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贵德梨花、互助双飞 5 日游

【独家爆款】：贯穿青海，覆盖青海 5 大知名景点一网打尽；

【线路特色】：惠州直飞航班、黄金时刻整点航班；景点丰富，住宿精品四星，升级一晚五星；

【特别赠送】：赠送青海地道美食---牦牛肉火锅；赠送塔尔寺内导讲解；赠送航空意外险

广东独立成团，全程纯玩 0 自费，一价全含！

【青海湖】：中国最美湖泊之首，青藏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茶卡盐湖】：中国最美的天空之境”被称青海四大美景，有着“人一生必去的 55 个地方”之一；

【塔尔寺】：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西北地区佛教圣地，青海省的旅游名片；

【贵德阿什贡丹霞】：被誉为“高原小江南”，梨花节看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感“千树万树梨花开”

第一天：惠州 兰州

【交通】飞机 惠州-兰州（惠州-兰州 9H8483 12：00-15:05）

【用餐】早：× 午：× 晚： × 【住宿】兰州

【行程】于指定时间集合于机场乘搭预订航班前往兰州。导游接机送市区，（接站电话/车号/宾馆地址会提前一天

发送至游客朋友手机，请保持手机畅通哦）；

抵达后办理入住，后自由活动，晚可自行去兰州会宁路市场品尝兰州特色小吃，也自行可去听段兰州方言相声，让

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天数 目的地 交通方式 用餐 住宿酒店

第一天 惠州～兰州 飞机 无 兰州蓝莓精品或同级

第二天 贵德阿什贡丹霞～塔尔寺~西宁 汽车 早中 西宁合和酒店或同级

第三天 西宁~茶卡盐湖 汽车 早中晚 青海湖格桑梅朵同级

第四天 青海湖~互助土族园 汽车 早中 西宁自然里酒店或同级

第五天 西宁~兰州（飞机）惠州 汽车+飞机 早中 温馨的家



【温馨提示】1.在保证不影响行程原标准及游览景点情况下，旅行社根据航空公司实际出票的航班时间及港口调整

行程体游览顺序将根据实际航班作合理调整，请您知晓。

第二天：兰州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 塔尔寺

【交通】汽车 【用餐】早：√ 午：√ 晚：× 【住宿】西宁

【行程】早餐后，前往【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貌】（游览约 2h）形成于 1 亿 2 千万年前，峡谷地处黄河北岸，两侧山

峦夹峙，高耸入云，红的火红，青的靛青。西部特有的荒凉和壮美，连同七彩的山峦一定会冲击你的视觉。穿过一

个个丘陵，色彩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不一样，移动中，丹霞地貌在阳光直射下和山丘遮掩的阴影下，呈现出变幻的色

彩。山崖经亿万年的风沙侵蚀，形状各异，有的似老人久经风霜；有的似取经路上的唐僧师徒；还有多种动物造型，

各种形状鬼斧神工、浑然天成、惟妙惟肖、耐人寻味。

后乘车前往游览【塔尔寺】（参观约 2 小时，含大门门票，自理区间车 20 元/人），塔尔寺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西南 25 公里处的湟中县城鲁沙尔镇。塔尔寺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

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另外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

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佛事活动“四大法会”，更是热闹非凡。

【温馨提示】

青海地区相比内地条件较为艰苦，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景点之间车程较长，请游客在来西北旅游时注意休息调配好

时间，以充足的体力参加旅游活动，注意保暖，以免生病感冒。中餐为景区用餐，由于气候、条件等原因，用餐环

境菜品均无法和市区相比，可自备小吃和零食哦！

第三天：西宁 茶卡盐湖 青海湖

【交通】汽车



【用餐】早：√ 午：√ 晚：√ 【住宿】青海湖

【行程】早餐后乘车前往茶卡盐湖，途经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风水岭—日月山，及传说为文成公主的眼泪汇聚而成

的倒淌河。乘车前往游览【茶卡盐湖】（游览约 2h）这里被称为“中国天空之境”，是中国版的“乌尤尼盐湖”，

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人生必去的 55 个地方之一，这里是盐的世界，湖面在白色盐晶体之上湖平如镜置

身其中感觉天空和云朵触手可及，湖面倒映着天空亦梦亦幻，当您身处其中真的会被深深的融化。行走在茶卡盐湖，

感受天空之境的魅力，漫步在冰雪般的盐湖上这是多么奢侈的行走，白色的盐花，美丽清净的灵魂，您也可选择乘

坐小火车深度游盐湖，感受魅力盐湖。晚上入住青海湖。

【温馨提示】

1、这天车程较远，需提前出发，所以要求起早时间稍早。

2、茶卡盐湖地区海拔约 3000 米，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以免产生高原反应。

3、游玩茶卡盐湖前可以准备好一些湿纸巾，当裸露的皮肤沾上盐粒或者盐水后要用淡水清洗或用纸巾擦掉，时间稍

长，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损伤。

第四天：青海湖景区 西宁

【交通】汽车 【用餐】：早：√ 午：√ 晚：× 【住宿】：西宁

【行程】早餐后，游览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含大门票，游览约 3 小时，不含区间车如需

自理 20 元/人），是国家 5A 级自然景区，也是我国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又名“库库淖尔”，即蒙语“青色的

海”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大的咸水湖。2006 年 10 月 25

日，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为“中国美的五大湖”之一。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就像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

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高山、草原间，构成了一幅群山、湖水、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乘车前往参观 5A 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风情园】（参观约 2 小时）感受土族风情，互助土族故土园旅游区

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另外，这

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这个古老的民族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些独

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2017 年，互助土族故土园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 AAAAA

级旅游区

【温馨提示】

1、青海地区相比内地条件较为艰苦，这一路只有简陋的旱厕，请出发前早做准备。平均海拔会达到 3100-3300 米

左右，身体状况正常的内地人一般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但万一出现高原反应的话，请及时与导游联系沟通。初上高

原切勿剧烈运动，不要暴饮暴食，请勿过量饮酒。注意保暖，以免生病感冒。



2、乘车时间较长，请您保持耐心，沿途可以观看车外风景。

第五天：西宁 兰州 惠州

【交通】汽车 +飞机 兰州-惠州（惠州-兰州 9H8484 16：05-19:25）

【用餐】：早：√ 午：√ 晚：× 【住宿】：温馨的家

【行程】早上睡到自然醒，酒店自助餐，后乘车前往兰州机场后根据航班时间搭乘返回惠州，结束愉快的大西北之

旅！

北

************************全程结束，祝您旅途愉快！*******************
此行程是参考行程,我社根据航空公司的出票时间调整行程和港口,但不影响原标准及游览景点.具体的行程游览顺序

将根据航班安排的首未站城市最终确定，并且以我社出发前给予的行程为准

团费包含

交通 惠州兰州往返机票（含机场建设税）

用车 全程旅游大巴车，每人一正座，部分车程较远，请您保持耐心，沿途可欣赏车外风光。

住宿
1 晚五星标准、3 晚精品四星酒店，未挂星。 儿童不占床，如需占床请补交单房；不

占床，含餐。备注：在遇到政府征用，旺季房满的情况下，旅行社不得不选用同等级

的其他酒店，敬请谅解！

用餐 全程含 4 早 5 正，正餐 30 元人，8 菜 1 汤，10 人一桌。餐费不用，不退餐费

门票

包含：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塔尔寺+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貌+茶卡盐湖+互助土族风情园

（以上门票均为首道门票，不含区间、园中园门票）。学生证、老年证等相关证件产

生门票优惠，由当地地接导游退还至客人。儿童收费不含门票，如产生，请家长在景

区自行购买。景点所含的门票不用不退。

购物 全程 0 购物店，真纯玩（备注: 景区、餐厅商场不属于旅行社购物店）

导游 全程当地优秀导游讲解

保险
包含：旅行社责任险

不含：景区内个人消费等及出发地机场往返交通

提示：请各组团社必需在客人前往旅游时为客人提前购买旅游意外险



小孩收费
2-12 周岁（1.4 米以下儿童含机票、正餐全餐、车位费、导服；不占床不含早餐，不含门票。

1.5 米以上儿童需按成人操作，门票有产生优惠现退）；

团费不含

1、景区小交通费用和行程中注明需要另付的景区自费项目。当地导游会向游客介绍本地特色的

行程以外的项目，您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参加。

2、单房差：全程入住相应指定酒店双人标间，西北酒店多无三人间，如无人拼房，需补单房差；

3、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

外费用；

4、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参团须知

1、游客从事爬山（长城）、滑雪、骑马、漂流、游泳、攀岩等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活动和自由活

动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自主决定，老人和孩子应有家人陪同不能单独活动；游客在

活动期间不遵守规定、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的行为或者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责任自负，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2、途中可能对行程先后顺序作出调整，但不影响原定标准及游览景点；如遇旅行社不可控制因

素（如塌方、塞车、天气、航班延误车辆故障等原因）造成行程延误或不能完成景点游览，本

社负责协助解决或退还门票款，由此产生的费用自理，本社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游

览顺序调整提示）

3、团费包含每人每天一张床位，行程中团队住宿如出现单男单女时，团友应听从及配合导游安

排住房，或在当地补足单房差。

4、出团时请务必带上有效身份证件，请自备防晒用品，晕车药，常用的药品(预防感冒,腹泻等

疾病)等；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以免丢失，请不要在车内吸烟、吐痰或丢弃垃圾；旅途中不要过

量饮酒，自由活动时，请结伴出行，不要走的过远，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有财物丢失，

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5、为防范风险，减少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意外事件给游客带来的损失，建议每位游客都要购

买旅游意外险。

6、请您认真填写意见单，希望通过您的意见单我们更好地监督当地的接待质量，您的意见单也

将是行程中发生投诉的处理依据！

7、行程中景区配套娱乐设施及项目有明码标价，请游客自愿选择；如游客要求，地接社方可提

供消费项目介绍，旅游者自愿参加消费，旅游者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另行消费项目，

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地接社对旅游者自愿消费项目不承担责任。

8、团队用餐中涉及加餐及自行点餐请游客按菜单上自己认可并可以接受的价格点菜、自行付费。

9、为保证计划行程顺利完成，请遵守团队作息时间，积极配合导游工作，在景区内请听从导游

安排，跟随导游游览时，注意脚下安全，请不要到“旅游者止步”区域游览。

10、请避免离团活动，如确有需要，请提前与导游签定离团证明，并在约定时间内准时归队。

非本社组织安排的游览活动，旅游者自行承担风险。由此发生的损失及纠纷，由旅游者自行承

担和解决，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11、因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及道路拥堵造成的行程更改

或减少，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可控范围之内协助解决相关事宜。

12、建议客人出游前购买旅游意外保险；

13、请游客在报名时，准确登记姓名及身份证等号码（小孩出生年月），并在出游时携带有效

登机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护照、回乡证等），在办理登机及入住酒店时需提供；如因个人

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出行，责任自负；

14、此线路不接受孕妇、患有传染病等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客人,70 岁以上（含



70 岁）的游客报名，组团社必须提供与客人签订的《免责协议书》及客人的健康证明。如有隐

瞒自身健康状况而产生意外或导致其他损失，地接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费项目

参团合同补充协议

尊敬的贵宾客户： 女士/先生：

您好！欢迎您选择 旅游产品，很高兴能为您竭诚服务，请您在选择产品时，认真、仔细确

认相关行程标准、产品名称。为保证操作的严谨性、准确性，为了您的旅途愉快以及维护您的

合法权益，且不给您带来不必要麻烦及损失，同时为了保证您在旅途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我们将您所参加游览行程涉及到的景区景点内的自费、自理项目等情况为您做一个详细告知。

1、自费（另付费）项目告知：

自费项目为提前告知您，属自愿、自费并提前知晓的活动项目，当地导游及旅行社不会强买、

强卖更不会强迫消费，这是您的自由，也是您的合法权益

（1）旅行社根据本团旅游者实际需要，推荐安排娱乐项目，但绝对是在自愿的前提下。

（2）《补充协议》中如达到对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

以安排。如因行程安排、天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如果全体客人一致要求参加非表格内的自费项目，必须全团客人签署自愿同意书后，导游

方可安排；

（4）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表

格上勾选后书面签字确认。一旦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文件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

您的权益；

（5）请您在选择自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

生后旅游者取消的，将无法退还您费用。

2、附则：

此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作为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旅

游者对此安排无任何异议。

3、声明：

本人为年满 18 周岁公民，具有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对以上内容组团社

已详细说明），本人自愿在自由活动期间，跟随导游前往上述自费旅游景点以及购物店，对于

所有上述自费旅游项目的详细情况以及有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均已了解，其余详尽事宜，已在

上述说明中阐述，本人完全明白，对此毫无异议。（请出行的每位游客均签字）

旅游者本人（盖章或者签字）： 组团社旅行社（盖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