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见内蒙--呼和浩特双飞 5 天 4 晚 】

★鲜花草原：草原篝火晚会，载歌载舞，体验蒙古族风情；
★畅玩沙漠：饱览浩瀚沙海，聆听响沙，探索响沙湾百年神韵；
★精选酒店：全程安排当地准四星酒店；特别安排一晚草原蒙古包；
★专业服务：优秀导游全程细心服务；

航班
信息

航程 航段 航班时间

去程 广州--呼和浩特 JD5117 06:35-11:30

回程 呼和浩特--广州 JD5118 19:35-00:35+1

行程
简要

日期 行程 早餐 中餐 晚餐 酒店

DAY1 广州→接机→入住酒店 自理 -- -- 呼和浩特酒店

DAY2 希拉穆仁草原 酒店 含 含 草原蒙古包

DAY3 希拉穆仁牧民之家→响沙湾 酒店 含 含 达旗或星空蒙古包

DAY4 琥珀博物馆或玉→哈素海满达健康产业园→公主府 酒店 含 -- 呼和浩特酒店

DAY5 内蒙古博物院→将军衙署→送机→广州 酒店 含 -- 温馨的家

*注意：我司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对行程进行合理调整，实际行程顺序安排以现

场情况为准，请知悉！

酒店
参考

日期 入住 参考酒店名称

第 1-4 晚 呼和浩特酒店 浩祥酒店、昱伦酒店 、亿丰酒店、金百富大酒店、福绅酒店或同级

第 2 晚 草原蒙古包 蒙古人度假村、古列延度假村、草原情度假村、神鹰宏浩度假村或同级

第 3 晚 达旗或星空蒙古包 达旗或星空蒙古包

*注意：以上酒店如遇爆满我们将更改用同级别酒店安排替换，敬请留意。

参考行程

DAY 1：广州机场→呼和浩特机场→接机→入住呼和浩特酒店
早：自理 中：自理 晚：自理 住宿：呼和浩特酒店

于指定时间集中，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内航线飞往呼和浩特。

贵客乘机抵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后，接机把您安全送至我们精心为您安排的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DAY 2：希拉穆仁草原→入住草原蒙古包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草原蒙古包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前往【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蒙古

语意为“黄河”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俗称“召河”，因在希拉穆仁河畔有一座清代喇嘛召庙“普会寺”而得名。寺院

原为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六世活佛的避暑行宫，建于乾隆 34 年(1769 年)。寺内二重殿洞，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普

会寺背后环绕着希拉穆仁河，跨过河上大桥可达阿勒宾包山上观赏草原风光。一望无际的景色，让人如醉如痴。晚

餐后参加盛大的草原篝火歌舞晚会（晴天），学跳安代舞，与牧民们一起载歌载舞感受草原牧人的热情，共度狂欢

之夜！

DAY 3：希拉穆仁牧民之家→响沙湾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达旗或星空蒙古包

早餐在蒙古包餐厅内享用（温馨提示：早餐比较简单）乘车前往参观【希拉穆仁牧民之家】蒙古包里听着热情好客

的蒙古人为您讲述龙梅玉荣的感人故事，熬一锅醇香的奶茶，品一品为什么蒙古人讲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

饮食习惯。之后前往 AAAAA 级景区—【响沙湾】响沙湾是集观光与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的沙漠休闲景区，地

处中国著名的库布其沙漠的东端，是中国境内距离内地及北京非常近的沙漠旅游胜地。该处的沙子，只要受到外界

撞击，或脚踏、或以物碰打，都会发出雄浑而奇妙的“空、空”声。人走声起，人止声停。因此，人们风趣的将响

沙称作“会唱歌的沙子”。景区主要景点包括沙度假岛、福沙度假岛、一粒沙度假村、悦沙休闲岛、仙沙休闲岛等。

DAY 4：琥珀博物馆或玉→哈素海满达健康产业园→公主府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呼和浩特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赴集合发车前往【琥珀博物馆或玉】琥珀即蜜蜡，是距今 4500 万-9000 万年前的松柏树脂滴

落掩埋在地下千万年后在压力跟热力下石化所形成的松脂化石。是非常珍贵的不可再生有机宝石，琥珀是全球范围

最受欢迎的宝石，蜜蜡堪称五宝之一，佩戴在手后可以缓解风湿骨痛、鼻敏感、胃痛、高血压，皮敏感等。【哈素

海健康产业园】了解马背民族特质的草原传统医药学，学习草原牧民的养生之道；传承蒙药文化，助力健康中国。

古代中国蒙医将沙棘、藏红花、冬虫夏草、藏雪莲列为四大重要药用植物；我们致力于成为蒙医药、虫草民族优秀

文化的传承者，用传承与创新托起健康美好生活！【公主府】公主府是呼和浩特市文物保护单位。美岱村旁的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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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附近土地均属公主府。其建筑共有 5 进，现占地面积 18000 平方米，古建筑面积 4800 平方米，房舍 60 余间。

有大门、过厅、大厅和内院，门前立有大照壁，宅院东部有假山和水池。恪靖公主死后葬在东郊美岱村，其后裔多

居住在这里。

DAY 5：内蒙古博物馆→将军衙署→送机→广州
早：酒店内 中：含 晚：含 住宿：温馨的家

酒店享用早餐后乘车前往【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是中国地方综合性博物，内蒙古是中国和世界重要

的化石宝库之一“地下宝藏”“飞天神舟”四个基本陈列介绍草原文化的生成之地,景物交融，栩栩如生，展出的有

白垩世纪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所以又称为“恐龙博物馆”。【将军衙署】位于呼和浩特新城区鼓楼西侧，按一品

封疆大吏规格建造，砖木构制，占地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共有一百三十二间房屋。清代曾有七十八位将军在此任职，

是管辖绥远城驻防八旗、归化城土默特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节制宣化和大同绿旗兵事务的机构。衙署内有

绥远城将军办公复原陈列展览及绥远城八旗驻防历史概览。根据时间安排送机，结束愉快内蒙之旅！！！

费用说明

费用

包含

交通：往返经济舱机票（含燃油附加费）；

住宿：行程所列的酒店安排及次日早餐（标准 2 人为 1 房，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

用车：1 人 1 正座，以保证您的舒适；

景点：行程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

导游：优秀持证中文导游；

保险：意外险 10 万；

儿童：小孩不占床按成人价格优惠 200 元/人（含半车+半餐，不含门票+床位）；

费用

不含

不含景区内小交通电瓶车等费用；

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和餐费；

全程入住酒店产生的单房差（400 元/人）；

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

儿童报价以外产生的其他费用需游客自理；

除费用包含中未提到的其它费用；

特别提醒：65-70 岁的老人需加收 3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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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在游览过程中请妥善保管好自己财物，若因自身原因丢失，概不负责；
2. 行程中团餐用餐餐厅的菜品及口味，均以当地人用餐习惯为标准，如有不适应，请您自备小菜及酱类；
3. 草原昼夜温差大且天气变化无常，请备长袖衣服（以防风、保暖为宜）及雨具；
4. 内蒙古海拔在 1500 米左右，太阳直射及紫外线强，请带好防晒霜及遮阳帽；
5. 内蒙古属内陆地区，气候干燥，请多饮水；
6. 蒙古族礼俗禁忌较多，地陪导游会详细告知游客；
7. 请自备防感冒、发烧、腹泻、晕车、皮肤过敏药品，以便应急之用；
8. 骑马、骑骆驼需带手套及穿旅游鞋；
9. 内蒙古草原海拔在 1500 米以上，昼夜温差大，来草原旅游一定要带外套和长裤；
10.内蒙古草原一望无际广阔无物，开车、骑马要在指定范围活动，以免迷失方向和破坏草场；晚间活动难以辩别方
向，一定要有当地人陪同，且最好带上手电筒；
11. 在沙漠活动一定要听导游的安排不要离团队太远如离团一定要和导游打好招呼确保随时能取得联系；
12. 我社处理投诉以意见单为准请参团游客必须如实填写意见单，如有任何投诉，请在离团前提出，过后我社不予
处理；

旅游购物安排补充协议
甲方（旅行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旅游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具体购物场所需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能影响其他旅

游者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旅行社与旅游者（乙方）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

旅游购物场所，具体约定如下：

自费、购物场所简述及安排

购物场所名称 购物场所特点（指主要售卖商品等） 停留时间

琥珀博物馆 首饰饰品 不少于 90 分钟

哈素海满达健康产业园 沙棘、藏红花、冬虫夏草、藏雪莲 不少于 90 分钟

以下自费娱乐项目

自

费

项

目

介

绍

烤全羊仪式

3280 元/只起

神秘的蒙古族祭天仪式，悠扬的马头琴、哈达银碗的欢畅，让你置身异域部落的尊贵“王爷”

体验！（25 人起）蒙古大餐烤全羊；全团低于 25 人只含羊腿，平均 8-10 人一只羊腿

“马背畅游”有氧

骑马/马车运动

480 元/人/起

远离雾霾，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是有天与地的交接，和谐自然--有氧与清肺的完美运动【高

草滩（清肺呼吸，聆听草生长的悦动）+神秘敖包（巴特尔与琪琪格的碰撞）+牧民家访做

客（飘香奶茶，美食相逢）】

开心牧场 A 套票

280 元/人

那达慕非物质文化遗产娱乐项目（団祭苏鲁锭、参观五畜园、(熬奶茶、学蒙语、蒙古袍照

相、射箭、挤牛奶、剪羊毛（、搭建蒙古包、参观乌兰塔拉纪念馆、穿军装、唱红歌）

响沙湾沙漠单岛

套票 410 元/人

仙沙岛包含活动：沙海游艇、轨道自行车、北极星全地形车、高空滑索、骑骆驼、果老剧场

《果老传说》演出、响沙之巅（飞行塔）、神仙过山车、驼峰过山车、果虫小滑车（儿童）、

碰碰车（儿童）、儿童游乐等设施。沙袜、滑沙、 骑骆驼、冲浪车、沙漠摩托车或高空滑

索 大漠奇石馆、恐龙谷



成吉思汗陵

180-120 元/人
是蒙古帝国第一代大汗成吉思汗的衣冠冢，也是祭祀成吉思汗的圣地。这里有可以体验达尔

扈特人传承 800 年的祭祀活动（奶祭、酒祭、茶祭），感受蒙古民族深厚古老的祭祀文化。

大型实景马术表演

280 元/人

以复原十三世纪时期蒙古族生活场景，突显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大军

的军事城池为主题的实景马术表演

宫廷盛宴诈马宴

398 元/人

始于元代的美食，草原第一宴——诈马宴，身着蒙古盛装，步入金色的大厅，肥嫩的烤全羊、

醇香的美酒、最具文化内涵的仪式流程、草原精灵般的舞姿、灵魂歌者流淌于血液中的音乐、

蒙古艺人用生命打奏出的音符，定会让您为此胜景为此盛宴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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