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线：南昆山森林温矿泉两
南昆山森林温矿泉两天
此线路周六+30
此线路周六
元/人
人

D1：
，游览观音潭
观音潭，后入住酒店。下午自行步行（步行约
15 分钟）
D1：早上指定地点集中，前往南昆山，
观音潭
前往游览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河里石头形状怪异，颜色精彩纷程，山泉水清澈见底）；晚上浸泡南昆山森林温
南昆山森林温
石河奇观
矿泉。（可免费一次温矿泉、卡拉
OK、露天羽毛球、乒乓球、麻将）
住:南昆山半山
矿泉
D2：
川龙瀑布
D2：早上自由活动或自行步行约 25 分钟游览川龙
川龙瀑布，后游客可在南昆山镇上自由选购当地特产。
瀑布
午餐后游览一线天
一线天。后返程广州，结束愉快行程！
一线天
费用含：往返车，住宿、景点大门票、一次温泉门票、导游服务。
费用含

B 线：南昆山森林温矿泉两天
收客价
收客价：308
308 元/人（60 岁以上）
岁以上）成人价：
成人价：318 元/人（此线路周五
此线路周五、
周五、六加 90 元/人）
注：住四星柏祥酒店升级团，
住四星柏祥酒店升级团，含无限次温泉、
无限次温泉、健身室、
健身室、乒乓球等

C 线：南昆山生态
南昆山生态休闲两天
生态休闲两天
此线路周六+30
元/人
人
此线路周六

：

D1：
，游览观音潭
观音潭，后入住酒店。下午自行步行（步行约
15 分钟）
D1：早上指定地点集中，前往南昆山，
观音潭
前往游览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河里石头形状怪异，颜色精彩纷程，山泉水清澈见底）；晚上自由活动。
石河奇观
（可免费卡拉 OK、
住:南昆山半山
OK、露天羽毛球、
露天羽毛球、乒乓球、
乒乓球、麻将）
麻将）
D2：
川龙瀑布
D2：早上自由活动或自行步行约 25 分钟游览川龙
川龙瀑布，后游客可在南昆山镇上自由选购当地特产。
瀑布
午餐后游览一线天
一线天。后返程广州，结束愉快行程！
一线天
费用含：往返车，住宿、景点大门票、导游服务
费用含

备注：
备注：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
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
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否则不能入住！
否则不能入住！谢谢配合！
谢谢配合！
确保客人购买旅游个人意外险；
确保客人购买旅游个人意外险；行程仅供参考，
行程仅供参考，具体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具体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特价团不送水。
特价团不送水。
集中上车时间地点：
集中上车时间地点：8: 00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市二宫地铁 A 出口）
出口）
8: 30 中山二路 3 号粤运大厦门口（
号粤运大厦门口（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
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东山口地铁 A 出口
9: 30 从化南海食街（
从化南海食街（广从路边）
广从路边）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168 元/人（60 岁以上）
岁以上） 成人：
成人：178 元/人（此线路周六加 30 元/人）
小孩：
小孩：平时 70 元/人

周末 80 元/人（小孩 1.2m 以下，
以下，只占车位）
只占车位）

南昆山——地理位置恰好在北回归线上，故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称。1993
年 10 月 4 日经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南
南昆山
昆山有 6 万亩的自然保护区，古树参天，亚热带和热带植物并茂一林，森林覆盖率达 98％，空气负离子浓度高，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
吸之如同“洗肺”，对都市人来说是“奢侈享受”。南昆山的土特产有南昆竹席、石蛙、冬笋、百凤茶、观音菜、山坑鱼、山坑螺、龙
门胡须鸡等等。
温 矿泉 ——被誉为“中国第一高山温矿泉” ，其水质细 致嫩滑，富含各 种人体所需 的矿物元素，风 格各异的温 矿泉池，
有舒筋活血、消除疲劳、美颜洁肤的功效。浸泡在竹影婆娑的温矿泉池里，呼吸着原始森林释放出来的新鲜负离子氧气，让
身体吸收温矿泉的精华元素，享受天人合一般的“森林养生泉浴疗法”，是休闲、度假、旅游的理想选择。

D1、
、出发地——
出发地——南昆山
——南昆山（
南昆山（观音潭、
观音潭、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夜泡温矿泉
——夜泡温矿泉
早上集中乘车出发（约 2 小时车程）前往有“小黄山”之称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园，途中经停巴登巴登温泉酒店。这里空气清新纯净，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游客可以在这里呼吸到清
新纯净的空气，享受天然大氧吧及森林浴。进园后往前往观音潭
观音潭，
观音潭，观赏仙瀑叠翠，寻找神奇观音化身
石。接着乘车抵达半山坳的南昆山旅游中心，安排入住酒店。餐后稍作休息，下午自行沿着绿树成荫
的山间路（步行约 15 分钟）前往游览石河
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河里到处是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山泉水清澈见底，几
奇观
个大水潭相映成趣，河岸边有两块红青色大石头，一块形如罗裙，叫罗裙石；一块像镜台，叫梳妆镜
石，喜欢照相的游客可不要错过哦）。晚餐后自由浸泡南昆山森林温矿泉
南昆山森林温矿泉（开放时间下午 16：
16：3030-23：
23：00）
00），
温矿泉会所设有室内功能池和花园庭院池两类，温矿泉水质清澈幼滑，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矿物元素，
有舒筋活血，消除疲劳等功效。
（可免费浸泡一次温矿泉
可免费浸泡一次温矿泉、
浸泡一次温矿泉、卡拉 OK、
OK、露天羽毛球、
露天羽毛球、乒乓球、
乒乓球、麻将等）
麻将等）

宿：南昆山半山

D2、
、南昆山（
南昆山（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一线天）
一线天）——回
——回程
早上 10：00 前退房后自由活动或自行（步行约 25 分钟）游览南昆山落差最大的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排山
川龙瀑布
决峡泻银河、林海苍礁缴玉波．挟润山云风影动，川龙腾婉尚吟哦），走在南昆山的竹树林深处，有
一个峡谷。峡谷尽头，峭壁矗立，壁上刻有著名书法家秦萼生写的“川龙峡三字”注山泉从一个形似
龙头的石洞中穿出，飞流直下深潭，蔚为壮观。站在峡旁的亭上观瀑，让你心旷神怡；游客也可在
一
南昆山镇上自由选购当地特产。午餐后登临南昆山奇景之一一
线天。
线天。后返程，结束愉快旅程！
标准：
标准： 1、含往返车
2、全程不含餐；
3、含上述景点首道大门票；一次温矿泉门票
4、住南昆山生态度假山庄或越海酒店、金丰酒店、登峰酒店、金鹏
酒店、南方酒店标准 2-3 人房；补房差：平时 40 元/床，周末：60 元/床

南昆山特产
龙门胡须鸡
山坑螺
灵芝

竹笋

观音菜

炒米饼
紫贝菜

青梅酒

☆备注：
备注：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
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
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
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否则不能入住！
否则不能入住！谢谢配合！
谢谢配合！确保客人购买旅
确保客人购买旅
游意外险。
游意外险。特价团不送水。
特价团不送水。此线路可能与 “三百洞直通车”
三百洞直通车” 拼车同时出发，
拼车同时出发，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 南昆山线路行程
南昆山线路行程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认“南昆山直通车”
南昆山直通车”旗
8: 00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市二宫地铁 A 出口）
出口）
8: 30 中山二路 3 号粤运大厦门口（
号粤运大厦门口（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
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东山口地铁 A 出口）
出口）
9: 30 从化南海食街（
从化南海食街（广从路边）
广从路边）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308
308 元/人（60 岁以上）
岁以上） 成人：
成人：318 元/人（此线路周五、
此线路周五、六加 90 元/人）
小孩：
小孩：平时 70 元/人

周末 80 元/人（小孩 1.2m 以下，
以下，只占车位）
只占车位）

南昆山——地理位置恰好在北回归线上，故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称。1993
年 10 月 4 日经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南
南昆山
昆山有 6 万亩的自然保护区，古树参天，亚热带和热带植物并茂一林，森林覆盖率达 98％，空气负离子浓度高，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
吸之如同“洗肺”，对都市人来说是“奢侈享受”。南昆山的土特产有南昆竹席、石蛙、冬笋、百凤茶、观音菜、山坑鱼、山坑螺、龙
门胡须鸡等等。
温 矿泉 ——被誉为“中国第一高山温矿泉” ，其水质细 致嫩滑，富含各 种人体所需 的矿物元素，风 格各异的温 矿泉池，
有舒筋活血、消除疲劳、美颜洁肤的功效。浸泡在竹影婆娑的温矿泉池里，呼吸着原始森林释放出来的新鲜负离子氧气，让
身体吸收温矿泉的精华元素，享受天人合一般的“森林养生泉浴疗法”，是休闲、度假、旅游的理想选择。

D1、
、出发地——
出发地——南昆山
——南昆山（
南昆山（观音潭、
观音潭、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夜泡温矿泉
——夜泡温矿泉
早上集中乘车出发（约 2 小时车程）前往有“小黄山”之称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园，途中经停巴登巴登温泉酒店。这里空气清新纯净，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游客可以在这里呼吸到清
新纯净的空气，享受天然大氧吧及森林浴。进园后往前往观音潭
观音潭，
观音潭，观赏仙瀑叠翠，寻找神奇观音化身
石。接着乘车抵达半山坳的南昆山旅游中心，安排入住酒店，餐后稍作休息，下午自行沿着绿树成荫
石河奇观（河里到处是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山泉水清澈见底，几
的山间路（步行约 15 分钟）前往游览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
个大水潭相映成趣，河岸边有两块红青色大石头，一块形如罗裙，叫罗裙石；一块像镜台，叫梳妆镜
石，喜欢照相的游客可不要错过哦）。晚餐后自由浸泡南昆山森林温矿泉
南昆山森林温矿泉（开放时间下午 16：
16：3030-23：
23：00）
00） ，
温矿泉会所设有室内功能池和花园庭院池两类，温矿泉水质清澈幼滑，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矿物元素，
有舒筋活血，消除疲劳等功效。
（可免费浸泡无限次温矿泉
可免费浸泡无限次温矿泉、
浸泡无限次温矿泉、健身室、
健身室、乒乓球等）
乒乓球等）

宿：南昆山四星
南昆山四星柏祥酒店
四星柏祥酒店

D2、
、南昆山（
南昆山（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一线天）
一线天）——回程
——回程
早上 10：00 前退房后自由活动或自行（步行约 25 分钟）游览南昆山落差最大的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排山
川龙瀑布
决峡泻银河、林海苍礁缴玉波．挟润山云风影动，川龙腾婉尚吟哦），走在南昆山的竹树林深处，有
一个峡谷。峡谷尽头，峭壁矗立，壁上刻有著名书法家秦萼生写的
“川龙峡三字”注山泉从一个形似龙头的石洞中穿出，飞流直下深
潭，蔚为壮观。站在峡旁的亭上观瀑，让你心旷神怡；游客也可

在南昆山镇上自由选购当地特产。午餐后登临南昆山奇景之一

南昆山特产
龙门胡须鸡
山坑螺

竹笋

观音菜

炒米饼
紫贝菜

一线天。
一线天。后返程，结束愉快旅程！

灵芝 青梅酒
标准：
标准： 1、含往返车
2、全程不含正餐，酒店含早；
3、住南昆山柏祥酒店标准双人房；补房差：
补房差：平时 218 元/床，周末 298 元/床
4、含上述景点首道大门票、无限次温矿泉；
☆备注：
备注：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
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
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否则不能入住！
否则不能入住！谢谢配合！
谢谢配合！确保客人
购买旅游意外险。
购买旅游意外险。特价团不送水。
特价团不送水。此线路可能与 “三百洞直通车”
三百洞直通车” 拼车同时出发，
拼车同时出发，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 南昆山线路行程
南昆山线路行程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认“南昆山直通车”
南昆山直通车”旗
8: 00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市二宫地铁 A 出口）
出口）
8: 30 中山二路 3 号粤运大厦门口
号粤运大厦门口（
大厦门口（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
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东山口地铁 A 出口）
出口）
9: 30 从化南海食街（
从化南海食街（广从路边）
广从路边）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98 元/人（60 岁以上）
岁以上） 成人：
成人：108
108 元/人（此线路周六加 30 元/人）
小孩：
小孩：平时 70 元/人

周末 80 元/人（小孩 1.2m 以下，
以下，只占车位）
只占车位）

南昆山——地理位置恰好在北回归线上，故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称。1993
年 10 月 4 日经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南
南昆山
昆山有 6 万亩的自然保护区，古树参天，亚热带和热带植物并茂一林，森林覆盖率达 98％，空气负离子浓度高，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
吸之如同“洗肺”，对都市人来说是“奢侈享受”。南昆山的土特产有南昆竹席、石蛙、冬笋、百凤茶、观音菜、山坑鱼、山坑螺、龙
门胡须鸡等等。

D1、
、出发地——
出发地——南昆山
——南昆山（
南昆山（观音潭、
观音潭、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早上集中乘车出发（约 2 小时车程）前往有“小黄山”之称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园，途中经停巴登巴登温泉酒店。这里空气清新纯净，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游客可以在这里呼吸到清
新纯净的空气，享受天然大氧吧及森林浴。进园后往前往观音潭
观音潭，
观音潭，观赏仙瀑叠翠，寻找神奇观音化身
石。接着乘车抵达半山坳的南昆山旅游中心，安排入住酒店，餐后稍作休息，下午自行沿着绿树成荫
的山间路（步行约 15 分钟）前往游览石河奇观
石河奇观（河里到处是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山泉水清澈见底，几
石河奇观
个大水潭相映成趣，河岸边有两块红青色大石头，一块形如罗裙，叫罗裙石；一块像镜台，叫梳妆镜
石，喜欢照相的游客可不要错过哦）。于酒店用晚餐，晚餐后自由活动。
（可免费卡拉 OK、
OK、露天羽毛球、
露天羽毛球、乒乓球、
乒乓球、麻将）
麻将）

宿：南昆山半山

D2、
、南昆山（
南昆山（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一线天）
一线天）——回程
——回程
早上 10：00 前退房后自由活动或自行（步行约 25 分钟）游览南昆山落差最大的川龙瀑布
川龙瀑布（排山
川龙瀑布
决峡泻银河、林海苍礁缴玉波．挟润山云风影动，川龙腾婉尚吟哦），走在南昆山的竹树林深处，有
一个峡谷。峡谷尽头，峭壁矗立，壁上刻有著名书法家秦萼生写的“川龙峡三字”注山泉从一个形似
龙头的石洞中穿出，飞流直下深潭，蔚为壮观。站在峡旁的亭上观
瀑，让你心旷神怡；游客也可在南昆山镇上自由选购当地特

产。午餐后登临南昆山奇景之一一线天
一线天。
一线天。后返程，结束愉快旅程！
标准：
标准： 1、含往返车
2、全程不含餐；
3、住南昆山生态度假山庄或越海酒店、一峰酒店、登峰酒店、金鹏
酒店、金丰酒店标准 2-3 人房；补房差：平时 40 元/床，周末：60 元/床
4、含上述景点首道大门票；

南昆山特产
龙门胡须鸡
山坑螺
灵芝

竹笋

观音菜

炒米饼
紫贝菜

青梅酒

☆备注：
备注：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
请提醒出游的客人必须带备有效身份证参团，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
入住酒店需出示证件，否则不能入住！
否则不能入住！谢谢配合！
谢谢配合！确保客人
购买旅游意外险。
购买旅游意外险。特价团不送水。
特价团不送水。此线路可能与 “三百洞直通车”
三百洞直通车” 拼车同时出发，
拼车同时出发，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 南昆山线路行程
南昆山线路行程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以当天导游安排为准。

▲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
散客上车集中时间：认“南昆山直通车”
南昆山直通车”旗
8: 00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
市二宫天一酒店对面麦当劳门口（市二宫地铁 A 出口）
出口）
8: 30 中山二路 3 号粤运大厦门口（
号粤运大厦门口（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
即中国电信广场对面，东山口地铁 A 出口）
出口）
9: 30 从化南海食街（
从化南海食街（广从路边）
广从路边）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
广州回程统一在连新路地铁口散团，（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
从化于华景酒楼散团），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