的五百個
洞窯裏，珍藏著數不清的珍貴彩塑和壁畫，雄奇壯麗 )，午餐後參觀【紅
柳林】。隨後搭乘高速動車前往吐魯番，牛羊成群，吐魯番還是著名的葡
萄、甜瓜的盛產地。
Visit the Mogao Caves(Recommended Option),Red Willow.
住宿：吐魯番麥西萊普酒店或同級酒店 Maxrap Le Grand large hotel  
or equivalent

吐魯番/烏魯木齊 Turpan/Urumchi(B/L/D)5
早餐後參觀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拍攝地【火焰山】（自費專
案）。隨後參觀【交河故城遺址】（自費專案）。午餐後參觀【坎兒井】（自費
專案），坎兒井與萬裡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接著
參觀【葡萄園】，並拜訪當地維吾爾族居民家庭。
Visit: Flaming Hill(Compulsory programs*), Ruins of Jiaohe City

烏魯木齊 Urumchi(B)6
早餐後全天自由活動探索烏魯木齊。或可自費參加推薦節目 : 天山，天池，國際巴紮
一日遊含午餐 ( 當地推薦自費，自選參加：前往【天山】，觀賞天山牧場，之後前往“ 人
間仙境 ”的【天池】天池景區是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的

“ 柏格達峰人與生物圈 ”國際保護區。午餐後參觀新疆自治區博物館和當地最大的
集市 ---【國際巴紮】)。
Visit : Heavenly Lake and(Recommended Option) Erdaoqiao International 
Grand Bazaar(Recommended Option).
住宿：烏魯木齊海德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Cinda hoitak hotel  or equivalent

烏魯木齊/送機 Departure from Urumchi (B)7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蘭州/張掖/嘉峪關 Lanzhou/Zhangye/Jiayuguan(B/L/D)2
早餐後搭乘高速動車前往張掖，張掖地處河西走廊中段，是絲綢之路甘
州重鎮，河西四郡之一，取“ 斷匈奴之臂，張中華之掖（腋）”之意。抵達
後遊覽【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自費專案），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
評為中國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隨後搭乘高速動車前往嘉峪關，素
有“ 中外钜防 ”、“ 河西第一隘口 ”之稱。
Visit：Zhangye Danxia national geological park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嘉峪關賓館或同級酒店 Jiayuguan hotel or equivalent

嘉峪關/敦煌 Jiayuguan/Dunhuang(B/L/D)3
早餐後自由活動探索【嘉峪關】，或可自費參加推薦節目 : 嘉峪關半日
遊（嘉峪關城樓，懸臂長城：當地推薦自費，自選參加：前往嘉峪關，參
觀萬裡長城的最西端 --- 嘉峪關城樓，嘉峪關是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地勢險要，肅穆淒涼，號稱“ 天下第一關 ”。之後參觀懸臂長城，懸臂長
城因築在山坡上，直上直下而得名。）。午餐後遊覽被稱為天下沙漠第一
泉的【月牙泉、鳴沙山】景區。
Visit:Jiayuguan,The Jiayuguan tower of Jiayuguan(Recommend-
ed Option),Overhanging Great Wall.(Recommended Option) , 
visit the Echoing Sand Mountains and Crescent Moon Lake
住宿：敦煌太陽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Grand sun hotel Dunhuang or 
equivalent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火焰山，
坎兒井,交河故城遺址。USD 290/人(成人與小童同價）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當地自費參加）：A嘉峪關
城樓+懸臂長城USD80/人 B莫高窟 USD100/人 C 天山
天池，國際巴紮一日遊含午餐USD100  D 敦煌飞天歌
舞USD40 E 新疆国际大巴扎歌舞USD45

2020

接機時間：蘭州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烏魯木齊機場全天免費送
機，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送機。

絲綢之路
傳奇东方高铁7日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純玩無壓力，輕鬆自在享受旅遊樂趣  ★古絲路 , 新玩法 , 豪華動力火車輕鬆行  ★嘉峪關  ★敦煌  ★張掖七彩丹霞  ★
吐魯番  ★天山天池  ★特色美食： 烏魯木齊大盤雞風味 ; 吐魯番烤全肉風味 ; 敦煌雪山駝掌風味 ; 嘉峪關氣鍋雞風味 ; 張
掖甘州排骨風味 ; 蘭州牛肉拉麵風味

(Compulsory programs*), Karez Well(Compulsory programs*), Local Family 
Visit,Grape Garden
住宿：烏魯木齊海德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Cinda hoitak hotel  or equivalent

599

199

599

450

118

USD290

USD70

USD30

CAD

599C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