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下开始月下开始月下开始月下开始 
 

DATE PLACE MODE PROGRAM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 北京- 塔什干 HY 502 车 00:10:10:10:10    搭乘乌兹别克斯坦航空的航班，由北京飞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ashkent ）。航班号：HY 502 03:3003:3003:3003:30    到塔什干飞机场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众多古老的城市、五彩缤纷的集市和镶嵌着马赛克瓷砖的宫殿；道地的抓饭、新鲜的面包和哈密瓜，阵阵飘香；各种五颜六色的陶瓷制品，异常迷人；还有沙滩和高山滑雪场，令人惊叹。 09:0009:0009:0009:00 早餐在宾馆 10101010::::00000000 旅游在塔什干（看到现代和古代部分） 游览在塔什干的现代部分：市中心的独立广场 ，阿米尔帖木儿造型 ，Alisher Navoiy 剧场的广场，艺术博物馆， 塔什干地铁。  游览在塔什干古代部分：19 世纪“哈斯特-依莫姆”清真寺， Kukaldosh 学院 随后前往老城区，购物 Chorsu 圆顶集市 和在 Samarkand Darvaza 大购物中心。 20202020:00:00:00:00----22:0022:0022:0022:00在餐厅享用晚餐，并观赏表演（东方舞蹈）。             返回酒店，夜宿酒店。 04:3004:3004:3004:30 前往宾馆，休息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 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 
 

车 飞机 早餐在酒店。 返回飞机场。 早上飞到布哈拉， 旅游在布哈拉。  09:0009:0009:0009:00 前往【萨马尼陵墓】（车程约 4km，约 10 分钟） 09:3009:3009:3009:30    游览【萨马尼陵墓】、【Poi Kalon 建筑群】、【Kalon 宣礼塔】及【Kalon 清真寺】（萨马尼陵墓距 Poi Kalon 建筑群 1.8km）  12:3012:3012:3012:30 前往餐厅并用午餐 14:0014:0014:0014:00-乘车前往并游览【Mir-i-Arab 经学院】、【马戈吉阿塔】. 17:17:17:17:00000000 前往餐厅并用晚餐，在 Nadir Devanbegi 神学院享受晚餐及观看并拍摄民族特色歌舞表演。  现在，Nodir Devon-and-Run 经学院变成了布哈拉的一个旅游景点，这不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有趣的历史，还在于它在露天环境下保有的民族观念。在经学院内，您还有机会感受乌兹别克人民的各种文化遗产，包括民族古典音乐、舞蹈和烹调法等。一来到这里，您将沉浸在一种渴望保护民族传统的独特氛围中。  19:3019:3019:3019:30 返回酒店休息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    沙赫里萨布兹沙赫里萨布兹沙赫里萨布兹沙赫里萨布兹 ----    撒撒撒撒马尔罕罕罕罕 
 

车 
349 km  

 

08:0008:0008:0008:00 在酒店享用早餐 09:0009:0009:0009:00出发前往撒马尔罕，途沙赫里萨布兹 11113333:00:00:00:00 午餐 11113333:30:30:30:30 游览 Ak-Saray 宫-帖木儿的夏宫遗址、Dor-ut Saodat 建筑群、Khazrati-Imam 清真寺、 Jahongir 陵、Dor-ut Tillavat 建筑群、Gumbazi Seyidan 陵、Kok-Gumbaz清真寺. 16:016:016:016:00000 随后前往撒马尔罕     到撒马尔罕后入进酒店，以后去车晚餐。  返回酒店休息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天天天天 撒撒撒撒马尔罕罕罕罕 车 8:008:008:008:00 早餐在酒店   撒马尔罕——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撒马尔罕位于印度、波斯和中国之间，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撒马尔罕的历史悠久且具有戏剧性：曾经，它几乎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夷为平地，而后帖木儿（Tamerlane）使该城焕发生机并将其作为帖木儿帝国的都城，在帖木儿之孙乌卢格别克（Ulugbek）统治时期，撒马尔罕建了很多经学院。  09090909:00  :00  :00  :00  参观撒马尔罕的文化景点  乘车前往【雷吉斯坦广场】、【乌卢格别克经学院】、【Sher Dor 经学院】、【Tilla-Kari 经学院】 Guri-Emir【古里阿米尔陵】       Ulugbek Observatory 13:0013:0013:0013:00 午餐 Architectural complex Shakhi-Zindeh【夏伊辛达陵】 Bibi-Khanym Mosque【比比哈努姆清真寺】 参观在 Afrosiob Museum 18181818:00:00:00:00 晚餐 返回酒店休息  



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撒撒撒撒马尔罕罕罕罕----    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 车  快速火车 （Afrasiab）     8:008:008:008:00 早餐在酒店 9:009:009:009:00参观位于 Konigil村（距离撒马尔罕 10公里）的造纸车间。 长期以来，撒马尔罕被誉为高品质纸张制造的中心。 在有才华的老师的研讨会上，你会看到桑树的皮怎样变成一张纸。 13:0013:0013:0013:00 午餐 14141414：：：：00000000下午游览先知丹尼尔陵墓。 圣经先知丹尼尔(Mausoleum of the Prophet Daniil)，在东方称为霍哈丹尼亚，居住在公元前 4-5 世纪。 他是所罗门沙皇的后裔，受到三个世界宗教的尊重。 据认为，丹尼尔遗体的一部分，即一只手，被帖木儿(Temur)传递给撒马尔罕。  17:0017:0017:0017:00 坐火车回到塔什干 19:1019:1019:1019:10    到塔什干， 见到在火车站 20202020:30:30:30:30 晚餐在 China Town 餐馆。  21:3021:3021:3021:30 前往机场         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飞机 HY 505 01:0501:0501:0501:05 飞到北京 09:2509:2509:2509:25 到北京 
 

 ********服服服服务结束务结束务结束务结束********            

                
            乌兹别乌兹别乌兹别乌兹别克斯坦行程段克斯坦行程段克斯坦行程段克斯坦行程段费费费费用用用用                                                                                                                                                                                                                                                                                                                                        包包包包含含含含：：：：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Price per Person in US dollars (Price per Person in US dollars (Price per Person in US dollars (Price per Person in US dollars (whole 201whole 201whole 201whole 2018888    yearyearyearyear, season time), season time), season time), season time)    高档酒店高档酒店高档酒店高档酒店    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    2222    850 765 4444    685 595 6666    590 505 8888    595 505 10+110+110+110+1    580 490 15+115+115+115+1    530 445 20+120+120+120+1    530 415 25+125+125+125+1    480 395 30+130+130+130+1    465 410 35+135+135+135+1    455 400 单单单单人住（人住（人住（人住（single roomsingle roomsingle roomsingle room））））    ++++85858585    ++++55555555 飞机票：塔什干飞机票：塔什干飞机票：塔什干飞机票：塔什干----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        +55+55+55+55    ((((价格会改价格会改价格会改价格会改变变变变))))    全餐（午餐；晚餐）全餐（午餐；晚餐）全餐（午餐；晚餐）全餐（午餐；晚餐）    ++++88880 半餐（晚餐）半餐（晚餐）半餐（晚餐）半餐（晚餐）    ++++45454545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高档酒店高档酒店高档酒店高档酒店    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经济档酒店    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 TashkentTashkentTashkentTashkent     Wyndham Hotel Tashkent 5*  或同级酒店 Shodlik Palace 4 * 或同级酒店 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 BukharaBukharaBukharaBukhara    Asia Bukhara 4 *或同级酒店 Rangrez 3 *或同级酒店 撒撒撒撒马尔马尔马尔马尔罕罕罕罕 SamarkandSamarkandSamarkandSamarkand    Registan Plaza 4 * 或同级酒店 Registon 4* 或同级酒店 



• 在上文所提到的酒店住宿，与人共住双床房/大床房（6晚） 
• 火车票：撒马尔罕火车票：撒马尔罕火车票：撒马尔罕火车票：撒马尔罕----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塔什干 AfrosiyabAfrosiyabAfrosiyabAfrosiyab 号高速列车（号高速列车（号高速列车（号高速列车（YYYY 舱）舱）舱）舱）    

• 每人每天 1升矿泉水    
• 根据行程提供舒适的空调车运输服务，配专业司机 

• 2 人：雪佛兰 Lacetti轿车（4座） 
• 3-7人：丰田海狮商务车（10座） 
• 8-14 人：丰田考斯特小巴车（20座） 
• 15-38 人：金龙客车（43 座） 

• 所有短途旅行活动，由专业的英语、中文导游陪同 
•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1+1+1+1    意为：组团方意为：组团方意为：组团方意为：组团方领队免费入住单人间领队免费入住单人间领队免费入住单人间领队免费入住单人间 
• 布哈拉的表演 
• 行程中所提及的古迹门票费用（不包含拍照和录像费用） 
• 乌兹别克斯坦签证支持服务（如果需要的话）       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        

• 签证费和手续费 
• 拍照和录像费用 
• 国际机票 
• 饮料 
• 机场及酒店的行李搬运费 
• 小费 
• 所有个人消费 
• 上述行程中未提及的服务 
• 全餐（如果要的话可以加）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重要——包含早到导致的服务（由于行程导致）。   根据旅客国际航班安排，可按要求增补旅游项目。 付款：付款：付款：付款：              须在旅游团队抵达前不少于 40天的时间内，按照所发账单将团费汇至我方银行账户。   须在旅游团队抵达前 30天最终确认团队分房名单。  行程取消行程取消行程取消行程取消费费费费用：用：用：用：          行程开始前 45天取消行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行程开始前 14天取消行程，收取全额团费的 50%作为取消费。   行程开始前 7 天内取消行程或未出现，收取全额团费作为取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