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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
景致如此完美，
等待着探险家、摄影家们……
这真是美丽的香格里拉”

约瑟夫·洛克
1928年美国《国家地理》

亚丁概况

四季亚丁景观介绍

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西南
方，地处著名的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

9月中旬-11月中旬
秋季的稻城红黄相间，红草地与万亩金色杨树林让
稻城五彩斑斓，秋叶遍山，满树金黄，雪山在蓝天
白云的衬托下，更显梦幻，秋天的亚丁也是最适合
旅游的季节，需要注意的是游客数量较多，需要提
前订票，订房。

净的空气，这个王国就是香巴拉王国，也
就是今天的稻城亚丁！

7月-9月上旬

稻城亚丁风景区主要由"仙乃日、央迈勇、

山间吹来凉爽的风混合着远方雪山的凉气，亚丁迎
来了它的雨季，行走在稻城亚丁，就如行走在大自

中段。这是一个雪山环抱的王国，有雪
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及纯

夏诺多吉"三座神山和周围的河流、湖泊和
稻城县

3月下旬-6月下旬
3-6月属于淡季，以冬天的景色为主。稻城亚丁的
春天一般来得比较晚，从4月份开始，各类桃花、梨
花、杏花等，随海拔高低渐次开放，直至6月中下旬
迎来杜鹃花开放最佳时节，高原草场也逐渐变绿。

高山草甸组成，它的景致保持着在地球上
近绝迹的纯粹，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
的自然风光，被誉为"中国香格里拉之魂"，

然精心恒温的凉爽里...一片青青山峦，碧空如洗的
天空点缀着几朵白云，让人不禁想到“旦为朝云，
暮为行雨”。

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
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1月下旬-次年3上旬
冬天的稻城亚丁褪去金秋的绚烂，将五彩斑斓小心
的收拢起来，美的低调不张扬，此时神山积雪，好
一片银装素裹，冬季的亚丁没有秋季的“人满为
患”却也有别样的魅力，天空湛蓝、太阳暖和、雪
山通透，是亚丁雪景最为美丽的季节。

消费指数
成都到稻城大约830KM，自驾往返一般安排7天时间，稻城亚丁当地安排3天，其中亚丁景区2天，稻城周边
1天。费用预算根据个人所选交通方式及住宿酒店标准大有不同，一般为2500-3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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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方式

3、沿线主要加油站（甘孜州境内）

自驾游

呵睨计嘧袤

1、自驾游路线
成都

康定

雅江
理塘

新都桥

雅安

泸定
二郎山

地址

联系电话

康巴加油站

泸定县安乐坝

0836-3122095

二郎山加油站

泸定冷碛镇甘谷地村

0836-3256869

海螺沟加油站

泸定县冷碛镇新公路上段

0836-3255928

贡嘎温泉加油站

泸定县磨西镇咱地村一组

0836-3267699

泸定桥加油站

泸定县白日坝村姑咱加油站

0836-3120660

鸳鸯坝加油站

康定县姑咱镇鸳鸯坝村

0836-2856736

跑马山加油站

康定县炉城镇东路 40 号

0836-2821430

折多河加油站

康定县新城榆林乡稻子坝村

0836-2811678

折多山加油站

康定县南郊加油站

0836-2838241

瓦斯沟加油站

康定县姑咱镇下瓦斯村

0836-2856736

白塔加油站

康定县新都桥镇瓦泽乡瓦泽村

0836-2866879

新都桥加油站

康定县新都桥镇

0836-2866301

雅桥加油站

甘孜县雅桥村

0836-7522378

理塘加油站

理塘县高城镇幸福东路

0836-5322672

稻城加油站

稻城县金珠镇城北大桥

0836-5727316

4、沿线收费站收费标准
成都至稻城过路费收费标准（10座以下，单位：元）
成都-雅安：50；
雅安-脚基坪：10；
脚基坪-二郎山隧道：10；
二郎山隧道：30。

稻城

香格里拉镇

5、自驾游建议

2、里程、路况及耗时
起点

耙玉

迭冷

闯簧，km）

逆钻，km/h）

船曳

雅安

高速

137

80-100

1 小时 30 分

雅安

二郎山

油路

110

40

2 小时 30 分

二郎山

泸定

油路

30

40-50

50 分

（2）道路状况：
从成都到稻城的道路，基本全程柏油路面，总体不错，个别地段（雅安-天
全）雨季可能塌方，需要提前关注天气状况。

轿车、越野车、SUV，以上三种车型均可全程通行，在此建议选择SUV车
型，它兼顾了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

泸定

康定

水泥路

49

50-60

1 小时

康定

新都桥

油路

78

30-40

1 小时 30 分

新都桥

雅江

油路

62

30-40

1 小时 30 分

（3）高原自驾建议：
1.由于驾车进入高原所需时间长，体力消耗大，还应该准备水或饮料以及可口
易消化的食物，以便及时补充机体必需的水和热量。

雅江

理塘

油路

145

30-40

2 小时 30 分

理塘

稻城

油路

150

40-50

2 小时 30 分

稻城

香格里拉镇

油路

78

40-50

1 小时 15 分

吉豪

839

15 小时

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段预计2017年底通车，届时成都至泸定将缩短至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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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工具：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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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两侧有牦牛、羊群和野生动物，此时要小心有受惊的动物冲上公路，谨
慎行使。
3.山路行车，特点有弯多路窄、视线不清、路面复杂(柏油、土面等等路面)、
需要过坎、涉水等，路过弯道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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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方式

稻城亚丁机场目前已开通航班城市图

长途汽车
1、成都新南门汽车站
成都新南门车站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2号，
开通有直达稻城班车，游客可提前两天购票，或通过四川汽车票务网
（www.cdqcp.com）在线预订。
每天一班，早10点发车，票价267元（车型为大型高二）。行驶两天，中途康定停歇
一晚（住宿自行联系），并于第二天早6点从康定出发，大约下午可抵达稻城。
咨询电话：028-85433609
稻城返回成都班车每天一班，早6点发车，一天返回，中途不停歇。

2、稻城汽车站
稻城汽车站位于贡嘎路一段，目前开通有成都、雅安、康定、云南香格里拉班车，每
天早上6点发车。车站售票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至晚8点，且只售次日票。
咨询电话：0836-5728762
温馨提示：稻城汽车站班车数量有限，在旅游高峰期乘坐班车最好提前排队购票。

（1）亚丁机场—稻城县城
亚丁机场到稻城县城机场大巴，于航班落地后滚动发车，全程1小时，票价35元/人。乘坐地点
为机场门口，客满即发。

（2）稻城县城—亚丁机场

飞机

稻城县城至亚丁机场大巴，早上6点于稻城县城机场宾馆门口（翔云酒店）乘坐，全程1小时，
票价30元/人。

1、稻城亚丁机场
稻城亚丁机场海拔4411米，超过
了海拔4334米的西藏昌都机场而
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机场坐落在有“月球表面”的海子
山上，机场的航站楼外形酷似“飞
碟”，如果你攀上附近的山坡，俯
瞰整个机场，你会看见乱石迭起的
海子山表面上，“飞碟”状的候机
楼静默而立，远处群山连绵起伏，
一片片草甸里牦牛安静地巡游，蓝
天下微风吹拂着荒草丛丛，仿佛置
身于外太空电影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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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稻城县城—香格里拉镇
稻城县城至香格里拉镇机场大巴发车时间为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乘坐地点为县城机场宾
馆门口，全程预计2小时，票价40元/人。
香格里拉镇至县城机场大巴，下午5点从香格里拉镇机场宾馆门口出发，历时2小时，票价40元
/人。
稻城亚丁机场服务电话：0836-5724013。
注：以上车票价格是截止写稿时间前的价格，可以当做参考，以后车票价格可能会上下浮动。

租车
目前，在成都各大租车行都可以找到去稻城亚丁车。建议租车时选择越野车或面包车。车型因
价格而异，其中越野车日租金约为1000-1800元左右，商务车约为400-700元/天。配驾费另
外核算，约为100元/天。租车时建议选择自己加油，这样会避免司机因顾及省油而使乘客错过
许多风景比较好的地方。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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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第四天： 香格里拉镇

成都到亚丁7日自驾游推荐路线
从成都沿318国道行进，经雅安-泸定-康定-理塘-稻城抵达香格里拉镇，全程约
830km，需要翻越7座4000米以上的垭口，一路领略震撼的高原风光和康巴风
情，可谓“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

行程总览
D1

成都

雅安

泸定

康定

亚丁景区

香格里拉镇(继续游览稻城亚丁景区)

第五天： 香格里拉镇

贡岭寺

波瓦山

理塘
稻城
香格里拉镇
D2 康定
D3 亚丁长线游览：洛绒牛场、央迈勇神山、夏诺多吉神山、牛奶海、五色海
D4 亚丁短线游览：冲古草甸、珍珠海、仙乃日神山
稻城
D5 香格里拉镇

稻城县城

宿： 稻城

行程概况：早餐后，从酒店出发驱车沿稻城县城方向，游览古寺贡嘎郎吉岭寺，之后翻越波瓦山
（4513M）,领略沿途牧场风光，并于县城午餐。午餐后，欣赏稻城万亩青杨林，并于晚饭后前往茹布查
卡温泉，在群山环抱中享受纯天然高原温泉，洗去旅途疲惫，当晚住宿稻城县城。
第六天：稻城

理塘

雅江

新都桥

行驶距离：约357KM，行驶时间：约6个小时

海螺沟、泸定桥、木格措

宿： 香格里拉镇

行程概况：二进沟换乘景区观光车到扎灌崩进入亚丁核心景区，步行几分钟到冲古寺，欣赏由草地、森
林、小溪和嘛呢堆组成的天然冲古草坪，后步行欣赏仙乃日脚下的珍珠海(藏语意为卓玛拉措)，(冲古寺到
珍珠海全程往返3KM，步行时间为2小时)，是欣赏仙乃日的佳位置，下午可根据游览时间出景区。

宿： 新都桥

在稻城用完早餐后，约9点钟从县城出发，沿途可欣赏稻城红草地、奔波寺、兴伊措秀美风光，约12点钟
抵达理塘并午餐，约下午4点钟到达新都桥。游客可根据自身时间安排选择沿路景点进行游览。
第七天：新都桥

康定

泸定

雅安

成都

行驶距离：约420KM，行驶时间：约7小时。
晨起后驾车经康定、泸定、雅安后最终到达成都，结束愉快的稻城亚丁之旅。

贡岭寺、奔波寺、红草地、青杨林、尊圣塔林、兴伊措、茹布查卡温泉

D6 稻城
D7 新都桥

理塘
康定

雅江
泸定

新都桥
成都

D3、D4行程可根据当日天气、个人体力等情况进行先后顺序调整。

稻城亚丁经典3日游
因为稻城亚丁景区较大，景点较多，所以不管是乘坐大巴、自驾还是飞机出行，在亚丁景区建议至少
安排2-3天游玩，以下是稻城亚丁景区3日游行程路线推荐。

第一天：成都

雅安

泸定

康定

行驶距离：约320公里 行驶时间：约8小时 宿： 康定

第一天： 香格里拉镇

行程概况：从成都出发，走成雅高速经雅安、进入318国道经过泸定行驶8个小时左右到达康定，当天于
康定住宿。可途经海螺沟、泸定桥、木格措，途径景点未算入游览总时间内，请根据自身时间合理安排。

行程概况：早餐后，从酒店出发到达景区管理站前往游览稻城亚丁(游览时间约8小时00分钟)乘景区观光
车(约30KM，约1.5小时 ，往返120元)到扎灌崩进入亚丁核心景区，步行到冲古寺，换乘坐电瓶车或步行
(约6.5公里，2小时，往返80元)前往洛绒牛场(海拔4180M)，欣赏夏洛多吉神山(海拔5958M，意为金刚
手菩萨)央迈勇神山(海拔5958M，意为文殊菩萨)二座神山英姿，在此稍休息。可选择骑马(往返500元/匹
/人)或徒步前往游览牛奶海(海拔4500M)和五色海(海拔4600M)。下午16点左右原路返回出景区，驾车返
回香格里拉镇。

说明：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段预计2017年底通车，届时成都至泸定将缩短至3小时。
第二天：康定

理塘

稻城

香格里拉镇

行驶距离：约430公里 行驶时间：约9小时 宿： 香格里拉镇
行程概况：康定至稻城需行驶约9小时，第二天早上约8点从康定出发，于雅江停车午饭，途径新都桥，体
验光影圣地魅力。午饭后从雅江出发，沿G318、S216到稻城经理塘抵达稻城县城，预计抵达时间为下
午4-5点。稻城县城距离香格里拉镇约78KM，耗时1.5小时左右，预计抵达时间为下午6点左右。
第三天： 香格里拉镇

亚丁景区

香格里拉镇(游览稻城亚丁景区) 宿： 香格里拉镇

行程概况：早餐后，从酒店出发到达景区管理站前往游览稻城亚丁(游览时间约8小时)乘景区观光车(约
30KM，约1.5小时 ，往返120元)到扎灌崩进入亚丁核心景区，步行到冲古寺，换乘坐电瓶车或步行(约
6.5公里，2小时，往返80元)前往洛绒牛场(海拔4180M)，欣赏夏洛多吉神山(海拔5958M，意为金刚手
菩萨)央迈勇神山(海拔5958M，意为文殊菩萨)二座神山英姿，在此稍休息。可选择骑马(往返500元/匹/
人)或徒步前往游览牛奶海(海拔4500M)和五色海(海拔4600M)。下午16点左右原路返回出景区，驾车返
回香格里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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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香格里拉镇

亚丁景区

亚丁景区

香格里拉镇(游览稻城亚丁景区)

宿： 香格里拉镇

香格里拉镇(继续游览稻城亚丁景区)

宿： 香格里拉镇

行程概况：二进沟换乘景区观光车到扎灌崩进入亚丁核心景区，步行几分钟到冲古寺，欣赏由草地、森
林、小溪和嘛呢堆组成的天然冲古草坪，后步行欣赏仙乃日脚下的珍珠海(藏语意为卓玛拉措)，(冲古寺到
珍珠海全程往返3KM，步行时间为2小时)，是欣赏仙乃日的佳位置，下午可根据游览时间出景区。
第三天： 香格里拉镇

兴伊措

茹布查卡温泉

稻城

宿： 稻城

行程概况：早餐后，从酒店出发驱车沿稻城县城方向，游览古寺贡嘎郎吉岭寺，之后翻越波瓦山
(4513M)，领略沿途牧场风光，随后浏览稻城最古老的寺庙奔波寺，在稻城县用完午饭之后，翻越海子
山前往纯洁静谧的兴伊措，下午游览完毕可返回稻城县用晚餐，随后根据体力前往茹布查卡温泉，在群山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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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路自驾

其它线路

川藏线318国道+稻城亚丁+滇藏线13日

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

D1：成都一雅安一泸定一康定—新都桥
里程417KM
D2：新都桥一雅江一理塘一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410KM
D3：香格里拉镇一稻城亚丁景区一乡城
里程120KM
D4：乡城一奔子栏一飞来寺
里程332KM
D5：飞来寺一芒康—左贡
里程260KM
D6：左贡一邦达一八宿一然乌
里程290KM
D7：然乌一米堆冰川一波密或古乡湖
里程180KM
D8：波密一通麦天险一林芝
里程230KM
D9：林芝一苯日神山
里程 80KM
D10：林芝一工布江达一拉萨
里程420KM
D11：圣城拉萨一日游
D12：拉萨一羊卓雍措一拉萨
里程310KM
D13：拉萨返回成都

3、香格里拉—6日自驾游

1、香格里拉大环线
D1：成都—康定
里程430KM
D2：康定—新都桥—塔公草原—雅江
里程218KM
D3：雅江—理塘—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355KM
D4：香格里拉镇—亚丁景区—乡城
里程120KM
D5：乡城—德钦（飞来寺）
里程318KM
D6：德钦—盐井
里程110KM
D7：盐井—飞来寺—茨中教堂—同乐—滇金丝猴 国家公园一塔城
D8：塔城-其宗一石鼓一长江第一湾一黎明景区
里程106KM
D9：黎明景区—丽江
里程110KM
D10：丽江自由行
D11：丽江—泸沽湖
里程220KM
D12：泸沽湖—西昌
里程250KM
D13：西昌—成都
里程436K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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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成都—康定—新都桥
里程416KM
D2：新都桥一雅江—理塘
里程214KM
D3：理塘—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263KM
D4：香格里拉镇一稻城
里程113KM
D5：稻城—巴塘
里程320KM
D6：巴塘—芒康—左贡
里程258KM
D7：左贡—邦达—八宿
里程197KM
D8：八宿一波密
里程129KM
D9：波密—林芝
里程230KM
D10：林芝—拉萨
里程401KM

6、大香格里拉经典环线
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
寻美无所不至之旅

D1：成都一日隆一小金一丹巴
里程350KM
D2：丹巴一甲居藏寨一八美一塔公一新都桥
里程180KM
D3：新都桥一雅江一理塘一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410KM
D4：香格里拉镇一稻城亚丁景区一稻城
里程120KM
D5：稻城一新都桥一康定
里程420KM
D6：康定一雅安一成都
里程320KM

稻城亚丁、梅里雪山、香格里拉、泸沽湖经典13日自驾游

5、大香格里拉川藏南线之旅

新路海＋德格印经院+措普沟＋稻城亚丁9日
D1：成都一都江堰一丹巴
里程320KM
D2：丹巴一八美一道孚一甘孜
里程340KM
D3：丹巴一八美一道孚一甘孜
里程340KM
D4：甘孜一德格一白玉
里程310KM
D5：措普沟一理塘一稻城一香格里拉镇
里程400KM
D6：香格里拉镇一亚丁村
里程50KM
D7：亚丁村一稻城
里程100KM
D8：稻城一黑石城一新都桥
里程380KM
D9：第九天：新都桥一成都
里程420KM

D1：成都—康定—新都桥
里程200KM
D2：新都桥—雅江—理塘
里程214KM
D3：理塘—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263KM
D4：香格里拉镇—稻城
里程113KM
D5：稻城—云南香格里拉
里程330KM
D6：云南香格里拉—丽江
里程190KM
D7：丽江—泸沽湖
里程210KM
D8：泸沽湖—西昌
里程275KM
D9：西昌—城都
里程445KM

7、藏地传奇精华环线
川藏线+稻城亚丁+香格里拉 8 日游
D1：林芝一通麦天险一波密
里程 230KM
D2：波密—米堆冰川—然乌
里程 180KM
D3：然乌—八宿—邦达—左贡
里程 290KM
D4：左贡—芒康—巴塘
里程 260KM
D5：巴塘—理塘—稻城—香格里拉镇
里程 394KM
D6：香格里拉镇—亚丁景区—乡城
里程 120KM
D7：乡城一奔子栏一云南香格里拉
里程 299KM
D8：云南香格里拉—丽江
里程 180KM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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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指南

4、高原反应预防及处理
（1）向有高原生活经历的人咨询相关注意事项，做到心中有数，避免无谓紧张；
（2）进入高原前禁止烟、酒，防止上呼吸道感染；同时避免过于劳累，养精蓄锐，适当服
西洋参等增强机体抗缺氧能力。如有呼吸道感染，应治愈后再进入高原；
（3）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克服和战胜高原反应的灵丹妙药，请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情，树立坚
强的自信心，忧心忡忡、思虑过度反而会加大脑组织的耗氧量，使身体不适加剧；

行前准备
1、概况
稻城亚丁属于高原地区，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较大，对人的身体及意志会有所挑
战，所以出发之前在身体和心理上应做好以下准备：
身体准备：进藏区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有条件者可适当饮用红景天等饮料
心理准备：保持乐观情绪，如有心理负担会加重高原反应，延缓人体适应高原气
候。进入高原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如头痛、胸闷、呼吸急促、恶
心、呕吐、失眠等，一般来说过 1—2 天后，以上症状都会逐步减轻或消失。
友情提示：请准备好现金、充电宝、湿巾纸、个人卫生用品。

2、高原旅行装备
关于背包
背包一般男士65升以上，女士45升以上，能够附带一个15升的小包，或是腰包更
好，便于存放一些小东西。另外，如果夏季出游，雨水濒繁，建议再为背包配上防
雨罩。

（4）如果是首次进入高原，一定要进行严格的体格，严重贫血或高血压病人，切勿盲目进
入高原；
（5）尽可能预备氧气瓶和防治急性高原病的药物，感冒药、抗菌素和维生素等药物也不可
或缺，以防万一；
（6）高原昼夜温差大，要注意御寒保暖，以防受凉感冒，寒冷和呼吸道感染都有可能促发
急性高原病；
（7）初入高原，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气短、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但这并不一定
是高反，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和调整，2至4天后上述症状一般会好转或消失；
（8）高原反应症状通常会在12到24小时左右产生。所以，坐飞机进入高原后一定避免剧烈
运动，最好卧床稍作休息；
（9）吸氧能暂时缓解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但停止吸氧后又会反复，延缓适应时
间。假若上述症状不算很严重，建议最好不要吸氧，而是通过机体自然适应高原环境，以免
形成依赖性。但如果反应症状愈来愈严重，休息时也不能减轻，应立即吸氧并就医，极少出
现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的病人须大量吸氧并就医，同时迅速转送海拔低地区；
（10）注意避免过度疲劳，饮食起居有规律。不要频频洗浴，以免受凉引起感冒，这常是急
性高原肺水肿的主要诱因；
（11）患有贫血、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建议到高原地区旅游；
（12）在没有任何适应和准备的情况下，不要骤然进入海拔。

关于登山鞋
登山鞋，是专门为爬山和旅行而设计制造的鞋子，非常适合户外运动，首要功能是
防水，它的防水透气性是一般运动鞋无法比拟的，高原天气寒冷干燥，有条件的建
议穿着冲锋衣、登山鞋。

5、稻城亚丁宗教禁忌注意事项
（1）三座神山，严禁动土，严禁带走神山的一草一木一石。
（2）遇到寺庙、嘛呢堆、佛塔等最好下马，并必须从左往右绕行。

3、穿衣指南

（3）寺庙内忌讳吸烟、摸佛像、翻经书、敲钟等。对于喇嘛随身佩带的护身符、念珠等宗
教器物更不得动手摸。对神圣之物不可用单指指点，只能五指并拢，手心向上点指。

稻城属大陆季风高原型气候，冬长夏短，昼夜温差大，温度垂直差异明显。由于海
拔高，气温整体偏低，在冬季、春季、秋季进入稻城一定要带上厚毛衣、厚外套、
防水防雨性能较好的衣裤，手套、围巾，保暖和防水性较好的旅游鞋或登山徒步
鞋。

（4）不得跨越法器、火盆。

友情提示：建议带好墨镜、太阳帽、防晒霜、润唇膏、感冒药、肠胃药、阿斯匹
林、安定、头痛粉等物品。因路途遥远，有可能不能按时用餐，请带好巧克力、牛
肉干等干粮。

6、其它
（1）银行：这里的银行很少，在稻城县城与日瓦乡有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
（2）邮局：在稻城县城有一个邮局，地址：贡巴路二段21号。
（3）网络：在稻城上网是不难的，部分酒店、咖啡屋及酒吧能提供上网或wife服务。
（4）医院：稻城县医院 地址：稻城县金珠镇西街17号 电话：0836-5728030；
香格里拉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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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格里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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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交通工具及门票详情

景区门票详情
景区内线路示意图

1、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50元/人。
2、景区优惠门票
（1）持有本人学生证的在校学生。
（2）持有本人军官证、士兵证的现役军人。
（3）残疾人。
（4）60—70岁老人(凭身份证或老年优待证)。
（5）持有国家新闻署颁发的记者证的记者。
以上人员可以享受稻城亚丁门票优惠：80元/人。
景区开园闭园时间
入园时间：7:00～17:30
入园地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大门
取票时间：6:00～17:00
取票地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网络窗口

温馨提示：
如果要二进景区，现行流程：购买二次入
园票时，须出具景区的人景照片，购买后
持头天景区的门票至验票口检票进入。
（后期会更改流程为：需要在出景区前在
出口下车点办理二次入园指纹登记，在采
集仪处凭本人当天景区门票办理登记指
纹，第二天入景区的时候需要单独购买车
票60元/人，由二次入园专用通道进入景
区并刷车票通过；具体执行新政策时间以
景区通知为准）。
景区咨询电话：0836-5725215
景区投诉电话：0836-5725207

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

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
景区内交通工具
1、电瓶车：从冲古寺草坪到洛绒牛场7公里，往返80元。
运营时间：夏季（4月26日-11月4日）末班车19:30停运；冬春季（11月5日-4月25日）末班车17:40停运。
温馨提示：体力好的第一段可以选择徒步，但第二段徒步回花费较多的时间和体力，所以还是坐电瓶车吧。
2、马帮：从洛绒牛场到牛奶海的这一段山路很难走，对大家的体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徒步的话来回大约要
5-6小时，骑马来回4小时。骑马来回每人500元。
温馨提示：建议体力好的人选择徒步，这样可以走走停停，自由的观赏，在牛奶海也可以停留更久。如果到了
牛奶海还想往前走去转山的话就只能选择徒步了。
3、观光车：观光车费用每人120元，运营时间：夏季（4月26日-11月4日）末班车19:30停运；冬春季
（11月5日-4月25日）末班车17:40停运。
温馨提示：
景区交通在亚丁景区内，是不允许外面车辆进入的。但是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观光车和骑马或者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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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牛奶海
牛奶海，又叫洛绒措，位于央迈勇神山脚下的山坳里，是一个面积不大状如水滴的古冰川
湖。四周雪山环绕，湖水清莹碧蓝，湖畔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故称牛奶海。牛奶海是亚丁
地区的圣湖之一，位于央迈勇神山下，海拔4600米。湖泊形状象一滴眼泪，站在高处向下
看，她就像一块纯净的蓝松石嵌在雪山群峰中，神圣而美丽。

亚丁景区

温馨提示：游客从洛绒牛场可租马前往牛奶海，往返马帮所需时间约3小时。从洛绒牛场通
往牛奶海的路较为崎岖，中途部分路段需游客徒步，因此对游客体力具有较高要求。牛奶海
海拔较高，气温偏低，山顶风大，建议游客提前做好保暖准备。

央迈勇

智慧海

央迈勇藏语意为：文殊菩萨，位于亚丁自然保护区内，海拔5958米，为亚丁三怙主雪山的南
峰，位列三怙主之首。站在央迈勇峰下，转身向后瞧去，由群山环绕着的宽阔峡谷间，森林、
草地、溪流和睦地各守一方，央迈勇峰则像娴静端庄，冰清玉洁的少女，洁白而巍峨，显得神
圣而庄严，这气势莽莽的自然景观，俨然一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

智慧海又叫日生湖，藏语叫“勒西错”，地处央迈勇雪山西坡，湖面呈长条形处于两山之
间，海拔4600米，面积7公顷，是景区内面积最大的古冰斗湖。传闻喝一口智慧海水，可以
聪明绝顶。

路线：对于从稻城方向过来的人们来说，央迈勇是三座雪山里最难以见到的一座。人们需要从
龙龙坝进入山谷，途径冲古寺和神水门之后，才能看到央迈勇。从洛绒牛场、五色海、牛奶海
都可以看到央迈勇，而山形以从神水门到洛绒牛场途中所见为最挺拔。
温馨提示：洛绒牛场是驴友公认的夏诺多吉最佳拍摄地，其中“日照央迈勇”的拍摄时间为夏
季早上6点，秋季早上7点10分，也可以利用柔和的月光拍摄央迈勇童话般的夜景。
夏诺多吉
夏诺多吉雪山位于稻城县与凉山州木里县的交界处，海拔5958米，是三怙主雪山之一，排
行第三。夏诺多吉雪山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从沟谷中看过去，雪山具有剪影一样的效
果。黄昏是雪山最美的时候，夕阳从西边斜斜地照在雪峰上，整个雪峰沐浴在柔和的阳光
中，裸露的岩石和冰雪体被渲染得极为艳丽。

五色海
五色海藏语名为：木底措，位于牛奶海上方，仙乃日与央迈勇之间。因在阳光照射下，产生
五种不同的颜色而得名。五色海海拔4500米，在牛奶海右侧的一个陡坡之后，湖面呈圆
形，湖水清澈，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五彩光芒，殊为壮观。五色海是当地人心中的神
湖，据称能“反演历史，预测未来”。佛教典籍中盛赞该湖，称其与西藏的羊卓雍错齐名。
温馨提示：五色海由于海拔达到4500米，一般的游客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旅游局不允许
游客单独上山，因为这里出现过几次意外，所以没有4500米海拔攀登经验或者身体状况不
是特别好的朋友，最好还是只到洛绒牛场。
青蛙湖
青蛙湖，藏名为“措郎”，面积比大家所熟识的牛奶海、五色海加起来还大，是亚丁最深的
海子。春夏来临之时，湖岸四周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仙乃日的风姿倒映在墨绿如玉的湖面
上，湖中恰有两块酷似青蛙形状的岩石，分别是“金青蛙”和“银青蛙”，所以被叫做“青
蛙湖”。如果你来的时间刚好，说不定还能看见生长在湖中的青蛙呢。

拍摄时间：拍摄夏诺多吉最佳位置在冲古草坪，最佳时间为下午至傍晚夕阳时分。
仙乃日
仙乃日是亚丁三怙主神山之一，是“三怙主”雪山的北峰，佛位排在第二位。海拔6032米，意
为：观世音菩萨。是中国最美的十大神山之一。仙乃日神山外形呈环形冰斗下斜造型，所以从
两侧观看时，山峰始终面对着游人。峰顶终年积雪不化，山形酷似一尊身体后仰的大佛，端坐
在莲花宝座上，煞是威武。
距离：洛绒牛场-牛奶海，羊场山路，距离大概1.5公里，牛奶海-五色海，步行大约需要20分钟
温馨提示：山脚的珍珠海是观看仙乃日的最佳地点。是距离景区入口方向最近的一座神山，可
以在冲古寺远眺，但要近距离观赏需要骑马进入，当然体力好的朋友也可以步行前往，但是要
量力而行，骑马的费用：500元/人
珍珠海
珍珠海在藏语中称为“卓玛拉措”，是仙乃日的融雪形成的海子。面积约0.1平方公里。密林中
的珍珠海如一颗镶嵌在莲花宝座上的绿宝石，碧波荡漾，粼粼波光中透出无限清丽，湖畔四
周，参翠如屏。春天湖边片片杜鹃花灿烂怒放，秋天层林尽染，倒影着五彩斑斓的世界，令人
目眩神迷。

卡斯地狱谷
卡斯地狱谷，位于贡嘎雪山西侧，南至卡斯村，东至仙乃日南西坡的格让古冰斗，全长12公
里，海拔从4960米降至2850米，最大深度1000米，是佛教典籍中提到的世界八大寒林（尸
林）之一。在藏传佛教里，人死后灵魂从地狱谷穿越十八层地狱到达天界，因此地狱谷是人
类肉身由凡界飞升天堂的必经之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穿过地狱谷，便
是传说中的天堂，即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三座神山脚下。
温馨提示：卡斯地狱谷目前尚未进行开发，相关接待服务设施缺乏，只有少量徒步爱好者穿
越，因此不建议游客在没有当地向导情况下前往。
冲古寺
冲古寺位于仙乃日神山脚下，海拔3880米。原寺院损毁严重，去年寺院已经翻修，并与今
年8月举行了开光典礼。冲古寺隶属贡嘎郎吉岭寺，有扎巴在此念经诵佛，经堂内供奉有佛
祖释迦牟尼佛像。在亚丁景区内，冲古寺位置绝佳。身处冲古寺，对面即是千年不化的三座
神山，脚下是开满野花的草甸，身后是险峻雄浑的亚丁峡谷。冲古寺犹如天堂之门，守护着
神圣的香巴拉王国。

路线：从冲古寺草坪到珍珠海，全程为上坡路，路面已铺设木质栈道，约三公里，徒步约四十
分种
温馨提示：1.游客需尊重当地藏民风俗习惯，勿在卓玛拉措圣湖洗漱。
2.龙龙坝——冲古寺 约3公里 徒步约1小时

位置：冲古寺位于亚丁景区内，游客可从龙同坝停车场骑马或徒步至此，路程约3公里，徒
步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

冲古寺——珍珠海 约1.5公里 徒步约40分钟
珍珠海——洛绒牛场 约7.5公里 徒步约3小时
洛绒牛场

洛绒牛场是亚丁自然保护区著名景点之一，海拔4150米，是附近藏民放牧的牧场。洛绒牛
场背靠三座神山，是观赏三怙主雪山的最佳地点。牛场周围是连绵的高山草甸，春夏时节草
甸上野花盛开，漫山遍野，非常壮观。贡嘎河从牛场穿过，成群的牛羊在河边和山坡上悠闲
的吃草，一派和谐景象。徒步转山的背包客常在此安营扎寨，观赏拍摄神山日出日落。
温馨提示：洛绒牛场是通往牛奶海，五色海的必经之路（单边步行3.5小时左右）
另外小转神山仙乃日也要经过这里（由冲古寺出发，经洛绒牛场绕仙乃日转一圈，全程大概
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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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冲古寺到洛绒牛场约7公里的路程中，仙乃日、夏诺多吉和央迈勇三座雪山依次
出现，因此这段行程被誉为是拍摄亚丁神山的最佳路段；

洛绒牛场到五色海徒步约2.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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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村观景台
亚丁村位于稻城亚丁景区之内，距离售票中心约30公里，景区公路沿途设有标识牌，海拔
4060米，约30户人家。亚丁，藏语意为“向阳之地”，因日照时间长而得名。这个小山村
仿佛将仙境与人间连在一起，神山圣地在人们心中不再是遥不可及、飘渺虚无的传说，而是
充满人情味的真实场所。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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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周边

赤土河谷

仁村
当我们在高海拔的群山峻岭中颠簸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仁村的美会令人振奋，
令人神清气爽。 仁村在藏语中是世世代代出英雄的地方，是从前稻城四大土司
之一日瓦土司的领地。现今村里还保留有土司官寨。 仁村旁边的大山叫狮子
山，相传是牛郎神山的坐骑。 仁村是典型的藏寨山乡，每户人家都有一栋独立
的房子。房子用石头砌成，底部大顶部小，结构结实，既安全又保温。

赤土河谷风光迷人，这里没有太多游客停留，也没有太多汽车经过，这里有清
澈的河流，汹涌的河水，错落有致的石块，婀娜的树枝和色彩斑斓的山坡......
在这里你能观赏到原始的高山、峡谷、河流、经幡、神奇的玛呢堆，安静的河
谷里，各种颜色树木装点下的赤土河水静静流淌，一路上还能看到如世外桃源
般的藏式民居与挺拔的杨树，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当中。
松绒布姆尤尊

叶儿红村

松绒布姆尤尊景区地处稻城县城与香格里拉镇中间，隶属稻城县贡岭区赤土
乡，近邻S216省道，景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主要景观由高原湖泊、优州草
坝、多姆布湿地、稻城天际线等自然旅游资源，以及土司战争遗址、松绒布姆
尤尊神山等人文旅游资源组成，其中核心景点是由“赤珠措、翁宗措、日贡
措、戈多措、拉姆措”等大小8个湖泊组成的高原海子景观。黑海位于县城东北
方向，距县城6公里，景区海拔4000多米。面积120000平方米，五颜六色以
黑色为主，海深无测，海边有沙滩。周围风压岩面层，春、秋季节杜鹃花、格
桑花等各式各样的花儿点缀，看上去给儿女感觉美丽壮观。

叶儿红，藏语意为“山凹里的村庄”。在柏油路上沿路口的方向能远远的望到
小路曲曲弯弯地极速下降，尽头是个村子，村中的屋子都是像碉堡一样的藏式
小楼。但和很多人家不同，这里的房子颜色黯淡，没有什么装饰，能看到整面
整面用土糊起的墙，房子都是黄褐色的，如果没看到红色的窗框，这些房子就
仿佛直接从土中长出来的一样，呆滞而笨拙，无人问津的气息扑面而来。
圣水门
圣水门，因悬崖上天然而成的门形得名，是冰蚀造就的冰川遗迹。相传每年藏
历四月十五日，圣水门中会喷洒出乳白色的圣水。传说此门通往“香巴拉王
国”，如修行达到一定高度，便能看见门内景象。
贡嘎银沟
贡嘎银沟发源于牛奶海，经洛绒牛场、贡嘎冲古、龙同坝后，在康古汇入热
曲，是亚丁景区的动脉血管。水流由南向北尽情流动着，在开阔地带像绸带般
撒开，蜿蜒出最优美的曲线。如果你背着包，沿着这条河探寻亚丁的美，会看
见晴空下冰晶玉洁的雪山，近似无垠的草甸，连绵起伏的山峦，林间清脆的鸟
叫，越往前行有种接近神界的感觉。

俄初山
俄初山，在藏语里是“闪光之山”的意思，地处亚丁景区以北，距香格里拉乡
25公里，海拔5146米，它挺拔巍峨却不失俊俏，想一位端坐云端的美貌仙
子，北部为最深达1200米的俄初峡谷，承托着地势缓和的美丽小山村，南部为
高山峡谷区和东义河。山形平缓柔和，森林广袤，其间长满层层叠叠的灌木。
波瓦山
波瓦山海拔4513米，是从稻城去亚丁翻越的第一座山，山势虽不险奇，但藏语
却称它为“英雄、勇敢的山”。波瓦山北坡发现“树叶”化石，具有很高的科
研价值。沿着盘旋的公路。到山顶处，将会看见无数祈祷的经幡，蓝的代表天
空、白的代表白云、黄的代表土地、绿的代表清水、红的代表火焰。

蓝月山谷
蓝月山谷景区位于亚丁景区，邻近木里县。峡谷全长22公里，最低海拔仅
2200余米，是亚丁景区内海拔最低的景点。
山谷中分布着从亚热带到寒带的各种生物，深谷两侧群峰耸立，小溪蜿蜒奔
流，山腰间森林茫茫，长满种类繁多的药材；古道幽邃凄清，路旁古木参天。
夜幕降临时，行走在深谷中，莹白的月牙就似挂在树梢上，满天的繁星仿佛就
在头顶，你一伸手就能摸到。
牛郎神山
牛朗神山海拔4760米，是“三怙主雪山”的北山门，也是仁村和叶儿红村的守
护金刚，是进入亚丁景区的必经之路。牛郎神山观景台可以远眺仙乃日，而山
脚下便是美丽的叶儿红村。

17

更新鲜的旅游资讯/更细致的旅游服务/更全面的旅游攻略

色拉草原
色拉乡位于稻城县西南8公里，色拉藏语意为“光明之地”，因地势开阔向阳而
得名。这里有地势宽展，坡度和缓的色拉草原，十分适合拍摄。
位置：稻城县城西南8公里。东邻金珠镇，南连赤土、巨龙乡，西依木拉乡，北
接傍河乡。
万亩青杨林
稻城城县城周围的河滩上人工种植了万亩胡杨林（去日瓦乡路上可见）。 。肥
沃的良田和清澈的河流间散布着一棵棵美丽的白杨，在金秋时节，白杨林一片
金黄，掩映首蓝天白云，使这里成为具有稻城特色的美丽景色之一。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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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景点图

桑堆与红草滩地
桑堆是典型的藏族村寨，风景秀丽。最著名的就是那片耀眼的红草滩，很多人
在此驻足，只为拍摄那一片红的沁人心脾的红草滩。辽阔的牧场一望无边，河
水缓缓流过，远处起伏的山峦间散落着几处民居，这就是桑堆。
拍摄时间：红草滩季节性很强，9月底到10月初，大约持续10-15天。拍摄红
草滩最好是有阳光的时候，色泽会更艳丽而且比较有层次感。雨后天晴的话，
效果最佳。
海子山
海子山平均海拔4500米，位于理塘县和稻城县之间，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古冰
体遗迹，以“稻城古冰帽”著称。海子山最独特的景观即是大大小小的砾石构
成的石河、石海以及形态各异的冰蚀湖（海子），1145个大小不等的海子遍布
山间，如千百颗钻石熠熠闪光，其密度之大为世间罕见，海子山由此得名。
兴伊措（海子）
海子山兴伊措湖海拔为4420米，兴伊错是海子山最大最高的湖波，兴伊错被藏
民视为圣湖。这里湖水碧绿沉凝，鱼游其间;湖面宽阔，百鸟栖息。极目远望，
天地浩瀚无垠，乱石铺天盖地，自然景观绚丽磅礴，气势宏大。
傍河
傍河在县城附近，位于桑堆（北）至色拉（南）两村之间，公路旁的田园风景
让人流连忘返，其中“桑堆小镇”、“色拉晨雾”、“傍河夕照”最为有名。
色拉村是藏民集居地，如果有幸被邀请去热情好客的藏民家吃喝玩乐，是一大
幸事。

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

拍摄时间：选择拍摄傍河的田园风光适合一早一晚。光线斜射时，如果有炊烟
或薄雾更是无比秀丽，附近山上河边的杨树，常常被一束天光所罩，不要放过
这些美丽的瞬间。注意寻找开阔的位置，并要留心附近光源方向、山的高度，
以防因山高而影响日出推迟或日落过早。在时间安排上，由于距离县城很近，
可自己掌握。
蚌普寺（奔波寺）
蚌普寺(奔波寺)是稻城最古老的寺庙，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蚌普寺距县城
30公里，海拔3940米，是藏传佛教白教的寺庙，藏语叫噶举派。白教的传播
主要是靠“口述传承”，师傅口授给弟子，弟子根据师傅的传授进行修炼，不
太依赖经文和书本，所以也被称为“密宗”。
扎郎寺
扎朗寺位于稻城县傍河乡西北卜丫村，离县城12公里，建于十五世纪中期，已
有600多年，是稻城县规模最大的花教寺庙，也是唯一一座在文革中没有遭到
破坏的寺庙。该寺现有1位活佛。寺庙内所珍藏的文物是稻城县13座寺庙中最
多的，其中的铜塔、铜质佛祖像、长寿佛像等，都是嘎足曲批月热活佛在世时
从尼泊尔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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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亚丁餐饮、住宿等推荐
餐饮推荐篇
因为是藏区，稻城地区的饮食以馒头、糌粑、酥油茶、牛羊肉、青稞酒、酸奶等藏式食品为主。此外，
不少餐馆还为迎合旅游者的口味经营川菜，地道的川味小炒与火辣的四川火锅，为稻城增添了一抹火辣
的色彩。

住宿推荐篇
日松贡布酒店

日松贡布酒店

康巴素席是根据本地特有的野生菌、野菜、高原萝卜、土豆及芫根等食材，进行了以保持食材原有风味
及营养价值的菜品开发。康巴素席其代表菜肴有松露素烩汤、土司扒松茸、野菜青稞羹及菌王包等。
特色美食：松露素烩汤、土司扒松茸、野菜青稞羹等

日松贡布酒店坐落于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香格里拉镇，是全球首家以神山文化为主题的奢华度假酒店。海拔2800余米，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酒店拥有213间特色客房，6种不同风格房型，温馨静谧，现代奢华。专
属高原草本洗护套装，免费迷你吧服务，都给人带来别样的入住感受。“金朴达”小管
家服务，全方位贴心提供酒店周边、景区及当地最具特色的原创文化。
地址：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洛客小道
电话：0836-5725888/6966666

日松贡布酒店土司家宴是传承和研发几百年前本地统治阶级土司的饮食特色而来，其配菜丰富、风味
独特、味道鲜美。

稻城亚丁华美达安可酒店

特色美食：沾水牦牛肉、橙皮羊肉、青稞酒鲜牦牛肉、酥油人参果等。

稻城亚丁华美达安可酒店

稻城亚丁华美达安可酒店以经营不同主题的“康巴美食节”为特色，“康巴美食节”根据不同季节的
康巴地区食材，精心打造的以羊肚菌、松茸、牦牛肉、高原玉米、土豆等为主题的美食体验。
特色美食：羊肚菌、松茸、牦牛肉等

稻城亚丁华美达安可酒店位于稻城亚丁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香格里拉镇，毗邻繁华的香巴
拉天街购物中心，位置优越，设施配套完善，是四川省首家康巴服饰为主题的国际品牌
酒店。酒店共分为两栋，木雅楼和嘉绒楼。酒店内巧妙的植入了各种康巴服饰的元素，
使顾客在入住酒店的同时还能体验到浓郁的康巴服饰文化魅力。酒店有216间客房，独
具匠心的设计，处处体现舒适与高雅。每间房都将康巴服饰元素完美融入，别具特色，
部分客房尊享私人阳台。
地址：甘孜稻城县日瓦乡亚丁驿站
电话：0836-696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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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推荐篇

亚丁驿站酒店

日松贡布平价购物商场

亚丁驿站酒店位于稻城亚丁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香格里拉镇，毗邻繁华的香巴拉天街购物
中心，交通便利。酒店以浑然天成的藏韵氛围，如家般贴心的设计和服务，为宾客营造
温暖惬意的入住体验。62间舒适精致的独立客房，简约精致，藏式美感与便捷实用交相
辉映。房间提供免费高速无线上网服务。干净整洁的床具，柔软舒适的床榻，伴您香甜
入梦。
地址：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
电话：0836-5721888

日松贡布平价购物商场位于稻城县香格里拉镇香巴拉天街负一楼，经营面积2800平米，
由稻城县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斥资打造，是一家集购物、休闲、观光于一体
的现代化商场，设有土特产、旅游纪念品、食品干货、日用百货、虫草、松茸、藏银、
佛教用品、彩绘石刻等项目，配套设施齐全，内部环境幽雅。商场秉承“顾客至上，优
质服务”的原则，严格遵循“诚信服务、货真价实、假一赔十”的经营理念，诚挚欢迎
新老客户惠顾！
咨询电话：0836-8682701
商场地址：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香巴拉天街负一楼

娱乐推荐篇
天上亚丁演绎中心

旅行社推荐
日松贡布旅行社

由稻城县三怙主雪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来自稻城亚丁的藏族著名歌手泽仁伍波共同创
办的"天上亚丁"演艺中心。演艺中心一次性容纳700人，总面积：2100多平方，演艺中
心（晚会）主要以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为主，传播康巴文化给广大稻城亚丁游客和当地
居民一个舒适高大上的歌舞视听盛宴！
地址：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日松贡布酒店
抢座热线：0836-8682888/17760946789

康巴服饰锅庄主题晚会
华美达安可酒店设有康巴服饰锅庄主题晚会，每当
夜幕降临，在飘满五彩经幡的广场上点燃熊熊烈
火，换上吉祥的康巴服饰，围绕布满经文的火塘跳
起欢快的藏族锅庄，品尝地道的烤全羊、特色烧烤
和青稞美酒，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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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松贡布旅行社是稻城县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稻城亚丁旅游
综合服务提供商。旅行社拥有专业强大的地接团队，具备其他社无可比拟的先天优
势——集团公司下辖的自营酒店，五星日松贡布酒店，准五稻城亚丁华美达安可酒店，
四星亚丁驿站酒店；拥有自己的运输公司，包含多种车型，如39座宇通大巴、19座考斯
特、别克GL8商务、丰田霸道，满足当地的多种用车需要；拥有自己的导游队伍，多名
专职导游常年为游客服务；以及多年操作稻城亚丁旅游资源的计调团队。
咨询电话：0836-6968688/6962022/6962033

www.ya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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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这是一条用奇异色彩堆积的旅游线路，是真正绝色
的线路，这里的每一处景色都可以用作挂历封面，
但同时，它也是一条考验你意志的线路，沿途3000米
以上的高海拔，让人痛苦更快乐着。亚丁，一个集
美貌、勇敢、多变的神秘精灵。
最后，稻城亚丁旅游门户网（www.yading.cn）祝你您
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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