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西藏 / 尼泊尔 10 天圆梦品质之旅
线路：拉萨入境 － 羊卓雍湖 － 江孜 － 日喀则 － 定日 － 珠峰大本营 － 基隆 － 加德满都 － 那加阔特
－ 加德满都出境（团号：ＨＴＮ）

月份

行程亮点：
穿越喜马拉雅，无限风光，沧桑魅力，一生一世，圆梦之旅
喜马拉雅：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在中国和尼泊尔境内是它的主干部分，主峰珠穆朗玛
峰海拔 ８８４８．４３ 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脉 ，藏语意为“雪的故乡”。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就耸立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也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在众多河流的侵蚀和
切割下，形成众多深达数千米的峡谷通道，成为西藏和周边地区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捷径。
峰顶终年积雪 ， 远望冰川悬垂，银峰高耸，一派圣洁景象。
雪域圣殿·布达拉宫：世界屋脊明珠，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珍存着世上独一无二的雪域文
化遗产。
建筑典范·大昭寺： “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 ，西藏第一座寺庙，殿宇雄伟，庄严绚丽。
后藏圣地·扎什伦布寺：喜马拉雅山麓的片石铺就的路面，千佛凿像装饰的围墙，构筑起历代
班禅驻锡之地！
转经圣路·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一条街道，藏人心中的圣路，时至今日仍然保留了拉萨古城
的原有风貌！
财 神 庙·扎基寺：西藏唯一的财神庙，寺庙虽小，但香火十分旺盛！
西藏圣湖·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天鹅池”，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湖水灵动婉约，
动人心魄！
观景胜地·纳加阔特：以壮美的喜马拉雅雪山日出、日落而闻名，是著名的喜马拉雅观景台。
在这里观赏喜玛拉雅雪山全景，喜马拉雅雪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晚上在酒店一边品尝
红酒和咖啡，一边观赏喜玛拉雅雪山全景和日落，能想象有多么的惬意！
购物天堂·泰美尔街：加德满都的一条购物街，是探索这个古老的山地国家的大本营，购物天堂。
满街琳琅满目的饰品让人的眼睛目不暇接
文化遗产·巴克坦布：世界文化遗产，俗称巴德岗，这座始建于 １３、１４ 世纪 ， 尼泊尔保存最完
整的中世纪古城，巴克坦布和巴克坦布杜巴广场（Ｂｈａｋｔａｐｕｒ Ｄｕｒｂａｒ Ｓｑｕａｒｅ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
产遗址）包括：黄金门 （Ｇｏｌｄｅｎ ｇａｔｅ），５５ 窗宫（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ｏｆ ５５ ｗｉｎｄｏｗｓ）、巴特萨拉女神庙
（Ｂａｔｓａｌａ Ｄｅｖｉ）、拜拉那庙（Ｂｈａｉｒａｖｎａｔｈ Ｔｅｍｐｌｅ），达塔特拉亚庙（Ｄａｔｔａｔｒａｙａ Ｔｅｍｐｌｅ），
尼亚塔波拉塔（Ｎｙａｔａｐｏｌａ Ｔｅｍｐｌｅ）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拉
萨：４ 星乔穆朗宗酒店 ／ 或同级 Ｑｏｍｏ Ｌａｎｇｚｏｎｇ Ｈｏｔｅｌ／ｓｉｍｉｌａｒ
日 喀 则：４ 星扎西曲塔大酒店 ／ 同级 Ｔａｓｈｉ Ｃｈｏｅｔ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Ｆｏｌｋ Ｈｏｔｅｌ／ｓｉｍｉｌａｒ
绒 布 寺：绒布寺宾馆（珠峰大本营旁边，无星，简陋宾馆，当地最好）
基
隆：口岸商务酒店（无星）
加德满都：４ 星 Ｔｉｍｂｅｒ Ｈｏｕｓ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纳加阔特：４ 星 Ｎｉｖａ Ｎｉｗａ Ｈｏｔｅｌ

ＤＡＹ１ 周三 拉萨入境 Ｌｈａｓａ

Ｘ

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ＬＸＡ）后，导游会为远道而来的您敬献洁白的【哈达】。而后乘车前往拉萨市
区，感受高原的洁净空气。接着入住酒店，作适应性休息。（免费接机时间段：０９００ａｍ－１１００ａｍ，
１４００ｐｍ－１６００ｐｍ；一起接机；其他时间乘坐飞机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入住；乘坐火车前往拉萨
的客人须持入藏函复印件进站，抵达后自行前往酒店入住；单独接站或非免费接机时间段接机需另付 ２－３
人：ＵＳＤ８０／ 车 ／ 次，不含导游） 。

ＤＡＹ２ 周四 拉萨 Ｌｈａｓａ

Ｂ／Ｌ／Ｄ

早餐后，前往拉萨的地标—【布达拉宫】，海拔 ３７５０ 多米，依红山而建，规模宏大巍峨壮观，被誉为世
界屋脊的明珠，以其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旷世宝藏闻名于世。接下来参观【大昭寺】，距今已有 １３５０ 年的
历史，是拉萨最古老的寺庙，至今仍然是整个藏区地位崇高的中心寺。随后来到【八廓街】，又名八角街，
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较完整地保存了拉萨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之后参观藏茶店，了
解藏茶的文化。
Ｖｉｓｉｔ Ｐｏｔａｌａ Ｐａｌａｃｅ、Ｊｏｋｈａｎｇ Ｔｅｍｐｌｅ、Ｂａｒｋｈｏｒ Ｓｔｒｅ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ａ ｓｈｏｐ

ＤＡＹ３ 周五 拉萨 Ｌｈａｓａ

Ｂ／Ｌ／Ｄ

早餐后，前往参观全西藏唯一的一座财神庙—【扎基寺】，寺庙虽小，但香火却十分旺盛。参观地矿博物馆，
在此可购买到天珠、唐卡等工艺品。午餐后，前往“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全称为“色拉大乘
寺”，之后参观西藏自治区国营的藏药厂，了解藏药的神奇功效。
Ｖｉｓｉｔ Ｚａｋｉ Ｔｅｍｐｌｅ、Ｓａｌａ Ｔｅｍｐｌ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ｈｏｐ

周三抵达

月份

周三抵达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１， ０８， １５， ２２， ２９

２０２０． １０．

０７， １４， ２１， ２８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６， １３， ２０， ２７

２０２０． １１．

０４， １１

２０２０． ０６．

０３， １０， １７， ２４

２０２０． １２．

不出团

２０２０． ０７．

０１， ０８， １５， ２２， ２９

２０２１． ０１．

不出团

２０２０． ０８．

０５， １２， １９， ２６

２０２１． ０２．

不出团

２０２０． ０９．

０２， ０９， １６， ２３， ３０

２０２１． ０３．

待告

报名费（USD）（4 人起报名）
成人

２－１１ 岁占床

单间差

（USD）

２－１１ 岁不占床无早餐

平季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USD1199 USD1199 USD999 USD400
旺季 ２０２０．０７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３１

USD1399 USD1399 USD1199 USD500
淡季 ２０２０．１１０１－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USD999 USD999 USD899 USD300
指定自费

服务费

（大小同价）

（大小同价）

（USD）

380

（USD）

100

额外接 ／ 送机
２人／趟

（USD）

80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拉萨

加德满都

120 120

团费不含尼泊尔签证费用，游客可自理尼泊尔签证。
我方也可帮助游客在抵达拉萨时协助办理尼泊尔签证
（需要 ２ 寸标准头像照片 ２ 张 ＋ 签证费用 ＵＳＤ２０／ 人）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２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USD１００／人／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持有中国身份证、中国护照、香港或澳门回乡证的客人不需要办理
入藏函，但需用以上证件购买国内段入藏机票。进藏除携带以上证
件外，还须携带美国护照或绿卡等证明是华人华侨的相关证件。
● 持外国护照游客需要办理入藏函，乘坐飞机进入拉萨必须持有《入
藏函》原件才能登机，乘坐火车进入拉萨必须持有《入藏函》。不
接收台湾护照客人及持外国记者签证客人。
● 报名费已含入藏函办理费用（建议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
庆、昆明、西安等一二线城市入藏）。办理入藏函所需文件：护照
首页 ＋ 签证扫描件、国籍、职业、性别、出生日期、准确的进藏城
市及入藏航班信息，如上信息请务必提前至少 ３０ 日提交，如因信
息错误或延迟提交而造成入藏函无法办理，我社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此导致的一系列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办好后，请务必通知游客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及时领取《入藏函》。
● 领取入藏函的方式 （ 费用请提前向客人收取 ）：
ａ．专人派送：ＵＳＤ８０／ 次，仅限送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
庆、昆明、西安等城市机场或市区，请务必提前告知准确地点及联
系人，其他城市费用另议，请单独咨询我社。如机场转机，请务必
保证至少 ４ 小时以上的中转时间。
ｂ．邮寄送达：ＵＳＤ１０／ 次，仅限中国省会城市的市区，顺丰快递寄
送地址范围内，请务必提前告知邮件地址（如邮寄至市区酒店还需
提供入住及离开酒店的日期、预订方式“例如名字或团号等”）、邮编、
收件人及联系方式等。
● 以上是针对美加澳成人（非学生团）的价格，美加澳非华人成人需
补 ＵＳＤ１００／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据行
程更换景点。
●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 此线路不收台湾护照。

喜马拉雅·西藏 / 尼泊尔 10 天圆梦品质之旅
线路：拉萨入境 － 羊卓雍湖 － 江孜 － 日喀则 － 定日 － 珠峰大本营 － 基隆 － 加德满都 － 那加阔特
－ 加德满都出境（团号：ＨＴＮ）

【纳加阔特】因观景喜马拉雅雪山日出、日落而
闻名世界

ＤＡＹ４ 周六 拉萨 － 羊卓雍湖 － 卡若拉冰川 － 江孜 － 日喀则
Ｌｈａｓａ－Ｙａｍｚｈｏ Ｌａｋｅ－Ｊｉａｎｇｚｉ－Ｓｈｉｇａｔｓｅ

Ｂ／Ｌ／Ｄ

ＤＡＹ５ 周日 日喀则 － 扎什布伦 － 定日 － 绒布寺

Ｂ／Ｌ／Ｄ

早餐后，乘车翻越海拔 ４９９０ 米的【冈巴拉雪山】，游览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湖】，中国最美的十大
湖泊之一。随后，乘车经过古城江孜前往后藏重镇—日喀则。从羊卓雍错湖出来后，跨越 ５０１０ 米的卡若拉山
口后就来到了【卡若拉冰川】（推荐项目）的冰舌下。冰舌前沿海拔 ５５６０ 米。此处雪山高耸（念青康桑峰
７３００ 米），周围冰川地貌突出，巨大的冰川从山顶一直伸展到离公路只有几百米的路边，晶莹幽蓝的冰川寒
气迫人，加上山峰云雾飘缈，仿佛来到了生命绝迹的天界尽头。Ｖｉｓｉｔ：Ｙａｍｚｈｏ Ｌａｋｅ，Ｋａｒｏｌａ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Ｓｈｉｇａｔｓｅ－Ｔｉｎｇｒｉ－Ｒｏｎｇｂｏｋ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早餐后，参观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寺之一、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扎什伦布寺】，可与达赖的布达拉宫
相媲美。扎什伦布寺强巴大佛是世上最大的铜佛像，很受信徒的重视，然后乘车前往定日和珠峰大本营，途
中以自然风光为主，参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

ＤＡＹ６ 周一 珠峰大本营 － 佩沽措 － 吉隆镇 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 ｂａｓｅ ｃａｍｐ－Ｇｙｉｌｏｎｇ

Ｂ／Ｌ／Ｄ

早餐后，乘车前往吉隆，希夏邦玛峰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 （ 聂拉木 ） 的 ８０００ 米级山峰。喜玛拉雅山
在这一段展示它大异于常人心目中所想的另一面。沿途还能看到美丽的佩枯措。佩枯措是日喀则地区最大的
湖泊，鱼类资源丰富，湖岸有野马、藏野驴、藏羚羊、仙鹤、黄鸭、灰鸭等动物出没活动，岸边水鸟栖息畅游，
将佩枯措承托的更显风姿。

ＤＡＹ７ 周二 吉隆镇 － 热索口岸 － 加德满都（尼泊尔）Ｇｙｉｌｏｎｇ－Ｒｅｓｕｏｐｏｒｔ－Ｋａｔｍａｎｄｕ

Ｂ／Ｌ／Ｄ

ＤＡＹ８ 周三 加德满都 － 巴德岗 － 纳加阔特 Ｋａｔｍａｎｄｕ－Ｎａｇａｒｋｏｔ

Ｂ／Ｌ／Ｄ

【藏民风情】

早餐后乘车前往热索口岸办理相关手续后客人过口岸尼方导游接上客人前往加德满都，途中以自然风光为主，
吉隆，为藏语“舒适村”、
“欢乐村”之意寓。吉隆是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两国以波曲河为界，河上筑有友谊桥，
供旅客徒步过境。前往友谊桥关口办理入关手续。后乘车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加德满都位于加德满都
谷地，拥有 １０００ 多年历史，四周群山环抱，阳光灿烂，四季如春，素有“山中天堂”的美称。它以精美的建
筑艺术、木石雕刻而成为尼泊尔古代文化的象征
巴克坦布（Ｂｈａｋｔａｐｕｒ）：世界文化遗产，俗称巴德岗，这座始建于 １３、１４ 世纪 ， 尼泊尔保存最完整的中
世纪古城，巴克坦布和巴克坦布杜巴广场（Ｂｈａｋｔａｐｕｒ Ｄｕｒｂａｒ Ｓｑｕａｒｅ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包括：黄
金门 （Ｇｏｌｄｅｎ ｇａｔｅ），５５ 窗宫（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ｏｆ ５５ ｗｉｎｄｏｗｓ）、巴特萨拉女神庙（Ｂａｔｓａｌａ Ｄｅｖｉ）、拜拉那庙
（Ｂｈａｉｒａｖｎａｔｈ Ｔｅｍｐｌｅ），达塔特拉亚庙（Ｄａｔｔａｔｒａｙａ Ｔｅｍｐｌｅ），尼亚塔波拉塔（Ｎｙａｔａｐｏｌａ Ｔｅｍｐｌｅ）等。
参观完 Ｔａｕｍａｄｈｉ 广场可达到陶工广场 （ＰＯＴＴＥＲＳ ＳＱＵＡＲＥ）， 在这里可自由选购著名的巴德岗木雕工艺品和陶
制品，她被誉为“露天博物馆”和“活的遗址”。
纳加阔特 （Ｎａｇａｒｋｏｔ）：这里可以观赏喜玛拉雅雪山全景和日落。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
穆朗玛峰（Ｍｔ．Ｅｖｅｒｅｓｔ， 海拔 ８８４４ 米），遥望前方喜马拉雅山脉象一条玉带横跨在空中，加上天空中变幻无
穷的云层，壮观的景色震撼人心。纳加阔是观看喜玛拉雅雪山日落和日出最佳位置。从这里还可以眺望希夏
邦玛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马纳斯鲁峰等世界著名高峰。

ＤＡＹ９ 周四 纳加阔特 － 苏瓦扬布那特寺 － 泰米尔 Ｎａｇａｒｋｏｔ

Ｂ／Ｌ／Ｄ

【羊卓雍措】

清晨观看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壮丽日出，早餐后乘车返回加德满都，参观苏瓦扬布那特寺 ， 后前往泰米尔自由
购物。苏瓦扬布纳特寺（Ｓｗａｙａｍｂｈｕｎａｔｈ）：又名猴庙，建在加德满都以西的山顶上，登顶后可俯览整个加
都谷地，你会发现其密密麻麻的建筑甚至超过了上海。这里的猴子虽然不怕生人，但也不会象峨嵋山的猴子
会主动打劫你。泰米尔街（Ｔｈａｍｅｌ）： 俗称“老外街”，自由购物游玩。泰米尔街区近距离感受尼泊尔市井风
情，品尝正宗的尼泊尔地道美食，抑或是坐在路边，喝一杯咖啡，看着庸庸碌碌的人群，别是一番风味。尼
泊尔的咖喱香料和羊毛制品可是相当不错哦。

ＤＡＹ１０ 周五 加德满都 Ｋａｔｍａｎｄｕ

Ｂ

早餐后，乘免费专车送往加德满都机场 （ＫＴＭ），带着美好的回忆返回家乡。单独接站或非免费接机时间段接机
需另付 ２－３ 人：ＵＳＤ１００／ 车 ／ 次，不含导游。
指定自费：
【布达拉宫】＋【大昭寺】＋【八角街】＋【扎什伦布寺】＋【色拉寺】＋【羊卓雍湖】＋【扎什伦布寺】＋【巴
克坦布】＝ＵＳＤ３８０／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ｉｔｅｍｓ：【Ｐｏｔａｌａ Ｐａｌａｃｅ】＋【Ｊｏｋｈａｎｇ Ｔｅｍｐｌｅ】＋【Ｚａｓｈｉｌｅｍｂｕ Ｔｅｍｐｌｅ】＋【Ｂａｒｋｈｏｒ Ｓｔｒｅｅｔ】＋【Ｓａｌａ
Ｔｅｍｐｌｅ】＋【Ｙａｍｚｈｏ Ｌａｋｅ】＋【Ｚａｓｈｂｒｏｎ Ｔｅｍｐｌｅ】＋【Ｂｈａｋｔａｐｕｒ】＝ＵＳＤ３８０Ｐ．Ｐ
推荐自费：无
悦游环喜马拉雅 １０ 天品质团，一价全含，无任何推荐自费，轻松愉快畅游西藏尼泊尔 ．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温馨提示】：
高原反应。部分人初到高原，都有或轻或重的高原反应，属于正常现象。克服高原反应的关键是克服自我内
心的恐惧。为防止高原反应请随身携带一些抗高原反应药：诺迪康胶囊、红景天及其制剂、西洋参（对缓解
极度疲劳很有用）、速效救心丸等。抵达第一天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当晚不要洗澡，以防感冒；不要饮酒，
多饮水及吃水果；勿暴食多休息。尽量不要外出活动，保持平常心态和充分的休息。严重贫血或高血压的病人，
和严重感冒进藏，切勿盲目进入高原，最好事先咨询家庭医生。

【巴克坦布】
特约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