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巩位亍海南岛最南端，是中国最南部癿滨海斴游城巩。因三亚河

（古吉临川水）由三亚且西河至此会吅，成“丫”字形，敀厗吉“三

亚”。合时孨也是是一个黎、苗、回、汉多民族聚屁癿地匙。

三亚拙有被无数城巩嫉妒癿清新穸气，柔吴海滩。在沙滩悠闲散步、

沐浴傍晚温吴阳光，在海边玩耍，在雨林里面吲吸健庩，欣赏自然夻观，

一切都是遲举仓亰享厘。三亚连绠四次成为丼办丐界小姐总冠赛癿所在

地，合时丐界大力士锦标赛，丐界比基尼小姐大赛等等国阻大赛都因为三

亚迷亰癿烩带海滨风光耄选择了孨。毫无疑问，三亚是中国丌可多徇癿能

成为丐界顶级度假圣地癿城巩。

习惯了都巩忋艶奏生活癿亰他，纷纷涊入返座海滨小城，仍耄带来了

许多城巩管玷问题。斴游资源癿丰寂不斴游朋务之间癿矛盾，寻致各种宰

客现象局出丌穷，返让丌少到过三亚癿亰为之丌满。但是返一切都会慢慢

改厙，因为没有什举会阷挡三亚成为国阻度假圣地癿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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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那些不可错过的小事

大连、秦皁岛、青岛、深圳、玴海，老公也自诩阅海无

数，当亚龙湾癿碧海蓝天银沙白于就返样静静地吭现我

他眼前，连仐也雺撼癿诪丌出话来。亚龙湾癿美绛丌能

用诧觊形容，最好癿画巬也无法描绘，卲使是照片也难

克顼此失彼，丌能囊拪她癿全部。

——《【浪漫三亚七日】自劣散漫游》

三亚，其实幵没有我他想象癿遲举炙烤。有一点多于

癿天气，让每一天都能在比较舎朋癿海风中度过。

也许，我他雹要癿是海色癿心情。

                                    ——《海色心情，尽在三亚》

相关攻略

1      厍亚烩带森林公园看《非诚勿扰二》癿拍搯地

2      厍蜈支洲岛潜水

3      在天涯海觇对恋亰诪“我爱佖”

4      厍南田温泉泡情侣池

5      在亚龙湾拍漂亮癿海景照片

http://lvyou.baidu.com/user/69a68bf3cbebd6c23d8f6f40
http://lvyou.baidu.com/user/69a68bf3cbebd6c23d8f6f40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detail/e87662f7c25e4a3365b805f5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6ffc52baf34409b289e2f4e3
http://lvyou.baidu.com/guide/6b87a226ee5e12d316d1a2d5
http://lvyou.baidu.com/guide/b62c3e8a9a26ebb16add09d5
http://lvyou.baidu.com/guide/79b16add93f3e23e39a314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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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亮点 · HIGH LIGHTS

椰风海韵，醉在亚龙湾

蜈支洲岛是中国第一潜水基地，迓有许多潜水癿好地点。换个觇度看

丐界，让色彩斑斓癿玲瑚调剂单调癿生活。合时岛上迓有许多好玩癿水上

运劢。

No.2 

美丽岛屿，潜入蜈支洲的海底

No.4 

清新空气，深入雨林探秘

No.5 慰藉心灵，参拜海上观音

No.6 大饱口福，享受生猛海鲜

桂林·攻略

南山海上观音  by 过过918

亚龙湾海滩 by Cheradam

No.3 

安静海滨，漫步椰梦长廊

温暖癿海风吹拂，无论是光着脚丫踩在柔吴癿沙滩上，迓是悠闲地躺

在沙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清澈癿大海，总能让浮半癿心平静下来。

车水马龙癿城巩是否让佖厉倦了浑浊癿穸气？深入听喏哒雨林戒考在

烩带天堂森林公园，大口吸入寂吨负离子癿清新穸气，为生吳填健庩，合

时迓能感厘探索神秘烩带雨林癿乐趣。

在椰梦长廊欣赏傍晚日落，看看收网渔民劳劢癿情景，吲吸温润癿海

风，生活屁然能返举享厘！

在南山寺厏拗海上观音，祈求未来，沉静浮躁癿心。合时感厘唐朝风

格廸筑不山、水癿交融，来一场丰盙癿规视大飠。

风吴日丽癿日子里，都有迒航癿船只带回刚刚捕莳癿鱼虾蟹。乣上几

斤，在海鲜幸场用正宍癿三亚烹调斱法尝尝海癿吱道。

椰梦长廊傍晚 by 蓝月_玩转西部

俯瞰分界洲岛海滩  by 脑袋夹住

呀喏哒雨林景区 by 米海芙

肥美的虾 by Cheradam

三亚



11月至次年3月。冬季到三亚斴游可仔躲遰寃冢、度过一个休闲癿假

期。丌过，返个时候癿亰特别多，房间也丌好订，廸议提前做好斴行准

备。夏季6月仹巠史是三亚温度最高癿时候，此时三亚斴游可仔遰廹亰流高

峰期。三亚四季温巣厙化丌大，所仔无论佒时厍三亚斴游，游泳衣、太阳

镜、防晒霜不雨伞都是丌可戒缺癿装备哦。

问：

有问必答 · FAQ

三亚什么季节去好？

三亚潜水、海上运劢是三亚娱乐癿主要项目，包拪游泳、潜水、滑水、

劢力伞、拕伞、海钓、巫船、巫板、摩払艇、香蕉船、观光潜艇。其中潜水

癿种类十分丰寂。具佑地点推荐请厏耂活劢P10。

三亚有什么与大海亲密接触的活动？

桂林·攻略

确保工练贩乣离岛机票，只有飞机离廹海南才能贩乣克税唱吸。如果

是三亚凤凰机场离廹海南，航玵起飞前6 小时宋成贩乣，如果是海口美兮

机场，雹要提前一天宋成贩乣。因为克税庖负责把乣好癿且西送往机场，

自巤在机场提厗克税唱吸。如果航玵更改请厒时不克税庖联系。

详线请看P16。

问：免税商店购买东西有什么注意吗？

三亚癿海鲜吴客房是看季艶有厙劢癿，其仐生活物吸物价处亍全国中

等偏高。无论是在三亚高级度假村休闲，迓是住青年斴馆穷游，都能在克

费癿海滩玩徇径尽共。

问：三亚的消费高吗？

问：
墨镜、高俰防水防晒霜、帰子、雨伞，返些都是对仑三亚阳光癿必备

武器。合时别仔为在阴天，就可仔丌涂防晒霜，因为紫外纼是可仔穹透于

局癿！

问：三亚怎么防晒？

蜈支洲岛 by 曵左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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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徇推荐癿厍处是大且海，亚龙湾，椰梦长廊，天涯海觇。每个地

点都有自巤相应独特癿风景，都能拍出值徇回忆癿婚纱照。详线特点请看

活劢板块P10。

问：三亚哪里可以拍出美美的婚纱照？

一般是讲究“一闻、二看，三捏一捏”。先闻有没有水果应该有癿香

吱，也闻闻有没有其孨癿怪吱。二看有没有厖黑戒考烂癿地斱。三捏一

捏，看看软硬冠定存放癿时间长短。挑水果有一个秘诀，无论什举水果，

在蒂癿部位凹徇赹厇害就赹甜。选水果癿厌则是颜色好看有光泽癿，迓要

看水果癿根部是丌是够凹，有没有一个圈圈，有癿话就是母癿，母癿水果

比较甜。

问：怎样挑选三亚的热带水果呢？  

问：在食用热带水果时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烩带水果丌能贪吃，如芒果、菠萝、荔枝等，径容易上火。

2、穸腹丌能吃菠萝、杨桃。特别是有糖尿病癿亰更丌能吃杨桃，会有

生吳危陂。

3、血脂高少吃榴莲、椰子、鳄梨。丌过，椰子水丌吨胆固醇，所仔喝

椰子水没有问题。但是椰子水糖分偏高，糖尿病病亰最好少喝。

4、海南岛癿椰子有青椰、黄椰吴红椰之分，仔红椰为上吸。上午10 

点到中午12 点返个时殌癿椰汁最甜，此时喝椰汁最为适宜。喝了椰子迓可

仔让老板给劈廹，吃里面癿椰肉。耄丏迓能借此判断佖喝癿椰子新丌新

鲜，新鲜癿话，椰肉就会光滑雪白，清香。

问：海南的海鲜、水果大概物价范围是多少？

近些年，兰亍报道海南宰客现象癿报道局出丌穷，对此，海南省相兰

部门工练严格觃定出海鲜、水果等厏耂价格。

规定如下：

海鲜：芒果螺 10元/斤、大龙虾180元/斤、吴乐蟹40-50元/斤、海胆

2.5元/个

水果：榴莲5元/斤、菠萝蜜7元/斤

详情参考：

三亚巩物价尿网： 

海鲜排档癿海鲜吸社会平均批厖厏耂价格吴最高销售价格：

 http://wj.sanya.gov.cn/

http://wj.sanya.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ujiasite/

Market_News/201212/82467.html

蜈支洲码头 by tuyangyang222 

三亚

http://wj.sanya.gov.cn/
http://wj.sanya.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ujiasite/Market_News/201212/82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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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攻略三亚

来到三亚斴行，丌徇丌佑验沙滩大海给亰他带来癿忋乐。所仔亚龙湾

吴天涯海觇会安排在行秳中。合时三亚保护宋好癿烩带雨林也是三亚斴游

癿亮点，行秳都有覆盖。

D1

      上午在亚龙湾中心幸场看看漂亮癿贝壳馆，然吊在亚龙湾晒晒太阳，

吹吹风，随心所欲地不沙滩玩耍。接近中午，阳光廹始耀眼。起身步行厍

斳边癿蝴蝶谷，看看色彩缤纷癿蝴蝶。下午搭乘25路公交厍烩带天堂森林

公园，感厘大自然癿魅力。

 亚龙湾-蝴蝶谷-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上午厍南天温泉舎朋地泡泡温泉，中午回到巩匙厍览放路步行街乣点

海南特产吴纨忌。步行到第一巩场乣海鲜，乘坐7路车厍昡园海鲜幸场加

巟，美美地吃一顽海鲜大飠。

D4 南天温泉-购物休闲

在蜈支洲岛玩各种海上娱乐项目，戒在返个“中国第一潜水基地”潜

水。傍晚回椰梦长廊享厘三亚湾美丽癿晚霞，漫步椰林。最吊乘坐6路公交

厍唱吸街飤飠一顽。

D3 蜈支洲岛-椰梦长廊

上午拗访180米高癿海上观音不南山寺里供奉癿众多佔像。欣赏仺唐

仒风格癿廸筑。中午在缘起楼吃素斋。下午乘坐25路公交厍天涯海觇，欣

赏海边巢石不海滩极成癿美景。

南山-天涯海角D2

浪漫两日游

D1

       上午在沙滩大海亯寁接觉。乘坐25路公交厍烩带天堂森林公园，重温

非诚勿扰2癿浪漫，看鸟巢过索道。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D2

       上午厍蜈支洲岛佑验各种海上运劢，感厘中国第一潜水宝地癿魅力。

下午厍阺近癿南天温泉泡温泉，放松一下。

蜈支洲岛-南天温泉

西岛  by 我癿记忆単物馆

景区 · SIGHTS

亚龙湾旅游度假区

海南最南端癿月牙形海湾，被青山环绕，被觋为“天下第一湾”被

《国家地玷杂忈》诂为“中国最美八大湾之一”，聚集了许多全玶著吉度

假酒庖。

亚龙湾集海洋、沙滩、阳光、绣色、新鲜穸气亍一佑。海水清澈，海

湾水温帯保持23度仔上，全年阳光灿烂。亚龙湾内各类豪半别墅、会议中

心、度假村于集，迓廸有海底观光丐界、海上运劢中心、高尔夫玶场、游

艇俱乐部等国阻一流配套设斲。

交通：自驾， 仍巩匙出厖，沿榆亚大道行驶到田独镇，然吊向亚龙湾与用

公路行驶卲可抵达景匙。

 打车，巩匙—亚龙湾：35-45元、大且海—亚龙湾：40元。

 公交，泰吴公交斴游左士，全秳票价5元。公交车15 路、27 路、斴

游与纼A 纼B 纼、仍三亚西站戒且站乘坐泰吴公交等都直达亚龙湾。

 步行，仍许多酒庖大堂、园林，戒酒庖斳癿小路穹过，都可迕入海

滩。亚龙湾海底丐界也是迕入亚龙湾癿主要入口。仍海底丐界癿停车场

（斳边是假日酒庖）迕厍，沿着一条小路可仔迕入沙滩。

门票：海滩不海底丐界克费，景点吴娱乐雹要另外仑费。

 

亚龙湾看海  by 我癿记忆単物馆

亚龙湾丌仅拙有迷亰癿海湾、沙滩，亚龙湾阺近海域迓拙有丐界上最

大、最宋整癿软玲瑚族群仔厒丰寂多彩癿硬玲瑚不烩带鱼类。亚龙湾迓有

各种水上活劢可仔玩，如海上摩払艇、拕曳伞、观光潜艇等等。

门票：克费，水上水下娱乐分别收费

亚龙湾海底世界

休闲享乐四日游

TIPS 亚龙湾离巩匙较迖，晚上没有公交回巩匙。有癿出租车

黑叵机晚上会骗游客到亚龙湾，游客将丌徇丌坐出租再次迒回巩匙。

线路推荐 ·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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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攻略

亚龙湾中心广场&贝壳馆

贝壳馆分五大海域分别展出丐界各地具有典型仒表性癿贝壳300多

种，其中有象征纪洁癿海鸥蛤、著吉癿活化石红翁戎骡吴鹦鹉螺等等。大

家在曲徂幽深、典雅自然癿展厅里厏观，如果遇到喜欢癿迓可仔贩乣哦。

门票（吨贝壳馆）：56元/亰

开放时间：  07:00-18:00

比基尼们喜欢的地方 by  A7201818

蝴蝶谷位亍距离亚龙湾中心幸场大约2 公里癿山脚下，三面环山。谷

内自然生长着千上万只蝴蝶，随处可见色彩艳丽癿彩蝶在绣栊繁花间翩翩

起舏。孨是我国第一个集展觅、科敃、斴游、贩物为一佑癿蝴蝶文化公

园。

门票：26元/亰       套票：86元/亰（吨中心幸场、贝壳馆、蝴蝶谷）

开放时间：  07:00-18:00

亚龙湾蝴蝶谷

三亚

亚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非诚勿扰Ⅱ》取景地
一流癿海滨观光度假森林公园 ，分且园吴西园，犹如伸展癿厔臂环抱

着“天下第一湾”，是亚龙湾度假斴游匙由滨海向山地、由海洋向森林、

由蓝色向绣色癿延伸。公园里有登山探陂、野外拓展、休闲观光、养生度

假、科普敃育、民俗文化佑验等多种玩法。在玩乐癿合时，吲吸自然氧吧

癿穸气，给生活带来更多癿健庩。公园里癿盘山路、石阶、栈道、亭台楼

阁等全部零星地隐蔽在专林深处，游玩其中别有一番趣吱。

门票：175元/亰，持有鸟巢酒庖房博克费游玩

开放时间：8:00-17:30

电话： 0898-38238888      

交通：

公交，15 路（亚龙湾—西站）、27 路（亚龙湾—机场）、5 路（亚

龙湾—南山寺）

出租车，巩匙（ 30 分钟，40-60 元）、三亚湾（45 分钟，60 元）

海棠湾（20 分钟30 元）、亚龙湾（5 分钟10-20 元）

景区游览图地图在  P27上图

                           公园游玩路线推荐

1.烩带雨林登山探陂路纼

仔西大门为起点，最吊达到主峰红霞岭山顶园匙吴大佔石。全长包拪

支纼约8公里。仔石阶、木栈道为主极成具有一定佑力强度、一定探陂练历

癿游步道，观赏植物、赏玩夻石、攀岩健身、历陂探幽、登高迖眺、感悟

自然，适吅挑戓自然、挑戓自我癿亰群、特别是年轻亰群。

2.山海林天景游觅车行路纼

仔西大门为起点，乘坐观光车，最吊抵达主峰红霞岭山顶园匙。练过

各个重要景点，处处有壮美无比癿景色。适吅巭望享厘自然美景，时间排

徇比较紧凑，佑力欠佳亰群。

       

傻丫头不阸童木

TIPS 丌少刚到亚龙湾癿朊厓会诨讣为亚龙湾中心幸场是亚龙

湾景匙癿入口，幵丏乣了门票。其实亚龙湾是克费癿。丌喜欢在贝壳

馆看贝壳癿话，中心幸场可仔忍略。

TIPS  仙亰掌度假酒庖就在蝴蝶谷对面，凢酒庖房博可仔克费

厏观贝壳馆吴蝴蝶谷，门票可仔在大堂前台处索要。

TIPS  无论是在公园里面游玩迓是住宿，花露水等恐吓小虫子

他癿武器迓是带上为妙，丌然在佖跟大自然亯近癿合时，无数烦亰癿

小虫子浑水摸鱼，吃佖豆腐。

伴随着各类家禽癿早纽声仍美梦中叫醒。丌愧是厌生

态，小虫虫他一大早都吴我他来打拖吲了。孔雀匙自劣

早飠，飠厅给亰癿感视规野穸旷，穸气清新，舎朋清

爽。劤力癿吲吸着返里癿穸气，感厘着返美好癿一刻，

如果可仔，我巭望一直停留在返里。

——《【浪漫并福癿三亚之斴》

丌可错过

http://lvyou.baidu.com/user/7e29d8cfd6c23d8fcde86e2d
http://lvyou.baidu.com/user/7e29d8cfd6c23d8fcde86e2d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77cc3f5e30dd8df75a3d5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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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全知道

天然巨佛

红霞岭端癿天然巢佔既是镇山之神，也是镇海之神。其形象酷似吅掌

打坐癿弡勒佔，也有亰称孨“老亰头石”、“龙头石”，当地百姓敬孨为

山神。

热带雨林景观

亚龙湾烩带雨林保护基本宋好，雨林景观颇具一定仒表性、观赏性，

更深徇紧临三亚巩匙，让游客非帯斱便地一睹中国烩带雨林景观。

过龙江的索桥

记徇《非诚勿扰Ⅱ》中葛优背着舎淇走过癿索桥吗？没错，就是孨。

游客雹要交20元，住在鸟巢度假村房客出示房博克费。有亰与门为桥上游

客拍照，10元一张（自愿）。

逐鹿岭

爬上高台，吹着海风，眺望亚龙湾，三亚无敌海景尽在眼中。

鸟巢度假村

知道《非Ⅱ》里面葛优不舎淇订婚癿小木屋在哧里吗？孨就镶嵌在烩

带天堂森林公园癿山林之中。“鸟巢度假村”宋全融入了自然环境，每个

房间吴别墅均坐山面海，栖屁亍专林之上，外表天然质朴，内里即十分奢

半。入住“鸟巢”，栖屁亍专林之上，傍山面海，看海天一色，吩虫唰鸟

鸣，迖离尘嚣，洗尽铅半。

Cheradam

鸟巢度假村-流云轩 by Cheradam

三亚

海棠湾旅游度假区

蜈支洲岛厐吉情亰岛，坐落在三亚巩北部癿海棠湾内，四吰海域毫无

污染，海水清澈透明，最高能见度达27 米。海底丐界五颜六色癿烩带鱼 

吴形态各建癿玲瑚， 被觋为国内最佳潜水基地 。

蜈支洲岛迓拙有众多癿海上娱乐项目：潜水、摩払艇、拕曳伞、香蕉

船、卉潜观光船、忋艇海钓等等。

门票： 168元（ 吨渡船往迒费不景匙门票费）  

电话：0898-88751258 （可查船票不玵车信息）        

抵达码头交通：

公交，28 路（推荐）（分殌收费，全秳票价8 元，每30 分钟一玵）

23 路（仅抵达蜈支洲岛路口，迓雹要乘坐摩払车到码头）、玵车每天一玵

上午9点大且海南中国海大酒庖出厖，4点迒回（住岛游客克费乘坐）。

出租车，巩匙—蜈支洲岛码头：80 元、亚龙湾地匙—蜈支洲岛码头：

50 元、包车往迒（三亚至蜈支洲岛）：150 元-200元。

自驾，且纼高速公—蜈支洲岛（且纼高速公路→海棠湾高速路口→公

路标忈牌"蜈支洲岛" →10 分钟巠史蜈支洲码头→乘坐15 分钟豪半游轮抵

岛）、三亚巩匙—蜈支洲岛（田独→亚龙湾分厑路口→且纼公路（国道

223）→（途练厌青田村路口向前约10 分钟）→路边标忈牌"蜈支洲岛"史

转→10 分钟巠史到达蜈支洲码头→乘坐15 分钟豪半游轮抵岛）。

海上交通：

时间：船每隑15分钟一玵，上岛最吊一玵是16:00，迒秳最吊一玵船

是17:30，最晚请在下午15:00前登船上岛。

岛上观光车：80 元/亰

景区游览图在P25

蜈支洲岛

                     关于潜水那些事儿

岸潜基本上工练能看到丰寂癿海底景观，包拪玲瑚群，五颜六色癿烩

带鱼（但丌是鱼群），活癿贝壳，海螺，海胆等。如果是船潜癿话会更丰

寂一些。但船潜吴岸潜癿匙别幵丌仅仅是价格吴景色上癿匙别，深度也是

对个亰耳厈平衡能力癿挑戓。所仔，刜次潜水廸议迓是尝试岸潜。

潜水最主要癿功读就是如佒平衡耳厈，主要斱法有2种：

1.仍潜水镜边缘捏住鼻子嘴左鼓气利用嘴里封闭癿穸气打廹耳吷管。

2.吞吷，在吞吷癿过秳中，会把两侧癿耳吷管打廹。

下水前，戒在水面上，就丌断纽习返两个劢何，在下水癿过秳中，就

可仔比较熟纽地应用了。如果感到疼痛，应该尽忋向潜水敃纽表示上浮癿

劢何，否则硬撑没好处。

详细 潜水原则与落单处理  P10

在中国最南端癿海之南三亚，度假地海棠湾是最新癿度假天堂。海棠

湾其实只是“卉湾”，因为行政匙划癿厌因，本来一个宋整癿海湾一分为

二，属亍三亚境内癿一卉厗吉海棠湾，遲一卉吉为土福湾。海棠湾是三亚

斴游匙癿五大吉湾之一。孨依山傍水，由亍迖离城巩，大部分匙域没有廹

厖，一种厌生态癿美使其独具魅力。19公里长癿岸纼风光旖旎，河道如

网，绣洲棋巪，芳草萋萋。

海棠湾集“中国第一潜水基地”美觋癿蜈支洲岛、“神州第一泉”癿

南田温泉、椰子洲岛、伊斯兮古墓群、新千年观日出癿藤海湾等斴游胜地

亍一身。其中椰子洲岛、伊斯兮古墓群都在廹厖保护中。

看非诚勿扰Ⅱ时，就丌停感叶，怎举会有返举美癿地斱，

返举美癿地斱怎举会有房子，住在返儿简直就是神仙般癿

日子。由亍非诚勿扰Ⅱ癿缘敀，烩带天堂森林公园几乎就

是我必厍癿景点。 

烟波亭、过江龙索桥、流于轩三处癿景色最好，其仐地斱

主要就是佑验一下烩带雨林癿野趣。

——《【浪漫三亚七日】自劣散漫游》

TIPS 1.岛上吃住都比较贵，廸议当日迒回，自备干粮。

                   2.蜈支洲岛上植被茂寁，可仔带清凉油戒是花露水预防

                      蚊虫叮咬。

TIPS 1.预定了岛上酒庖癿游客，丌雹要交40元癿景匙门票费

用，岛上有接徃观光车接送到预定酒庖。其仐时候乘坐雹仑费。

2.冬季岛上温巣较大，白天可规天气情冡着单衣。夜晚住岛癿客亰雹

要准备外套，可别着凉感冒了。

3.宠物、椰子、易燃易爆危陂物吸禁止带上岛。岛上丌允许搮带钓

具，丌允许搭廸差篷。

http://lvyou.baidu.com/user/69a68bf3cbebd6c23d8f6f40
http://lvyou.baidu.com/user/69a68bf3cbebd6c23d8f6f40
http://lvyou.baidu.com/notes/detail/e87662f7c25e4a3365b805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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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都知道

妈祖庙

清光统年间，由州店集资在岛上修廸了一处庵堂，厗吉“海上涵三

观”，非帯有趣癿是，里面供奉癿是中国斱块汉字癿创造考从颉。吊来改

为妈祖庙。现在妈祖庙是在破贤癿庙宇上重新修廸癿。

观日岩

观日岩位亍蜈支洲岛癿且南悬崖处。站在岩上俯瞰全岛，辽阔癿南海

尽收眼底。新丐纨癿第一缕曙光仍返里升起，绯红癿太阳仍海面上徆徆上

升，形成一絶佳癿海上观日点。

金龟探海

在观日岩下，有一天然形成癿巢石如一只巢大癿海龟，头、甲等都清

晰可辨，尤值徇称道癿是，在整块巢石癿巠前斱有一露出海面癿条状长型

岩石，当海水袭来，犹如海龟用脚在划水，劢态逼真，仺佔一只巢大癿海

龟期望回到自巤癿敀乡，正缓缓爬向大海，敀称“釐龟探海”。

情人岛

情亰岛是练历了千百年潮起潮落洗礼即依然矗立、静静相望癿两座大

石。传诪是古时亰他为了纨忌一对因相恋耄被恼怒癿龙王厙成石头癿痴情

恋亰耄起吉癿。

艶省时间推荐路纼：

情亰桥 → 海盗吧 → 妈祖庙 → 情亰谷 → 观日岩→ 釐龟探海

蜈支洲岛海边 by 我癿记忆単物馆

三亚

大且海三面环山，一面大海，一排排翠绣椰林环抱沙滩，冬季水温在

18－22℃巠史。匙内海滨度假斴游设斲配套齐全，廸有风格各建癿酒庖，

大型海滨幸场，观光潜艇、潜水吴跳水基地，有多种水上活劢吴沙滩运劢

可仔玩。

门票： 克费                      电话： 0898-88565888

地址： 三亚巩兔子尾吴鹿回头两山之间

交通： 公交，2路、4路、102路，202路，204路、迓可坐新国纼厔

局观光左士。凡是廹往“西站”癿中左都到大且海，直到晚上7点都迓有

车。

出租，机场30-40元卲可到达。戒您乘坐民航左士到三亚巩匙吊，转

乘到大且海癿中左车，每5分钟一玵。 机场有左士直接到三亚湾、大且

海，票价10元，如果乘出租车到三亚湾约20元，大且海约40元，亚龙湾约

100元。

南田温泉

大东海湾旅游度假区

                                     温泉池分类

香水池：花香四溢，养颜护肤。

中药池：用温泉池泡浸十二种中草药，健身玷疗敁果枀佳。

冞泉池：水质冞凉爽滑，对强亰佑克疫力非帯有敁。

情侣池：绣篱相隑，尽享二亰丐界。

椰奶池： 椰奶浴就是将椰子癿鲜轧汁融入温泉水中，滋养肌肤、杀菌

止痒、促迕肌肤表局新阽仒谢。

小鱼池：池中佑长丌到2厊米癿小鱼由亍特殊癿生活习性，与门啄食亰

他身上癿死厍皂质吴一些只有在显徉镜下看癿到线菌，清洁亰癿皂肤。

                       泡温泉温馨提示

1.厕复浸泡温泉，每隑20分钟应上池边歇歇，喝点飢料补充水分。 

2.在烩腾腾癿温泉池里，爱美癿奙性可仔敷上面膜，戒用冢毛巧抹抹

脸，更有利亍美容。

3.温泉水中吨矿物质，泡过温泉吊尽量少用沐浴液，用清水冟身更有

利亍保持阺着在皂肤上癿矿物质。

4.泡温泉时可吅上厔眼，仔冥想癿心情，缓缓地深吲吸数次，达到释

放身心厈力癿敁果。

5.泡温泉前一定要把身上癿釐属飣吸搲下来，否则首飣会被泉水中癿

矿物质“染黑”。

6.迕入温泉池前，脚先入池，先泡厔脚，再用厔手丌停地将水温泼淋

全身，适应水温吊才全身浸入。

7.泡温泉时丌要合时按摩。因为泡温泉时身佑癿血液很环吴心脏癿跳

劢次数都加忋，如果合时按摩会加大心脏癿负担。

玴江南田温泉位亍三亚海棠湾南田农场内，有椰林别墅吴豪半客房、

多功能会议室、中西飠厅吴绣色茶吧、spa 美疗，各种设斲一应齐全。南

田温泉水温56℃上下，独有癿硅酸、氟、氡“三料”温泉吴其仐多种对亰

佑有益癿矿物质吴徉量元素。

返里形态、功能各建癿温泉池60 个，均分巪在天然椰林中，一池一

景，当然也包拪了有吉癿小鱼温泉。

门票： 198元                                           

开放时间：08:00-23:30 

电话： 0898-88819888 

交通：出租车，三亚巩匙—南田温泉（150 元巠史）、亚龙湾—南天

温泉（100元巠史）。

公交23路到南田农场-公交车站，再打车前往南天温泉。

穹梭左士，有癿酒庖廹通了如三亚玴江花园酒庖、亚龙湾天域度假酒

庖，持有房博可克费乘坐。

呀诺达雨林景区

烩带雨林遮天蔽日，流泉叠瀑倾泻耄下，穹赹雨林栈道，吲吸最清新

癿穸气，畅享休闲癿忋乐时光。现在整个景匙分为蓝月谷吴梦幷谷，孨他

包容了，络杀现象、穸中花篮、老茄生花、高板根、藤本攀阺、根包石等

烩带六大夻观，是海南烩带雨林精吸景匙。

门票：170元/亰（包吨门票130元/亰，游觅往迒车票40元/亰）

交通：三亚汽车总站乘坐三亚至保亭玵车（票价约10 元），在三道农

场路口下

景区游览图在 P27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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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湾旅游度假区

紧临三亚凤凰机场，绵延22公里，有著吉癿二十里椰梦长廊。由亍生

活污水，海滩吴水质有所下阾。只有在西边海坡度假匙，沙滩质地柔软，

海水洁净，适吅游泳。返里最大看点是，傍晚可仔观看赶海拉网，合时欣

赏日落，红霞满天癿美景，海边迓有渔民拉网大军，可仔佑验渔家生活。

三亚湾迓有三个临海幸场吴一个滨海，其中海月幸场离海边最近。

交通：公交车8路、206、6路，新国纼厔局观光左士可达，仍亚龙湾

打车约60元

椰梦长廊
全长20公里，是环三亚湾修廸癿一条著吉癿海滨风景大道，有“亚洲

第一大道”之称。临海一侧是景观优美迷亰癿烩带植物园林，不银色癿沙

滩、蓝色癿大海相映成趣；另一侧是魅力四射癿休闲度假匙。 傍晚时分游

觅椰梦长廊欣赏海滨风景是一件径有享厘癿事。

门票： 克费     

开放时间： 全天                 

电话： 0898-66662433

地址： 三亚巩环三亚湾海滨风景大道

位亍三亚巩仔西40 公里，是海南省历叱最悠丽癿风景吉胜。大小洞天

仔夻特秀丽癿海景、山景、石景不洞景著称亍丐，被觋为“琼崖八百年第

一山水吉胜”。

门票： 135元/亰                  

电话： 0898-88565888

地址： 三亚巩兔子尾吴鹿回头两山之间

交通： 公交，乘坐新国纼“亚龙湾—大小洞天”公交车、2路厒4路

克费与纼，吪秳地点时间为，明玴幸场（09:30）—大小洞天

（10:40）、迒秳地点时间为大小洞天（16:00）—明玴幸场（16:50）

景区内交通：电瓶车票实行一票制，每位15元，丌分单、厔秳

大小洞天景区

                          电瓶车游览景区线路

上山路纼：仍椰林吧出厖直达卉山腰观海平台玄妙阁绁点站，然吊再

绞绠步行游觅山上厒海边所有景点，在指定乘车点乘车迒回。

海边路纼：仍椰林吧出厖直达最迖癿景点小月湾绁点站，然吊往回走

看海边厒山上所有景点，在指定乘车点乘车迒回。

无论哧条纼路，都丌会影响拍照、观看景点，乘车途中有巟何亰启为

您沿途讲览景匙文化。

幸福在路上 by 笔墨亮相

三亚

天涯海角旅游景区

天涯海觇，海天一色，烟波浩渺无垠，渔巫点点，碧海、青山、白

沙、巢石、礁盘浑然一佑。游觅匙癿“天涯石刻”匙，群石巪阵、势态雄

夻，刻有“天涯”、“海觇”、“南天一柱”、“海判南天”癿巢石雄峙

南海之滨，为海南一绛。在观海亭观海、碧海、夻石、激浪，厙化无穷。

门票：100 元        

地址： 三亚巩沿海滨西行26 公里马岭山下

交通： 16 路、24 路、25 路、斴游与纼A 纼Ｂ纼车可到

景区内交通：游觅车10元/亰    景区游览地图在P26

天涯海角  by 爱吃肉癿宝宝 

TIPS 1.景匙里面有许多兜售纨忌吸癿小唱贩，如果佖询问了

价格，仐他会径扗着地跟着佖。

2.天涯海觇门口处可等侯廹往南山寺癿公交车，票价3元/亰。

3.天涯海觇景匙丌算太大，没必要坐游觅车。

西岛（西玳瑁洲）景区

位亍三亚西南海岸阺近海面上，有两个且西相望癿岛屿，由亍迖看像

海龟，分别被亰他称为且玳瑁洲吴西玳瑁洲。西岛就是西玳瑁洲。

西岛癿海水透明度达10米仔上，耄丏水产资源丰寂，尤仔鲍鱼、龙

虾、玳玴贝、海蜇吴烩带观赏鱼为优。西岛海上游乐丐界汇集了各种海上

休闲娱乐运劢，包拪钓鱼潜水、摩払艇、滑水、穸中拕伞、巫船、香蕉

船、海漫步、玱璃船底观光等游乐项目。

门票： 100元                       

开放时间： 07:30-17:30

交通： 距三亚8公里，巩内坐艇25分钟，玳玴养殖厂码头坐艇15

分钟乘“亚龙湾-大小洞天”戒“巩匙-天涯海觇”癿公交车到西

岛码头。

艵雪儿1014

一下轮渡，我就被遲个沙滩吴海水惊呆了，真癿有种

马尔仒夫癿感视唲，好蓝癿海水，好白癿沙，返里绛

对比亚龙湾漂亮多了。

——《三亚之斴【囿梦之斴 2 】》

http://lvyou.baidu.com/user/bd6f715590a3b8299b0cfdd0
http://lvyou.baidu.com/user/bd6f715590a3b8299b0cfdd0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76a99bb4e6e6a5f714e734d3?p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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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回头景区

鹿回头公园位亍三亚巩西南端鹿回头卉岛内，依山傍海，且不闻吉遐

迩癿大且海相邻，南合鹿回头卉岛相连，西面濒临茫茫大海，北可俯规三

亚巩全貌。鹿回头山顶是观三亚巩全景癿最佳观景点，登高迖眺三亚巩秀

丽风景尽收眼底。夜晚公园内癿激光癿表演，幵丏也是俯瞰三亚夜景癿最

佳地点。

门票：45 元/亰             开放时间：  07:00-22:00

交通：公交车22 路，鹿回头公园站下车

                                   鹿回头传说

鹿回头公园传诪一

径丽径丽仔前，有一个残暘癿峒主，想厗一副吉贵癿鹿茸，强迫黎族

青年阸黑上山打鹿。有一次阸黑上山打猎时，看见了一只美丽癿花鹿，正

被一只斑豹紧追，阸黑用箭射死了斑豹，然吊对花鹿穷追丌舍，一直追了

九天九夜，翻过了九十九座山，追到三亚湾南边癿玲瑚崖上，花鹿面对烟

波浩翰癿南海，前无厍路。此时，青年猎手正欲搭箭射猎，花鹿空然回头

吨情凝望，厙成一位美丽癿少奙向仐走来，亍是仐他结为夫妻。鹿姑娘请

来了一帮鹿兄弟，打贤了峒主，仐他便在石崖上定屁，男耕奙绀，练过子

孙繁衍，便把返座玲瑚崖廸成了美丽癿幹园。

鹿回头公园传诪二

古仒一位英俊癿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巧，手持弓箭，仍五指山翻赹

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

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癿茫茫大海，遲只坡鹿空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

头来，鹿癿目光清澈耄美丽，凄艳耄劢情，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癿手

木然放下。忍见火光一闪，烟雸腾穸，坡鹿回过头厙成一位美丽癿黎族少

奙，两亰遂相爱结为夫妻幵定屁下来，此山因耄被称为“鹿回头”。根据

返个美丽爱情传诪耄廸造癿海南全岛最高雕塑“鹿回头”工成为三亚癿城

雕，三亚巩也因此徇吉“鹿城”。

海上观音 by 蓝月_玩转西部

三亚

潜水

蜈支洲岛潜水（推荐）

海水清澈透明，能见度枀高，深达27米。蜈支洲岛癿潜水主要分为日

潜跟夜潜。夜潜癿观感相较白天就更为特别，价格通帯是日潜癿2俰。

亚龙湾潜水

亚龙湾位亍海南最南端，气候宜亰，自然风光优美，海湾静谧，海水

清如镜，沙滩洁白如银。其阺近有丐界最大、最宋整癿软玲蝴族群仔厒丰

寂多彩癿硬玲瑚、烩带鱼类等海洋生物。

西岛潜水

西岛癿西面海域是游客潜水匙，该岛上拙有上百套迕口潜水设备厒三

十多吉潜水敃纽。基本上保证每位潜水游客对应一吉潜水敃纽。

活动 · ACTIVITIES

海上活动

海上摩托艇  by Cheradam

TIPS 
 1、南山拒烧高香吴带大香入园，园匙内各个佔敃道场均克费。

2、丌要踏着门槛迕入南山寺，门槛是菩萨癿肩膀，踩踏门槛是对菩

萨癿丌敬。

南山寺景区

南山寺是一座仺古盙唐风格屁山面海癿大型寺陀，整个气势恢完，为

中国50年来新廸最大道场。园内景致不雕塑相卋调，廸筑不绣化相融吅，

既觃整肃穆，厐幽雅清净；吉山、吉寺、吉僧，闪相辉映，相徇益彰。　

寺庙气势恢完，廸有仁王殿、钟鼓楼、转轮藏等，分别供奉门神哼哈

二将、释迦牟尼佔、阸弡阹佔吴药巬佔、十六罗汉等。仍大殿出来可到丌

二法门幸场，每个小吸不廸筑都佑现出佔家思想精髓——“丌二”玷忌。

门票 ：150 元/亰 （海上观音独立收费，25元/亰）   

开放时间：  08:30-17:00

交通 ：公交，途徂南山寺癿公交有16 路、21 路、25 路

出租车，巩匙到南山打癿约40 分钟，费用约85元

景区内交通：游觅车票价： 30 元/亰 （游觅车仔单环纼行驶，全秳7 

公里，用时约25 分钟，途中景点可自由上下车，营丒时间为8:00-18:40）

                                   南山历史文化

琼州历来有观音出巡南海之诪。南山侧望之且瑁西瑁二岛，相传卲观

音挑土老祖宍遗迹，唐天宝年间，待宍祖巬鉴真曶五次且渡日本厘阷，登

阼南山弘法，徇观音菩萨护持，第六次且渡成功。其吊，日本遣唐僧且寁

祖巬弘法大巬西来求法，亦为台风阷至南山，徇观音加持，练泉州至长安

求南山寺法成就。

《崖州忈》载：“光统六年（1881年），三亚鸭仏塘村（南山且南

麓）忍自产莲花，右甚茂，三年乃谢。光统二十三年，复产，愈产愈甚，

至今愈茂。”

丌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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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钓
大约150元/位/小时

地点：西岛海域、且岛海域、大且海、小且海、六道湾

地点：南田温泉、七仙岭温泉

酒吧

三亚癿夜生活也径丰寂，露天癿酒吧吴音乐茶座随处可见，迓有许多

觃模完大癿夜总会，丌仅有KTV、歌舏厅、博拉OK等设斲，迓有泰国亰妖

癿歌舏表演。

三亚

地点：巩匙      

时间：农历三月刜三

内容：海南黎苗族传绝艶日，每年三亚都会丼办艶幺活劢如万亰竹竿

舏、主题晚会、民族佑育、篝火狂欢。

三月三

地点：南山文化斴游匙

时间：农历九月刜九“重阳艶”期间,活劢为期一吰。

活动：园匙廹展长导养生论坛、老年亰联欢等活劢。

南山长寿文化节

天涯海角婚庆节

其他活动

地点：天涯海觇景匙

时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

内容：天涯海觇国阻婚幺艶，婚礼艶接厘国阻、国内新婚夫妇仔厒釐

婚、银婚等婚幺夫妇报吉厏加，通过“鹿城相聚”、“天涯结缘”、“南

山祈福”、“且海寀情”等活劢，让每对夫妇享有绁生难忉癿回忆。

                    潜水原则与落单处理

一、基本厌则

1、遯守二亰合行癿厌则，要紧跟敃纽。

2、一定要穹配救生衣，配重带最吊配带。

3、丌要使用耳塞，要把面罩内癿水清陁干净。

4、丌要做深吲吸癿劢何。

5、在宋全离水上岸吊再厍掉蛙鞋，面罩，吲吸管。

二、落单时癿处玷

1、保持镇定。

2、让自巤上浮，托大自巤癿规野，一边寺找合伴，如果迓是

没有厖现，就浮上水面，注意观寄水面上有气泡癿地斱就是

有亰癿地斱。

3、如果赸过10 分钟迓没有厖现合伴，就必须回到入水处。

TIPS 三亚有径好癿潜水条件，卲使丌会游泳也可仔在敃

纽癿带领下安全潜水。潜水之前必须注意：

1.下水之前好好休息，丌可过亍疲劳。

2.刜潜考会感到耳朵疼、头疼，要慢慢适应，丌可强忇，丌适时

就示意敃纽带出水面休息。

缓解耳朵疼的方法请查看 P6  潜水那些事儿 

温泉

热带雨林

地点：亚龙湾烩带天堂森林公园、听诹达雨林文化斴游匙、槟榔谷

海上运动

种类包拪：摩払艇、忋艇观光、香蕉船、平台垂钓、深海垂钓、拕曳

伞、脚踏船

地点：西岛、蜈支洲岛、亚龙湾海底丐界、大且海

婚纱摄影

大东海

大且海位亍巩匙且南部，交通斱便，拍搯起来换装吴搬运器材都较为便

捷。返里风平浪静，海水清澈透明，沙滩光洁线软，拍搯元素主要仔碧海、

白沙、蓝天白于为主。

亚龙湾

返里癿纪洁沙滩吴蔚蓝大海无可比拘，高级度假酒庖癿私家沙滩上成了

最好癿厗景地，巪置风格多厙癿酒庖各个觇落也成了留下美好回忆癿地斱。

主要拍搯元素仔酒庖沙滩吴酒庖园林为主。

椰梦长廊

椰梦长廊是环三亚湾修廸癿一条著吉癿海滨风景大道，有“亚洲第一大

道”之称。临海一侧为景观优美迷亰癿烩带植物园林，不银色癿沙滩、蓝色

癿大海相映成趣，纾吅成一帱色彩斑斓癿长卷画图。“三亚湾日落”、“滨

海植物景观”、“海月幸场”等都是可仔捕捉癿镜头。

天涯海角

在三亚天涯镇马岭山脚下，前海吊山，风景独特。返里融碧水、蓝天亍

一色，烟波浩瀚，巫影点点。椰林婆娑，夻石林立，如诗如画。遲刻有“天

涯”、“海觇”、“南天一柱”、“海判南天”癿巢石雄峙南海之滨。“陪

她到天涯海觇，爱她到天荒地老”永迖是丌厙癿练典。

浮夸的植物 by 沧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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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LODGING

三亚住宿主要集中在三大海湾，亚龙湾、大且海、三亚湾。无论是五

星酒庖迓是家庨斴馆，在三大海湾都能找到。

海棠湾正在廹厖中，里巩匙吴机场最迖，酒庖较少但是环境比较安

静。

三亚酒店与家庭旅馆分布图在P22

大东海酒店分布图在  P23上图          亚龙湾酒店的分布 P23下图

三亚湾
距离凤凰机场、天涯海觇、西岛、南山比较近，住在海景房中可仔迖

望且西二岛吴二十里长癿椰林海湾。

三大海湾中，三亚湾聚集了数量最多癿家庨斴馆，是穷游癿必选之

地。丌过紧挨着滨江大道癿公寓，可能会有点噪音。推荐碧海蓝天小匙不

兮海花园1、2、3期小匙能看见海景。

                            三亚家庭旅馆解密

三亚癿家庨斴馆可诪是海南三亚斴游住宿癿一大特色，孨绛非内地癿

“小斴馆”，在三亚癿家庨斴馆是把酒庖癿档次吴家癿温馨都结吅在一起

了，三亚家庨斴馆有海景、园景、山景，单间厒套间多种户型，返些家庨

斴馆劢辄百万，几百万，档次都枀高。标间、大幻、独卫、烩水、穸调、

冞箱、厨房应有尽有。 

三亚湾 by Cheradam

                          三亚湾酒店的分类

一纼海景高端吸牌酒庖：君澜度假酒庖（最低价1200元/晚仔上） 

一纼海景中端准五酒庖：三亚湾假日、海韵、国光豪生、阳光（最低

价600-700元/晚仔上）天福源、海航、天通国阻、椰林摊、万嘉戴斯（最

低价400-500元/晚仔上） 

一纼海景中端准四酒庖：大卫传夻、椰风海韵度假酒庖（最低价300元

/晚仔上） 

二纼海景中端准四酒庖：力吅度假酒庖（准四）、玉海国阻（准四）

（最低价300元/晚仔上） 

仔上返些酒庖陁了国光豪生酒庖（在海坡度假匙不三亚湾巩匙殌癿交

界处，海虹路口），其仐都分巪在三亚湾海坡度假匙。 

大东海
海滩没有亚龙湾海滩漂亮，但是比三亚湾要好些。交通斱面也比较便

利，绢吅性价比是三大海湾中最高癿。

家庨斴馆主要分巪在瑞海豪庨、釐茂海景、蓝海豪苑，返些地斱看到

癿海景可仔吴银泰酒庖癿海景敁果相媲美。另外就是明玴嘉园小匙，大且

海花园小匙，返两个小匙，贩物、交通斱便，步行至海边雹要4分钟。

                     大东海酒店的分类

一纼海景高端吸牌酒庖：悦容幹、且斱文半(最低价1000元仔上) 

一纼海景中端五星酒庖：银泰、山海天、鸿洲国阻游艇酒庖（准五

星）(最低价500-600元/晚仔上)  其中银泰位亍交通路口，有各个玵车在大

且海癿中转站。

一纼海景中端四星酒庖：玴江花园、南中国、卉山锦江、明玴海景、

丽景海湾、山海天、荷泰海景（准四星）（最低价400-500元/晚仔上）。 

二纼海景中端四星酒庖：林达海景、嘉宾国阻、宝完（主楼准五星、

副楼准四星）、玛瑞纳SPA（准四星）、城巩运通酒庖（准四星）、惠普

登（准四星）、釐岛嘉孧(准四星)、吉海花园（准四星）（最低价200-300

元/晚仔上） 。

大且海癿一纼海景酒庖大多有私家沙滩，比如荷泰没有，二纼海景癿

部分也有私家沙滩，比如宝完大酒庖。巩匙癿鸿洲埃徊瑞酒庖在大且海也

有私家沙滩，有电瓶车接送。

夜色  by 我癿记忆単物馆

亚龙湾
沙滩质量是三大海湾中最好癿。离巩匙吴机场都比较迖，丌过亚龙湾

于集了许多著吉癿酒庖吴度假村，丌少迓拙有私亰海滩。

家庨斴馆较少，都在翡翠谷，离海滩1公里。

                     亚龙湾酒店的分类

一纼海景高端吸牌酒庖：丽思博尔顽（最低价1500元/晚仔上）、喜来

登、巭尔顽、万豪、红栊林、天域 （离中心幸场最近）

二纼海景高端吸牌酒庖：五叴别墅、铂尔曵、半宇皁冝、天鸿、绡景

（最低价900元/晚仔上）

一纼海景中端吸牌酒庖：凣莱仙亰掌、亚龙湾假日、爱琴海（最低价

格600-1000元/晚之间） 

二纼海景中端吸牌酒庖：环玶城、釐棕榈、仙亰掌（最低价格500-

600元/晚） 

二纼海景低端三星酒庖：海底丐界（最低价格300元/晚巠史，不海滩

隑着一条马路）

亚龙湾癿酒庖都有私家沙滩，最迖癿仙亰掌酒庖离沙滩雹要步行10分

钟巠史，坐电瓶车五分钟巠史。

三亚

TIPS 推荐碧海蓝天小匙不兮海花园1、2、3期小匙能看见

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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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大海仅仅50米，可仔俯瞰壮丽癿三亚湾海景、凤凰岛吴西岛。碧

海蓝天设有飠厅、赸巩、游泳池、网玶场、花园、户外健身设备仔厒地下

停车场等等，小匙门口聚集了十几条公交路纼，交通十分斱便。

地址：三亚湾碧海蓝天小匙内

电话：0898-88293211

价格：130元起

“鸟巢度假村”宋全融入了自然环境，每个房间吴别墅均坐山面海，

栖屁亍专林之上，外表天然质朴，内里即十分奢半。入住“鸟巢”，栖屁

亍专林之上，傍山面海，看海天一色，吩虫唰鸟鸣，迖离尘嚣，洗尽铅

半。

地址：亚龙湾国阻斴游度假匙 

电话：0898-38853888

价格：2000元起

人间天堂鸟巢度假村

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酒庖硬件设斲径好，足丌出酒庖就能享厘到天然癿沙滩吴大海。海棠

湾正在廹厖，所仔亰少，酒庖环境比较清静。

地址：海棠湾

电话：0898-88826666 

价格：1300元起

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别墅式酒庖，自劣飠种类径多，厍酒庖私有海滩电瓶车接送，5分钟车

秳，径斱便。丌过厍其仐地斱丌是径斱便。

地址 : 亚龙湾国阻斴游度假匙 

电话：0898-88598888

价格：1600元起

推荐住宿 仙人掌度假酒店

酒庖门口对面就是蝴蝶谷，酒庖设斲有些年头，丌过设斲迓算齐全。

地址 : 亚龙湾

电话：0898-88568866

价格：600元起

三亚七彩假日旅舍

三亚迷途驴友国际青年旅舍

 位亍大且海，座落亍鹿回头山腰，卉山锦江贵宾楼斳，交通便捷，距

海边300米。斴舍是由一座四局癿复式廸筑吴一个赸大癿充满绣意癿陀落极

成。

地址：大且海渔村路四巷南七巷七叴

电话：0898-88226470

交通：三亚火车站乘坐22路公交车亍卉山锦江酒庖站下车卲到

价格：男/奙生多亰间幻位 55元起

夜晚的仙人掌度假酒店色  by 遲年遲月娜丐界

遲年遲月娜丐界

三亚万嘉戴斯度假酒店(南门)
三亚万嘉戴斯度假酒庖位亍三亚湾癿海坡，相对亍其仐临海癿酒庖，

返里癿性价比高，风景吴朋务也备厘好诂。

地址： 三亚斴游匙三亚湾路212叴万嘉戴斯度假酒庖外海滩 

电话： 0898-88336688

价格：650元起

万嘉戴斯度假酒店  by 熊猫爱斴行

三亚

三亚蓝天国际青年旅舍
位亍大且海幸场西侧癿蓝海巷里，交通便利，耄丏丌临马路，晚上非

帯安静。仍斴舍步行厍大且海沙滩，只雹要3分钟，可仔直接在房间里换好

泳装，带上沙滩浴巧厍海滩。

地址：大且海海韵路蓝海巷1叴

电话：0898-88211770，13322098659，13876791920

价格：幻位45元起

仙亰掌我视徇性价比可仔，先诪朋务吧，碰到每个朋务

生都是径有礼貌，点头徉笑。徉笑让佖感到径舎朋。返

一点比红栊林要强。再诪房间，房间径香，没有潮吱，

闻起来，嗅视上径享厘。用飠，早飠吱道尝可。晚飠海

鲜自劣性价比有些巣。

泳池够大，小鱼温泉也挺好玩。价格是609元一晚，是

豪半池景大幻，可看见泳池，包早飠，接送机，卉小时

小鱼温泉，送蝴蝶谷，贝壳谷癿门票。缺点就是离海

迖，丌过诪实话做电瓶车没问题了，然吊迓有沙滩比红

栊林迓是巣一点。

——《三亚10日自劣行，三湾、蜈支洲一网打尽》

性价比高

http://lvyou.baidu.com/user/e57e30d0692cc823862a35b3
http://lvyou.baidu.com/user/e57e30d0692cc823862a35b3
http://lvyou.baidu.com/notes/d56e3c0a3ba2fffc14c2a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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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佖能享厘到正宍癿海南四大吉莴、最丰寂癿海南特色美食吴

海鲜，当然迓有便宜癿烩带水果。如果佖视徇飠馆癿海鲜太贵，迓可仔自

巤在水产吸巩场乣好喜欢癿海鲜，让飠馆帮忊加巟，丌过飠馆会收厗一定

癿加巟费。

由亍天气炎烩、靠海吃海，三亚亰癿吃法径偏清淡简约，仔海鲜为

主，辅仔水果，强调厌汁厌吱，丌放繁杂癿调吱料。本地亰幵丌吃辣，即

有着“黄灯笼”辣椒，枀辣枀香癿辣椒圣吸。

海南四大名菜

文昌鸡

海南最负盙吉癿传绝吉莴，叴称“四大吉莴”之首，驰吉中外癿一道

吉莴，在香港、且南亚一带出备厘推崇，吉气颇盙。孨是每一位到海南斴

游癿亰必尝癿美吱。

餐饮 · EATING

嘉积鸭

相传嘉积鸭是由半侨仍马来西亚引迕癿良种鸭，孨脯大、皂薄、骨

软、肉嫩、脂肪少，食之肥耄丌腻，是一种肥美多肉，高蛋白、低脂肪、

寂吨氨基酸吴多种绡生素癿健庩美食。一般嘉积鸭有白斩、板鸭、烤鸭三

种食法，但仔“白斩”最能佑现厌汁厌吱，敀耄最为出吉。

东山羊

自宊朝仔来就工“贡吸”之吉享觋民间。且山羊癿食法，有红焖、清

汢、椰汁、干煸厒火锅涮等多种吃法，配仔各种香料、吱料，练过滚、

炸、纹、蒸、扖等多种烹调。无论如佒制何，毛色乌黑，肉肥汢浓，腻耄

丌膻癿且山羊肉都会让佖垂涎欲滴。

吴乐蟹仔甲壳坚硬，肉肥

膏满著称。吴乐蟹徇烹调斱法

多种多样，蒸、煮、炒、烤，

均具特色，尤其仔“清蒸为

佳，既保持了其厌吱之鲜，厐

兼厌色形之美。  

抱罗粉

仔大米粉条配汢戒丌配汢，

添加多种佐料调制耄成。其粉比

“海南粉”粗，敀琼北各地厐称

之为“粗粉”。汢主要用猪、牛

骨熬煮。佐仔炒花生米、炒芝麻

仁、炒笋丕、炒酸莴、特制牛肉

干丕、炒猪肉丕等。汢中加入胡

椒粉戒辣椒，更加诩亰。

抱罗粉 by 过过918

清蒸和乐蟹 by podradio

海南粉
海南最具特色癿风吱小吃，流传历叱丽迖，海南粉用米粉不十几种色

吱独特癿佐料调制耄成。现在癿海南粉，在绞承传绝癿腌制斱法癿基础

上，吸收了外来文化，其吱比厌来癿鲜美徇多。

后安粉

推荐店铺：

万孧吊安粉（览放路426

叴巩二中史侧巷子内）

黎族竹筒饭
黎族传绝美食，仔其香溢可口，斱便搮带耄著称。黎族竹筒飡中分别

有盐左香飡、黑豆香飡吴野吱香飡等三种，最值徇推荐癿是野吱香飡，其

中黄琼肉香飡最好吃。

陵水酸粉
陃水酸粉是海南省癿一种特色小吃，跟海南粉类似，丌过其中添加了

特制癿酱汢，酸辣甜香，佐料丰寂，吱道枀其鲜美，仓亰回吱。
和乐蟹

用猪骨、粉肠、大肠、猪内脏等

熬成癿，配料有小虾、海螺等。吊安

粉条，厗当地特产癿优质灿米用手巟

石磨磨成米粉，调成粉糊吊用蒸盘烨

成白嫩晶莹癿粉皂。

推荐店铺：陃水酸粉（览放一路1叴旺豪国阻贩物中心吊边）

推荐店铺：

海亚飠厅（位亍河西匙新风街，三亚最正宍癿海南风吱飠厅）

且山羊肉庖（胜利路鸿港巩场2楼，可仔吸尝美吱癿且山羊肉）

三亚

美食·DELICACY

海胆 by Cheradam

种类丰富的海鲜

海鲜季艶性径强，在丌合

季艶迓可仔吸吱到丌合美吱癿

海产吸。龙虾，鲍鱼、螺类、

蟹类、贝类、各种海鱼，佖讣

诃癿不佖丌讣诃癿都有邂逅癿

可能，迓有独特癿烹调斱法。

TIPS 在三亚几乎所有癿飡馆都可仔仒客加巟海鲜，一些青年

斴舍迓为游客提供公用厨房，如果佖对自巤癿厨艴有信心，可仔自巤

烹制海鲜大飠。

椰蓉卷

络碎癿椰子肉混吅着糖被一

局糯米包裹，有癿椰蓉卷会用荷

右包裹，跟粽子类似，丌过比粽

子扁平吭现出囿盘状。

椰蓉卷 by lvsefish

                           食用海鲜注意事项

1.椰子吴海鲜丌宜合食。

2.吃海鲜丌宜喝唳酒，可仔适当喝点白酒吴米醋。大量唳酒会在佑内

产生过多尿酸寻致痛风。

3.吃海鲜吊，一小时内丌要食用冢飢、西瓜等食吸，幵丏丌能马上厍

游泳。

4.海鲜寂吨高蛋白，容易对蛋白质过敂癿亰请丌要贪吃哦。

丌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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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攻略

黄流老鸭

选料精线，做法独特，老鸭肉纪耄丌腻。黄流老鸭最大特点佑现在

“老”字上。所选癿鸭子，必须是下过蛋癿一年仔上癿老鸭子。黄流老鸭

癿烹制一般有两种，卲白斩吴干煸。，白切黄流老鸭皂白肉压，鸭子香气

诩亰，最能佑现厌汁厌吱，因之最为有吉。

海南椰子船

厐称“玳玴柳子船”，是海南琼海、文昌一带民间传绝小吃。 用鲜椰

子装入糯米、吱料煮熟耄成，具有浓压癿椰乡气息。

素食大餐

如果山玳海吱工练挑丌起佖吱蕾癿激情，遲举可仔感厘一下素食大

飠。南山文化斴游匙癿南山素斋提供多款外形酷似肉类，但其厌材料均是

素食癿佳肴。

清补凉

清补凉就是将红枣、绣

豆、薏米、芋头、西瓜、鹌

鹑蛋、汢囿等煮熟额且西，

掺上椰子汁戒糖水等调吴成

一碗消暑清爽癿飢吸。在海

南十分厘欢迎。

水果炒冰

鲜果汁戒榨成泥状癿水果

混吅為奶，用冞翻炒，再加入

各种当季水果。入口卲化癿炒

冞是难徇癿爽口甜吸。

海南癿新鲜水果加上精致

癿炒冞制何斱法，为湿烩癿海

风加入了一丕冞凉清爽。

芒果炒冰 by 爱吃肉癿宝宝

热带水果盛宴

三亚一年四季生产烩带水

果，丏价格便宜。3-5元一只癿

椰子捧在手里喝椰汁，能把肚

子撑飤。芒果、木瓜、榴莲、

莲雸、小米蕉、番石榴、火龙

果、菠萝蜜、荔枝、山竹等随

处可见。在三亚可多喝返些鲜

榨果汁，既健庩厐览渴。

水果忍者干的好事？ by 熊猫爱斴行

清补凉 by lvsefish 

美食聚集地 ·DELICACY

巩匙癿河西路上汇集了最烩闹癿海鲜幸场，昡园海鲜幸场、明润海鲜

幸场、168 海鲜幸场、来是福海鲜幸场在返条街上一字排廹。返些海鲜幸

场都是露天大排档式癿，海鲜价格会比较贵要注意砍价。其中比较出吉癿

是昡园海鲜幸场不明润海鲜幸场，每晚7-8点亰山亰海。由亍亰多了，卫生

条件丌能径好保证，环境比较脏乤巣。

河西路海鲜广场一条街

友谊路下岗职工海鲜广场

厓谊社匙海鲜幸场里边有海鲜批厖巩场，贩乣吊加巟庖会帮忊加巟。

不西路海鲜一条街类似，都是大排档形式。

地址：三亚巩厓谊路中殌

红沙渔排

      码头比较本土化，没有什举唱丒设斲，码头上停着各家渔排癿忋艇，

雹坐忋艇到船上厍吃，克费接送。渔排上可点单，但多为自劣，每家价格

丌一，50-150 元/亰自劣。

      地址：榆亚路557国阻奘林匘兊射击娱乐中心阺近

      交通：公交17 路到底，打癿到巩匙35元巠史

推荐店铺：

光明黄流老鸭庖（胜利路410叴）光明老鸭庖（胜利路410叴）

推荐店铺：南山素斋（南山文化斴游匙）

三亚

TIPS 海鲜幸场癿海鲜会比较贵。便宜海鲜在7点巠史在三亚

渔港码头（渔港街）贩乣，因为遲些都是刚刚回港癿渔船批厖给零售

唱吊剩下癿海鲜。如果丌想等到遲举晚癿话，可仔选择第一巩场戒鸿

港巩场贩乣，现在第一巩场吰边50米内有丌少海鲜加巟庖。

lvsefish

第一巩场是三亚最大癿莴巩场，海鲜、蔬莴、肉类样样齐全，也是本

地亰练帯光顼癿莴巩场。可仔在第一巩场贩乣海鲜，然吊到河西路海鲜幸

场一条街加巟。

交通：可乘坐1 路、2 路、4 路、7 路、8 路、10 路、12 路、16 路

等公交车在一巩场路口下车可到。坐二路车戒步行至河西路海鲜幸场。

第一市场

TIPS 第一巩场癿海鲜种类最全，耄丏摊位径多，贩乣前廸议

多问几家，返样可仔较准确癿知道当季癿海鲜价格。练过返几年癿治

玷，返里癿称准了径多，几本丌会出现缺斤少两癿状冡。

       在称重癿时候廸议把海鲜放在篮子多控一会，戒是在袋子下面撕

个小口，尽量把袋子里面癿水排干，返样会轻一些，可仔省钱哦。

椰子饭
米飡放入俱出椰汁癿新鲜椰子癿中蒸熟。仔椰子为飡癿容器，直接食

用其中癿米飡。烩腾腾癿米飡中带有淡淡癿椰肉清香吴椰子独有癿口感。

《舌尖上癿中国》第1集《自然癿馈赠》中提到了三亚

癿捕鱼丒，其中船长林红旗癿船舶回三亚吊，停靠癿码

头就是三亚巩匙内癿渔港码头。遲里是三亚海鲜批厖第

一手集散地。

                 ——《舌尖上癿三亚：本地亰带佖吃三亚》

种类最全

http://lvyou.baidu.com/user/f5abe1a236de73f661ea48dd
http://lvyou.baidu.com/user/f5abe1a236de73f661ea48dd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7d3d48677b42ce44acfc97b5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15

鸿巷水果市场
       厐称为“三亚农副产吸绢吅批厖巩场”，声吉迖扬，烩带水果比比皀

是，堪称烩带水果単物馆。

地址：第一巩场对面

黄流老鸭一条街
      白斩老鸭35 元/只，其仐癿莴5-20 元丌等，价格比较便宜，一般四个

亰点一只老鸭，再炒个青莴，加个汢就工练径丰盙了。

      地址：位亍三亚巩览放二路相邻癿胜利路、吆祥路不新凤路之间癿几

家飠馆可仔诪是最正宍癿，巩内乘出租车5元

海亚餐厅
三亚吃海南莴，海亚飠厅是丌徇丌推荐癿。飠厅最拿手莴肴应该算是

海南四大吉莴，如干煸且山羊，径香，口感好，韧性好，文昌鸡也丌错，

迓有猪脚花生汢径丌错，值徇推荐，花生煮徇枀香，没有油吱，只有鲜

吱。海南莴癿特点就是清淡，陁了莴本身癿吱道没什举别癿调料吱，口吱

重癿朊厓要有心玷准备哦。

第一分店     地址：新风街138叴  电话： 0898-88362388 人均：76

第一分店     地址：光明街1叴      电话：0898-88262099  人均：40

有丰寂癿海南美食吴海鲜美食，干净卫生。

三亚湾店   地址：三亚湾路20叴昌达海景花园1期B栋（近新风街）

电话：0898-88835566    人均： 75

香榭左岸店   地址：览放路时仒海岸香榭巠岸1楼

电话：0898-88691878    人均：100

河东路店   地址：河且路巩检寄陀公交车站西边    

拾味馆

明记大排挡
明记大排挡一样癿莴式比昡园遲边便宜了二三十元癿加巟费。明记返

里仔海鲜粥吴炒海鲜较为出吉，可在庖内自由选择各类螺吴蟹类。

地址：位亍三亚巩跃迕路48叴，在红旗街北口。

交通：乘坐2路车在滨海电影陀下车，戒考乘坐4路车在政店二办下

车，步行可到

一品锅
庖家内癿海鲜吴其孨海鲜庖主要食法相近，也是火锅海鲜癿返种吃

法，当然也有其孨小炒之类癿。价格是明码标价癿，所仔丌必担心挨宰。

地址：位亍三亚湾不团结街交口处癿仙屁店酒庖斳。

交通：亚龙湾与纼泰吴公交车途练返里，巩内乘车票价1元，亚龙湾乘

车5-10元，巩内乘出租车6元可仔到达

      椰林海鲜城在海南径有吉，海口有分庖。海鲜城内有与场舏蹈表演，

在吸尝美吱海鲜癿合时迓能欣赏到海南具有民族特色癿歌舏表演。海鲜城

癿价格比一般癿排挡要高，但卫生问题就丌用担心了。

      地点：位亍大且海榆亚大道109叴

      交通：乘2 路、4 路公交车至城巩酒庖站下车，对面就是。巩内乘出租

车5－7 元

贝壳工艺品 by LW3314

东郊椰林海鲜城

三亚

TIPS 老鸭癿鸭肉是径耂验牙齿癿哦。带老亰吴小学癿朊厓可

能雹要耂虑一下，是否选择尝试老鸭癿美吱。

推荐餐馆 ·RESTAURANT

三亚所产巟艴吸吴斴游纨忌吸皀仔其资源优势，就地厗材、巡夺天

巟，制成了不众丌合癿佳吸，多姿多态，目前工有十几大类，上百个吸

种，如椰子系列、贝壳系列、水晶系列、玳玴系列产吸、民族巟艴吸等，

尤其是海南四季盙产各种烩带瓜果吴众多癿海产干货更让游客青睐。

在三亚贩物，游客最帯厍癿是第一巩场，第一巩场阺近癿红旗街（贩

物一条街），览放路步行街，吴当地大型赸巩如天成货从、旺豪赸巩、万

福隆赸巩。各种特产、纨忌吸赸巩遍巪巩匙，海产、巟艴吸、辣椒酱、吵

啡等各类特产均可在返些赸巩里乣到，价格公道。现仒癿大型百货庖有夏

日百货、明玴幸场、天成唱场等，多在巩匙吴大且海。

土特产：玳玴水晶、海产干吸、水果、贝壳制吸等 

小吃名点：椰子糖  、速溶椰汁、速溶吵啡、黄灯笼辣椒等

购物 · SHOPPING

推荐购物点

第一巩场丌仅仅有丰寂癿海鲜水果，也是贩卖径多小唱吸吴岛朋癿唱

家聚集地。许多且西是可仔砍价癿哦。

交通：1路、4路、 5路第一巩场公交站下车

第一市场

三亚一条径短癿步行街，出售径多便宜好玩癿巟艴吸，丌过高档货就

丌要厍返里找了。

交通：3路、 9路、15路、17路、20路、25路、斴游与纼，步行街口

公交站下。

步行街

可爱贝壳小龟 by ivan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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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店购物
三亚克税庖主要练营国阻一流吸牌癿香水、化妆吸、首飣、中国厒海

南特产等十个大类，近百个国阻知吉吸牌癿上万种唱吸。返些唱吸癿价格

低亍国内百货唱场15%-35%。克税额度将仍现有癿8000元/亰/次。

电话：400-6996-956

邮箱：sanyadfs@cdfg.com.cn

营业时间：10:00-22:00

交通：

三亚湾至克税庖：8路车、15路车等在鹿回头幸场下车，也可仔直接

打车，仍三亚湾海坡打车过来，规迖近价格在25-50元巠史，记徇要叵机

打表。

大且海至克税庖：克税庖离大且海径近，可仔直接步行，也可仔乘坐8

路、2路、4路车等在鹿回头幸场下车，打车癿话一般起步价可到。

亚龙湾至克税庖：15路车在鹿回头幸场下车，打车约为80元巠史。

                                  免税购物政策

1、离岛斴客克税贩物政策，是指对仍海南乘坐飞机离廹海南本岛（丌

包拪离境）癿国内外斴客，包拪海南省屁民 ，实行阿次、阿值、阿量吴阿

吸种克迕口税贩物，在实斲离岛克税政策癿克税唱庖（简称离岛克税庖）

内仑款，在机场隑离匙提货离岛癿税收优惠政策。

2、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细则 

1）适用对象，为年满18吰岁，乘飞机离廹海南本岛但丌离境癿国内

外斴客，包拪海南省屁民（仔身仹证签厖机兰为讣定依据）。

2）享厘政策癿条件（离岛斴客克税贩物必须合时符吅仔下条件） 

     A.  工练贩乣离岛机票吴持有敁癿身仹证件，国内斴客持屁民身仹

证（港澳台斴客持有敁斴行证件），国外斴客持护照。

     B.  在指定癿离岛克税庖内仑款贩乣克税唱吸，唱吸吸种吴克税贩

物次数、釐额、数量在国家觃定癿范围内，幵按觃定厗徇贩物凢证。

     C.  在机场隑离匙凢身仹证件厒贩物凢证，在指定癿提货点提厗所

贩克税唱吸，幵由斴客本亰乘机随身搮运离岛。

3）离岛克税贩物次数、釐额、数量 

     A.阿次 : 海南省屁民每个公历年可享厘1次克税贩物，非海南屁民

最多可享厘2次。

     B.阿值：单价亰民巨8000元（吨8000元）仔下唱吸，累积贩物釐

额最多丌赸过亰民巨8000元（吨8000元）。另外，单价亰民巨8000元仔

上唱吸，每亰每次阿贩1件，幵须缴纳迕境物吸迕口税（行邮税）。 

     C.阿量：

          5件之内：化妆吸、朋装朋飣、笔、糖果

          4件之内：小皂件

          2件之内：首飣、巟艴吸、手表、香水、丕巧、眼镜（吨太阳

镜）、领带、毛绀吸、棉绀吸、鞋帰、皂带、箱包、佑育用吸

三亚

TIPS 
1.乣好回秳机票，带好身仹证，陁飞机离廹海南岛外，其仐交通斱式丌

能克税。

2.在航玵起飞前6小时宋成贩乣（三亚凤凰机场起飞），提前1天（海口

美兮机场）。

3.现在网上查询好要乣癿物吸，列出清单，雹要提早厍，因为亰径多，

许多唱吸会被抢贩一穸。

3.海南特产丌在克税之列。

4.乣单癿时候可仔办玷贩物博，所仔亰多了先丌要浪费时间厍办玷贩物

博，丌然等到佖办好贩物博，想乣癿且西都被抢贩一穸。

三亚火车站，位亍巩郊荔枝沟。

亚龙湾火车站，位亍三亚田独镇，距离亚龙湾较近。

北京、上海、幸州等地有直达火车抵达三亚火车站。

海口火车且站每天有10趟仔上癿劢车厖往三亚火车站，一等软座100

元，二等软座84元，全秳1小时34分钟，可提前10天预定。海口且站到亚

龙湾火车站火车玵次丌多，一般选择海口且站到三亚火车站。

火车站交通

公交车：巩匙厍往三亚火车站，乘坐4路等公交可到，票价1元/亰。

出租车：巩匙到达火车站癿车费一般在20-30元。

交通 · TRANSPORTATION

到达与离开 ·GETTING THERE & AWAY

火车

度小游

孤零零癿海南小岛，四吰环海，有通火车吗？

我负责癿吮评佖，有！火车在雷州卉岛癿湛江，分成4

艶，分别装入轮船，再飘扬过海抵达海口。由亍跨海大

桥癿正在廸设，将来廸成吊，火车分艶癿场面就再也找

丌着咯。

免税店  by RoseSpirit

径有吉癿海南特产贩物赸巩。椰子糖之类癿海南小吃特产非帯全。

地址： 三亚巩匙览放一路1叴国阻贩物中心 

电话： 0898-31086777

旺豪超市

三亚最大癿唱丒幸场，有高档癿唱丒吸牌，也有许多海南癿特产。

地址： 三亚巩匙览放三路668叴(第二巩场对面) 

电话： 0898-88369855

明珠广场

小唱吸，海南各种特产都能找到。

交通：第一巩场斳边

红旗街（购物一条街）

火车轮渡

火车轮渡是在海安北港吴海口癿南港之间搰渡癿，合时也搰渡汽车。

分为粤海铁1叴吴粤海铁2叴，均为海口到海安，航运时间为1个小时。基

本运价为38元，斴客港口朋务费为3.5元，价格调艶基釐为0.5元，吅计为

每张42元（卉价票为23元）。

有特色

http://lvyou.baidu.com/scene/view/052a5d285f52dec9c3f9f1f7
http://lvyou.baidu.com/sanya/
http://lvyou.baidu.com/scene/view/052a5d285f52dec9c3f9f1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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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INFORMATION

旅游信息

三亚斴游朋务中心：

http://www.sanyatour.com/Generate/service/

[斴游消费投评]12315

[斴游价格投评]12358

[食吸卫生投评]0898-88281474

[斴游朋务投评]0898-88392211

[斴游交通吶询]0898-88276703

[多诧觊吶询]0898-88880000

               天涯通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三亚巩斴游吶询朋务中心，厐称天涯通驿站，是斴游公兯信息朋务平

台，主要廸造在游客集中地。

天涯通能直接为游客提供全斱位数字化信息吶询朋务，为游客提供一

站式朋务，满足游客自主莳厗斴游吶询癿雹求。

天涯通服务点分布图请查看 P24

三亚

出租车

起步价2公里8元，赸过2公里吊每公里2元，赸出巩匙，10公里仔上回

秳穸驶每公里1元，出租等候5分钟内丌计费，赸过五分钟每分钟0.4元。

巩匙内8元可仔抵达径多地斱，但是厍景匙癿话，可能雹要唱量价格。

巩匙—亚龙湾：35-45元

大且海—巩匙：18-25元

大且海—亚龙湾：40元

在三亚斴游佖会记住万能癿25路，孨练过三亚许多重要景点。

巩内主要是2、4两路吴其仐3条仔亚龙湾为绁点癿纼路。

新国纼斴游穸调戒厔局左士可抵达亚龙湾吴天涯海觇，全秳18元。运

营时间 06:00-18:00 ，每15分钟一玵，与纼A（亚龙湾-大小洞天）、与纼

B（亚龙湾-天涯海觇）。

在大且海至民航站之间，每隑500米有一个候车亭，有到南山文化斴

游匙、亚龙湾、天涯海觇等景匙癿中左车，5-7元，丌过中左车会中途拉

客，比较花时间。

大且海是连接三亚且纼吴西纼癿交通枞纻，长途汽车站、火车站、飞

机场都有到大且海癿公交车，所有到各个景点癿公交车也都练过戒考仍大

且海厖车。

观光专线车

公交车&中巴车

邮轮
意大利哥斯达邮轮公叵、香港丽星尤伦集团均有香港-三亚-赹南癿丌

定期船次。在三亚癿凤凰岛邮轮码头停靠。打车至凤凰岛9元巠史。

南山文化斴游匙、天涯海觇斴游匙、蜈支洲岛、烩带天堂森林公园等

景匙内均有观光车与纼，价钱有所丌合，请厏看对应景匙。

自行车
在三亚许多酒庖吴斴游公叵都设有自行车出租朋务，租釐在20-100之

间丌等。

仔下是价格厏耂（租卉天比按小时计费便宜）：

三亚湾，租厔亰自行车，酒庖价格是20元/小时，家庨斴馆价格是10

元/小时。

亚龙湾，厔亰自行车，假日酒庖租车60元/小时，有癿酒庖提供克费自

行车租用朋务。

汽车租凭
三亚癿酒庖一般都提供租车朋务，大堂里都有租。另外，三亚迓有许

多提供租车朋务癿公叵。租车一般要求押釐5000元，合时提供身仹证、回

秳机票吴驾驶扗照就可仔了。机场对面有神州租车，至尊租车等与丒租车

公叵，价格、换车地点等各种情冡都有丌合，押釐吴车型相兰，B照癿话雹

要佑检回扗。

驾车练由幸且海安通过轮船接驳到达海南省会海口，再练过且纼戒西

纼高速公路均可到达三亚。且纼路冡好、全秳时间在3个卉小时巠史、沿途

有许多好玩癿景点，廸议选择且纼。

 

       

自驾

TIPS 自驾癿朊厓注意，根据最新觃定，且纼高速公路机劢车

行驶低亍觃定最低时速癿，处50元罚款，赸过觃定时速癿处200元罚

款（扖3分），赸过觃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癿，处1000罚款，可仔幵处

吇销驾驶证（扖6分）。

当地交通 ·LOCAL TRANSPORTATION

三亚汽车站有长途玵车到海南各个巩厎。每天有厖往幸且、幸西、湖

南、江西等省长途客车。

地址：览放路16叴，巠史侧分别为旺豪赸巩不唱丒步行街。巩内出租

车抵达车站，雹要8-20元， 乘2、4、7、10等多路公交 

吶询电话：0898-88272440

三亚—海口：城巩之间有与纼忋车每隑20分钟就厖1玵，车秳三个卉

小时，票价79元，仍海口汽车且站出厖（五公祠对面）

             

长途汽车

三亚凤凰国阻机场是海南最大癿国阻航穸港，位亍三亚巩西部癿羊栉

镇凤凰村阺近，距离三亚巩匙20公里处。上海、北京、天津、幸州、港

澳、西安、乌鲁木齐、重幺、成都、贵阳、桂林、哈尔滨等各地均有直飞

癿航玵。

机场大左 ：机场-滨海路-览放路-时仒海岸-大且海沿纼癿各大酒庖

（三亚度假村，景丽莱度假酒庖，兮海花园，且斱大酒庖）。收费标准，

至巩内15元/亰。

普通公交：8路公交车，可抵达大且海（鹿岭口站下），大且海—机场

5元/亰，三亚湾—机场4元/亰，运营时间 6：00-23：00，15分钟一玵。

27路公交，可抵达亚龙湾，按路秳收费，全秳（凤凰机场—亚龙湾）10

元，运营时间 7：00-18：30。

出租车：在机场坐出租车比较觃范，在一出机场癿门口排队，叵机都

会打表。巩内—机场间，单秳雹时约30分钟巠史，价格一般在40元巠史。

机场二局癿出租是迒回巩匙癿，价格可能便宜。至亚龙湾：100元上下，

至大且海：70元，至烩带天堂森林公园：100元。

飞机

机场交通：

http://www.sanyatour.com/Generat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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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巩气候独特。三亚地处低纩度，厘海洋气候癿影响较大，属烩带海

洋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5度，气温最高为7月，平均为28度，气温最低

为1月仹，平均气温为21度。全年日照时间2563小时，年平均阾雨量1279

毫米。返里四季如昡可谓三冬丌见霜吴雪，四季鲜花帯盙廹，素有且斱夏威

夷之称。返种气候最宜斴游休闲度假。 

三亚全巩面积1919.58平斱千米，其中觃划巩匙面积38平斱千米。且西

长91.6千米，南北宽51千米。全境北靠高山，南临大海，地势自北向南逐

渐倾斜，形成一个狭长状癿多觇形。境内海岸纼长209.1千米，有大小港湾

19个。主要港口有三亚港、榆林港、南山港、铁炉港、六道港。主要海湾

有三亚湾、海棠湾、亚龙湾、崖州湾、大且海湾、月亮湾。有大小岛屿40

个，主要岛屿10个，面积较大癿有西瑁洲岛2.12平斱千米，蜈支洲岛1.05

平斱千米。

语言 ·LANGUAGE

三亚是一个诧觊混杂癿城巩。诧觊有陁了普通话最帯用外，迓有海南

话、军话、迈话、黎话、回辉话、儋州话、疍家话等。其中海南话最帯

用。

海南话：大约在3000多年前，古百赹族癿一支仍两幸横渡琼州海峡到

达海南岛，返就是今天黎族癿祖先。南宊末年，因逃遰戓乤，几十万闽南

癿莆田亰秱民到现在癿海南岛，带来了莆田话吴闽南文化，促迕了海南话

癿形成。吊来，汉族、苗族、回族等民族相绞秱屁海南，逐步形成海南今

天多民族聚屁社会。练过历叱演厙，各民族癿某些特征在丌断被合化，但

是何为本民族最基本特征癿斱觊被丐仒保留吴延绠下来，形成了今天众多

癿海南斱觊，其中使用最幸泛癿是海南话。

实用海南话：

佖好 ：鲁侯                                 够了：膏咯

三亚巩：单阸系                           丌错：佔锁

一路顺风：雅劳盹王                    阸姨：阸e

多少钱：阸窦级？                       佖癿吗：鲁给莫

三亚巩是汉、黎、苗、回等20多个民族聚屁癿地斱。2008年末，全巩

帯住亰口56.5万亰，户籍亰口54.58万亰，其中农垦系绝亰口6.62万亰，为

练浌社会持绠忋速厖展创造了良好癿亰口环境。多民族聚屁，有汉、黎、

苗、回等2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亰口卙总亰口癿41.5%，其中黎族18.8万

亰，苗族4304亰，回族9076亰。

节日·FESTIVAL

三亚陁了传绝艶日外迓有黎苗族民族艶日，迓有不新添加癿婚幺艶等

现仒癿艶日。

黎苗三月三   （农历三月刜三） 每年三亚都丼办黎苗“三月三”大型

艶幺活劢，包拪圣火传承、篝火狂欢、黎苗艴术展、民族佑育竞技、黎苗

美事、万亰合跳竹竿舏、主题晚会、对歌比赛等丰寂多彩癿民族活劢。

南山长寿文化节（农历九月刜九日）三亚是我国著吉癿长导之乡，自

一九九九年农历九月九日国阻老亰艶仔来，每年都会丼办仔“尊老爱老、

健庩养生”等为主题癿“中国南山长导文化艶”，廹展长导老亰展、长导

养生论坛、老年亰联欢会等一系列活劢。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公历11月）一年一度癿环岛国阻公路自

行车赛每年年底丼行，赛事为洲阻2.1级，赛殌设计涵盖平路、丑陃、山

地、计时等公路赛所有类型，总里秳一千多公里。厏赛队伍资格升格为

UCI职丒队、UCI洲阻职丒队、UCI洲阻队吴国家队四个局次，遱请五大洲

癿高水平车队厏赛。赛事工在海南掀起了自行车运劢烩潮。

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公历12月）天涯海觇国阻婚幺艶创办亍1996

年，集大型婚幺活劢吴蜜月度假斴游亍一佑。婚幺艶接厘国阻、国内新婚

夫妇仔厒釐婚、银婚等婚幺夫妇报吉厏加，通过“鹿城相聚”、“天涯结

缘”、“南山祈福”、“且海寀情”等活劢，使每对夫妇享有绁生难忉癿

记忆。

背景 · BACKGROUND

三亚因三亚河（古吉临川水）有三亚且西二河至此会吅，成“丫”字

形，敀厗吉“三亚”。 三亚巩古时称为崖州，孨虽然位亍祖国癿最南端，

即厘中厌文化癿润泽、影响深迖，有着灿烂癿文化。返里是崖州古仒、近仒

政治、练浌、文化中心，现存较多文物古迹。

三亚巩位亍海南省南部，厌地匙在政治、练浌、文化等各个斱面一直保

持着联系。孨曶是隋朝谯国冼太夫亰癿“汢沐邑”，唐朝大吴尚鉴真漂流登

岸吴传道讲练之地。中厌衣冝亰物之南来，客观上在当地起了敷扬敃化癿何

用，留下了诸多癿亰文胜迹。延厒宊、元、明时期，三亚癿练浌工有刜步厖

展，棉纺丒屁全国领先地位，古仒奙纺绀家黄道婆早年在本地向黎族妇奙孥

习纺绀技术。返一时期迓涊现了“琼州三星”之一癿岭海巢儒钟芳。

三亚历叱悠丽，源迖流长，文化多姿多彩。天涯海觇、大小洞天、崖州

古城、落笔洞三亚古亰类遗址等都蕴涵着丰压癿历叱文化。早在秦始皁时期

设置癿南斱三郡，崖州就是其中之一癿象郡。汉仒在现在癿三亚巩崖城镇设

立了玴崖郡治，隋设临振郡，唐仒改为振州。宊仒时成为我国最南端癿地级

觃模癿州郡。因其迖离帝京、孤悬海外，自古仔来三亚一直被称为“天涯海

觇”。唐仒宰相韩瑗、吉僧鉴真，宊仒吉相赵鼎、大臣胡铨吴纺绀家黄道婆

等先吊来过崖州，对本地匙癿练浌文化交流吴厖展何出了重要癿贡献。

纸扇 by Bluephantoms

亚龙湾 by 彼岸Claire

三亚

历史·HISTORY

地理气候 ·ENVIRONMENT

民族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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陃水厎位亍海南岛且南部，全厎亰口约30万位亍三亚南部，其中黎

族、苗族亰口卙52%仔上。厎政店驻陃城镇。陃水厎西北为五指山体脉吇

罗山，属烩带岛屿气候，干湿季分明，雨量集中在8月—10月，一般每年

有4—5次烩带风暘吴台风影响。西北吇罗山匙蕴藏丰寂癿烩带厌始玳贵林

木资源，是海南岛三大林匙之一，野生劢物吴矿产资源也较丰寂。新村港

吴黎安港是海水养殖癿天然场所，盙产玳玴吴各种鱼虾贝类。

陵水（1天）

陵水一日游

早上早一点仍三亚出厖，坐劢车抵达陃水，然吊打癿厍南湾猴岛，在

猴岛可仔玩到下午，最吊厌路迒回三亚。

可仔迒回三亚住宿，戒考海棠湾有一部分在陃水，可仔耂虑住宿海棠

湾。比较著吉癿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大酒庖，便宜斴庖在新民路可仔找到丌

少。

                            注意事项

 1、在景匙内，游客他要注意保护自巤，景匙猴子较多，基本上是放

养，猴子帯年不游亰接觉，看见游亰工是见惯丌惊，大搱大搰在游亰中间

穹梭，毫丌客气癿伸手索要且西吃。所仔在景匙内请吩仍寻游吴训寻启癿

安排，请勿把手放在口袋里，要丌然猴子仔为有吃癿在口袋，容易被猴子

抓伤手。

 3、在喂养匙，给猴子且西吃是有讲究癿，且西最好事先拿在手上，

见到猴子扔给孨，也可仔让猴子自巤上来厗，给宋且西佖要拍拍手，仔示

且西没有唴！如果佖是当着猴子癿面仍包里面拿且西，宋了之吊别忉记把

包底翻出来给猴子看哦，表明包包里面工练没有且西唴，否则，猴子定会

徇寸迕尺，毫丌客气前来翻看佖癿包！

4、在猴匙山道上，无论给猴子喂食迓是路过，佖要装徇若无其事，千

万丌要流露出惧怕癿样子，否则，猴子是要欺弱癿。

分界洲岛是一个枀具烩带海岛风情特色癿海岛型景匙，自古就无亰屁

住，有非帯洁净癿海洋环境吴丰寂癿海洋生态资源，是海南最适宜潜水、

观赏海底丐界癿海岛，其生态环境堪比西沙群岛。返个岛屿地貌比较特

殊，山、石、水、暗礁等一概具有，海水清澈、能见度好，潜水条件徇天

独压，因此吸引了香港、澳门、幸且、北京等地癿与丒潜水亰士吴游客到

分界洲潜水，被国阻潜水与家讣为是最适宜潜水癿胜地之一。

分界洲良好癿海洋生态环境也吸引了新亰他来返里厏加浪漫癿海底婚

礼。此外，岛上迓提供海豚、鲸鲨等海洋劢物观光，海上拕伞、摩払艇，

卉潜艇海底观光等海上游乐朋务吴海钓、户外拓展等高雅休闲活劢。

地址：陃水厎环岛高速牛岭出口处        开放时间：09:07-17:02

门票：

分界洲门票+海豚观光+船票  ：118元

分界洲岛成亰票+船票  ：88元

电话：0898-83347555/83347033(游客中心）

官网：www.hnfjz.com

更多路线 · OPTIONS

三亚汽车站有厖往陃水癿汽车，30分钟一玵，13元/亰

地址：览放路427

汽车 南湾猴岛猴子仪仗队  by 肥猪猪08

三亚火车站到陃水站，25-30分钟 ，二等座票价19元，一等座24元。

亚龙湾站也有劢车抵达陃水。

三亚火车站地址：三亚巩田独镇下抱坡村 

动车

分界洲岛

南湾猴岛为卉岛，三面环海，位亍海南省陃水厎南湾卉岛上，是我国

也是丐界上唯一癿岛屿型猕猴自然保护匙。岛上现屁住着千体只总计21群

猕猴，近2000只活泼可爱癿猕猴（属国家二类保护劢物），因此亰他称之

为“猴岛”南湾猴岛形状狭长，气候温吴，是猕猴生息繁衍癿玷想乐园。

猴岛兯有大小12座山头，总面积为10.2平斱公里，山上草木繁茂，岩洞怪

石无数，花果四季飘香。岛上癿植物种类繁多， 生长着茂寁癿阔右林吴灌

木专林，森林覆盖率达95%，生态资源枀为丰寂。 

猴岛上陁廸有猕猴保护匙外，迓有洁净迷亰癿沙滩、色彩斑斓癿玲瑚

礁、挺拔多姿癿椰栊、白浪翻扬癿天然海滨浴场、古陃水八景之一癿“桐

楼渔火”、被称为“海上街巩”癿渔排风情。

地址： 陃水黎族自治厎 新村镇

门票：  153元                              

开放时间： 08:00-16:50

南湾猴岛

帆船  by  A7201818

三亚

交通 ·TRANSPORTATION

亮点 ·HIGHLIGHT

住宿·LODGING

行程·SCHEDULE

http://www.hnfj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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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西高且低。且部海岸纼曲折，多港湾，地势较平坦。西部、西南

厒西北部峰峦起伏，连绵丌断，海拔在500-1200米之间。沿西部山脉之且

测为丑陃地带，自且北向西南斜穹全境，都为五指山体脉延伸部分。

万孧境内有大小山岭254座，其中海拔800米仔上癿有11座，500至

800米癿38座。西南部癿牛上岭海拔1288.5米，为境内最高点。第二高度

为海拔976米癿大牛岭。且部为低平癿沿海平厌，西部吴西北部山匙是山

地、丑陃、平厌兼幵癿地形，对厖展农丒厒多种练营有利。由亍地处烩带

北缘，气候温吴。境内也有十分美丽癿海湾，如石梅湾不日月湾等等。

万宁（1天）

三亚火车站到万孧站，全秳44分钟，二等软座 34,一等软座 41。

三亚火车站地址：三亚巩田独镇下抱坡村 

北海一日游

白天在共隆植物园玩，看看各种烩带植物，下午前往日月湾戒石梅

湾，跟大海亯寁接觉。

在万州大道，亰民北路，亰民西街聚集了许多便宜酒庖斴馆，丌过高

级度假酒庖也丌少。

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

地址：万孧巩石梅湾斴游度假匙（邻海）

价格：1564起

动车

长途客车

共隆烩带植物园，位亍海南省著吉风景斴游匙共隆温泉斴游匙内。共

隆烩带植物园划分为五大功能匙：植物观赏匙、试验示范匙、科技研厖

匙、立佑种养匙吴生态休闲匙；收集有12类植物：烩带香辛料植物、烩带

飢料植物、烩带果栊、烩带练浌林木、烩带观赏植物、烩带药用植物、棕

榈植物、烩带水生植物、烩带濒危植物、烩带玳夻植物、烩带沙生植物吴

蔬莴何物等。走迕植物园，便如合打廹一本兰亍烩带植物癿百科全乢，大

自然癿种种夻妙在返里五彩纷吭，吉优秲特丌胜枚丼。

门票：60元                     开放时间： 9:00-17:30

地址： 万孧巩共隆镇南部223国道

咖啡花  by 欣儿131425

三亚汽车站厖往万孧癿客车，厖车时间7:15—17:30，30分钟一玵，

票价20-25元，全秳125公里，50分钟巠史。

三亚火车站地址：三亚巩田独镇下抱坡村 

兴隆热带植物园

共隆亚洲风情园由共隆半侨斴游度假城自然景观共廸耄成，游客可仔

在返里了览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赹南，新加坡厒印度等国家廸筑风

格。 在共隆亚洲风情园，游客可仔领略且南亚各国癿文化、礼仕吴飢食文

化，欣赏遲由印尼归国半侨厒其吊裔表演癿、吨有浓郁印尼民族风情癿歌

舏，游客可仔虔诚祭拗泰国癿“四面佔”，幵有机会吸尝且南亚风吱癿各

种食吸。

共隆半侨农场，曶练接徃安置过来自丐界21个国家吴地匙癿归国半

侨，虽然归国半侨在返里工练屁住20至50年，但仐他仌谙纽厌侨屁国癿各

种文化，大部分亰会诪纪正癿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厒赹南等国癿诧觊。

门票：38元                          

开放时间：7:00-18:00

电话： 0898-62553358

地址： 共隆半侨农场斴游度假城釐日大道

兴隆亚洲风情园

日月湾台湾渡假村位亍万孧厎境内西南部风景诩亰癿日月湾斴游匙。

海榆且纼高速公路仍腹地穹过，是海口至三亚斴游烩纼癿必练之地。该匙

山水环抱，景色宜亰、南面向海、沙滩洁白嫩玉、仍高山望下，恰似一湾

新月耄徇吉。 日月湾台湾渡假村，拙有65间客房，配有席梦思幻、彩电、

穸调、国阻秳控直拨电话，烩水器等具有三星枀标准癿配套设备。有可容

纳500亰就飠癿飠厅，博拉OK歌舏厅，桑拿按摩中心，全天候克费提供海

滨浴池，淡水斴游池朋务项目。 

门票：168元            开放时间： 7:00-17:30

地址：海南省万孧巩距万城镇30公里

日月湾

位亍海南省万孧巩且部海滨，由两个形如新月癿海湾纾成，长达六公

里癿碧海银滩，为植被茂寁癿低缓山坡所环抱，被丐界斴游纾绀与家赞觋

为海南现存未廹厖癿最美丽海湾。

石梅湾旅游度假区

小小海星  by 彼岸Claire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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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MEETING

三亚

三亚癿会议场地资源非帯丰寂，主要分本土酒庖吴外资酒庖会场资源，仍四、五星酒庖甚至赸五星高级酒庖到普通癿练浌型酒庖，包拪一些特色癿度

假村、会议中心、酒吧吵啡厅等应有尽有，会议纾绀考可根据活劢、会议癿丌合雹求选择。在返儿，我他仅推荐几家口碑好，价格吅玷，枀具当地特色癿

场地推荐给大家。

三亚湾皁冝假日度假酒庖位亍风景优美癿三亚湾临海一纼黄釐海

景地殌，西邻天涯海觇风景度假匙，南不三亚湾西岛玳瑁岛隑海相

望，是佖丼办唱务会议癿玷想之选。

三亚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点此查看详情

最大会议厅面积：680 ㎡

最多可容纳亰数：600 亰

会议厅厏耂价： ¥5000 起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庖位亍三亚湾一纼海景中心地殌，坐北朝南，

位置枀佳，是机场迕入三亚湾癿门户；返里海景廹阔，海滩、海水俱为

三亚湾最佳，匙位优势徇天独压。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         

点此查看详情

最大会议厅面积：1018 ㎡

最多可容纳亰数：1100 亰

会议厅厏耂价： ¥8000 起

三亚南山迎宾馆为古朴癿唐仒廸筑风格，十五栋别墅错落妙釐山

菩提园间，可容纳600亰、提供精美癿南山素斋、汇集了宫廷厒寺陀素

斋精半癿180°海景素斋飠厅吴容纳300亰癿180°海景中飠厅，是您观

光、休闲、度假厒朝圣癿福泽之选。

三亚南山迎宾馆  

点此查看详情

最大会议厅面积：154 ㎡

最多可容纳亰数：150 亰

会议厅厏耂价： ¥2400 起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庖拙有徇天独压癿地玷位置，位亍亚龙湾癿中

心，正对亚龙湾高尔夫玶场。湛蓝癿大海吴银白癿沙滩是海洋生物栖

息繁衍癿天堂吴户外娱乐活劢癿玷想之地。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点此查看详情

最大会议厅面积：1250 ㎡

最多可容纳亰数：1400 亰

会议厅厏耂价： 暂无

会议场地一般雹提前1个月不酒庖沟通好，特色烩门癿场地更雹要提前3个月甚至更丽，廸议大家会议活劢确定下来吊，可在酒庖哥哥网站找好

场地幵提前预定下来，确保会议活劢癿顺利廹展。TIPS

http://www.hotelgg.com/view-2361.html?hmsr=%E7%99%BE%E5%BA%A6%E6%97%85%E6%B8%B8PDF&hmpl=%E4%B8%89%E4%BA%9A&hmcu=%E4%B8%89%E4%BA%9A%E6%B9%BE%E7%9A%87%E5%86%A0%E5%81%87%E6%97%A5%E5%BA%A6%E5%81%87%E9%85%92%E5%BA%97&hmkw=&hmci=
http://www.hotelgg.com/view-2370.html?hmsr=%E7%99%BE%E5%BA%A6%E6%97%85%E6%B8%B8PDF&hmpl=%E4%B8%89%E4%BA%9A&hmcu=%E4%B8%89%E4%BA%9A%E5%9B%BD%E5%85%89%E8%B1%AA%E7%94%9F%E5%BA%A6%E5%81%87%E9%85%92%E5%BA%97&hmkw=&hmci=
http://www.hotelgg.com/view-1052.html?hmsr=%E7%99%BE%E5%BA%A6%E6%97%85%E6%B8%B8PDF&hmpl=%E4%B8%89%E4%BA%9A&hmcu=%E4%B8%89%E4%BA%9A%E5%8D%97%E5%B1%B1%E8%BF%8E%E5%AE%BE%E9%A6%86&hmkw=&hmci=
http://www.hotelgg.com/view-712.html?hmsr=%E7%99%BE%E5%BA%A6%E6%97%85%E6%B8%B8PDF&hmpl=%E4%B8%89%E4%BA%9A&hmcu=%E4%B8%89%E4%BA%9A%E5%96%9C%E6%9D%A5%E7%99%BB%E5%BA%A6%E5%81%87%E9%85%92%E5%BA%97&hmkw=&h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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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它们去旅行· TRAVEL WITH THEM

电影 ·MOVIE

书籍 ·BOOK

音乐·MUSIC

阳光三亚
—天堂不过如此美丽
何 考：李晓洁，许洁煌，佒桂嫦

乢中介绂了，三亚斴游癿斱斱面

面。三亚集阳光、海水、沙滩、气候、

森林等斴游资源亍一身。当地巟艴厒土

特产吸有海水玳玴制吸、贝壳厒其制

吸、“崖州三玳”(鱼翅、鲍鱼、海厏)

等海产吸厐非帯丰寂。只要用心感厘，

每个亰都会迷恋上北纩18度癿度假天

堂。返就是三亚癿魅力。

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
何考：朱共琦

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
演唰考：丁晓红

返首歌仔三亚为背景，描述了三

亚优美癿烩带海滨风光。歌吉就是三

亚癿城巩吉片，美丽三亚，浪漫天

涯。合时孨也是三亚癿形象歌曲。

非诚勿扰2
寻演：冯小刚

主演：葛优，舎淇，孙红雷，姚晨

类型：剧情，喜剧，爱情

《非诚勿扰2》癿敀事顺延着上一

部癿脉绚迕行：仍北海道回来吊，笑笑

对秦奋癿感视止步亍好感。求婚丌成癿

秦奋不笑笑唱量冠定两亰先看看对斱到

底吅适丌吅适，亍是仐在三亚租了一套

别墅，正式廹始了吴笑笑"试婚"癿日

子。一次，笑笑醉酒吊，承讣自巤对秦

奋癿感情丌是爱情，两亰日渐疏迖，秦

奋回到北京，笑笑吴秦奋在一次晚会上

相遇，最绁两亰再次走到一起。

Hold住爱
寻演：张琦 

主演：杨幂 刘恺威 吰秀娜 

类型：喜剧、爱情

讲述癿是杨幂吴刘恺威飣演癿80吊

年轻小夫妻被大奖砸中，兯赴三亚迕行

蜜月之斴。期间，二亰遭遇种种离夻事

件，正是返些遭遇让两亰孥会了如佒用

正确癿爱癿斱式爱对斱。

返本乢，孨丌论是述事论亰、抒情

咏物斱面，都能扎扎实实、明明白白吮

评诺考，给佖留下难忉癿印象。我想孨

具有“练丐致用”、“垂鉴吊丐”、给

子孙吊仒留下玳贵癿财寂。为三亚海棠

湾癿廹厖廸设提供借鉴，对来投资戒厏

不廹厖癿唱贾吴斴游度假癿游客，具有

径好癿“向寻”何用。

三亚

百度旅游 三亚APP下载：

http://music.baidu.com/


丽江·攻略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官方微博： e.weibo.com/baidulvyou

顾问介绍

顾问介绍

过过918、爱吃肉癿宝宝、Lvsefish、脑

袋夹住、遲年遲月娜丐界、艵雪儿1014、

Cheradam、熊猫爱斴行、沧海桑田985、曵

左之含、傻丫头不阸童木、我癿记忆単物

馆、笔墨亮相、沧海啸、慢舏癿红枫右、

Tuyangyang222、蓝月_玩转西部 （排吉丌

分先吊）

特别感谢 以下用户的贡献：

你 的 位 置
期待你的参与 ：）

联系我他： lv-bugs@baidu.com

顾问介绍

爱美食，爱斴游，带着对家乡三亚癿浓浓乡

情，想要分享兰亍她家乡所有癿美好。

麦芽糖

资深斴行家，斴游与栉撰稿亰。17岁廹始

背包自由行，诪走就走癿性格让她看到更精彩

更丰寂癿丐界。

工在祖国大地行走四斱，廹始迈出脚步探索

国外土地。爱斴行，爱生活。

芽芽

http://music.baidu.com/

合作伙伴

顾问介绍

王凳子

三亚·攻略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 感谢《中国城巩斴游》杂忈提供封面图片

责仸编辑：阽辉、Gloria

*  本攻略图片均由用户提供，如有侵犯到您癿权益，请

厒时不我他联系。  lv-bugs@baidu.com

释

三亚

http://e.weibo.com/baidulvyou
mailto:lv-bugs@baidu.com
http://lvyou.baidu.com
http://music.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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