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了中八，要拼车就 7：30 接，不用拼就 9 点接复了中八

D1：早上于指定地点集中，前往从化三百洞森林度假村
从化三百洞森林度假村，抵达安排入住酒店，餐后稍作休息，
从化三百洞森林度假村
下午于景区自由活动。可沿着健身长廊
健身长廊、
100 万株以上，
健身长廊、健身道活动，区内杉树、松柏等林木
健身道
杉树葱笼、松柏连绵、群山叠翠，
，原始森林覆盖造就了一个天然氧区，拥有极高的负离子含量，
畅玩
在大自然中森林里呼出沉积肺里的病菌，吸入纯纯氧气，享受洗肺森林浴.；游玩后可继而畅玩
免费的娱乐项目。晚餐后自由活动。
免费的娱乐项目
｛入住可免费手动麻将、
入住可免费手动麻将、室内外乒乓球、
室内外乒乓球、室外羽毛球、
室外羽毛球、篮球、
篮球、足球、
足球、健身长廊、
健身长廊、健康道、
健康道、溯溪路
游览、
游览、登山、
登山、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山水游泳池（
山水游泳池（夏天）｝
夏天）｝

住:三百洞森林度假村
三百洞森林度假村普通
三百洞森林度假村普通双人房
普通双人房

D2: 早餐后沿着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
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登山路环绕度假区，回来沿途风景优美，小溪流水淙淙，
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
鸟语花香！与白云山顶的摩星岭同等高度，最高峰在海拔 680 米，沿途尽览流溪河弯曲婀娜多
姿柔情及从化市区的美景，登上鸡松峰山顶。午餐后自由活动，下午 15：00 分集中启程，结束
愉快行程！

F 线：三百洞森林度假村休闲二天
158 元/人
人（周五、
人，不含税）
周五、六加 30 元/人
不含税）
注：入住三百洞度假村标准
入住三百洞度假村标准双人房
标准双人房，
双人房，行程与免费项目同上“
行程与免费项目同上“E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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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为了倡导环保主题，
另外为了倡导环保主题，酒店已
酒店已取消提供一次性免费
取消提供一次性免费用品
免费用品，
用品，请谅解！
请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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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游客能够按计划出游，
为了满足游客能够按计划出游，此线路可能与 “南昆山直通车”
南昆山直通车” 拼车同时出发，
拼车同时出发，但不影
响行程原计划。
响行程原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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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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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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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复了中八，要拼车就 7：30 接，不用拼就 9 点接复了中八

成人 128 元/人 （周五、
周五、六加 30 元/人）
小孩：
小孩：70 元/人 （1.2 米以下，
米以下，只占车）
只占车）
三百洞生态度假区——位于广州市从化神岗镇新广从路旁，距
105 国道约 3.8 公里，距广州约 48 公里，占地六千多亩、海拔 600 多
三百洞生态度假区
米，是广州市最高、最新的风景区。是集健康性、趣味性、锻炼性、商务性、休闲性、娱乐性、竞赛性为一体生态旅游度假区。

D1:
D1:出发地——
出发地——三百洞森林度假区
——三百洞森林度假区（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早上于指定地点乘车（约 1.5 小时）前往位于广州市从
化神岗镇新广从路旁有“世外桃源”之称——从化
从化三百洞
从化三百洞森
三百洞森
林度假区(景区至广从路由景区车接送
度假区 景区至广从路由景区车接送，
景区至广从路由景区车接送，具体视人数而定)，
具体视人数而定
抵达后安排入住酒店（
（视当天房间情况为准）
视当天房间情况为准），餐后稍作休
息，下午于景区自由活动。可沿着健身长廊
健身长廊、健康道
健身长廊 健康道活动，
健康道
区内杉树、
内杉树、松柏等林木 100 万株以上，
万株以上，杉树葱笼、
杉树葱笼、松柏连绵、
松柏连绵、
群山叠翠，森林中许多植物能散发出有较强杀菌能力的芳香性物质。原始森林覆盖造就了一个神奇的
群山叠翠
天然氧区，拥有极高的负离子含量，负离子氧气不仅能抑制细菌的繁殖，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增强抗
病免疫能力，在大自然中森林里呼出沉积肺里的废气的病菌，吸入纯纯氧气，享受洗肺森林浴.；游玩
后可继而畅玩免费的娱乐项目
畅玩免费的娱乐项目。
畅玩免费的娱乐项目
｛入住可免费手动麻将、
入住可免费手动麻将、室内外乒乓球、
室内外乒乓球、室外羽毛球、
室外羽毛球、篮球、
篮球、足球、
足球、健身长廊、
健身长廊、健康道、
健康道、溯溪路游览、
溯溪路游览、
登山、
登山、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山水游泳池（
山水游泳池（夏天）
夏天）｝

宿：三百洞度假村普通
三百洞度假村普通双人房
普通双人房

D2：
D2：三百洞森林度假区（
三百洞森林度假区（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回程
早餐后可沿着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
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游览，登山路环绕度假区，回来沿途风景优美，小溪流水淙淙，
景区溯溪或登山小径
鸟语花香！它座落在海拔 363 米半山腰之中，与白云山顶的摩星岭同等高度
与白云山顶的摩星岭同等高度，
与白云山顶的摩星岭同等高度，最高峰在海拔 680 米，
沿着水泥梯级路直上山顶，沿途尽览流溪河弯曲婀娜多姿柔情及从化市区的美景，登上鸡松峰山顶有
杜甫诗人“会当凌绝顶
会当凌绝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感慨！在山顶观日出，朝阳鲜艳，给人注入活力，望晚霞，
一览众山小
夕阳无限美，温馨浪漫，给人无限遐想！11 点退房，下午 15：00 分集中启程（
（由景区车送至广从路
换乘旅游车，
换乘旅游车，具体时间视当天导游而定）
具体时间视当天导游而定），结束愉快行程！
接待标准：
接待标准：1、往返广州空调车；
往返广州空调车；
2、全程不含餐
全程不含餐；
不含餐；
3、含景区首道大门票；
含景区首道大门票；
4、
4、住三百洞森林度假村普通
住三百洞森林度假村普通双人房
普通双人房（房差：
房差：平时55
平时55元
55元/床，周末85
周末85元
85元/床，标双平时
标双平时95
平时95元
95元/床，周末125
周末125元
125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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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为了倡导环保主题，
另外为了倡导环保主题，酒店已
酒店已取消提供一次性免费
取消提供一次性免费用品
免费用品，
用品，请谅解！
请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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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团为特价线路，
此团为特价线路，为了满足游客能够按计划出游，
为了满足游客能够按计划出游，此线路可能与 “南昆山直通车”
南昆山直通车” 拼车
同时出发，
同时出发，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
但不影响行程原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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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宫地铁 A 出口）
出口）
8: 30 中山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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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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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便请谅解！
如有不便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