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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沙面大街、探寻黄埔美食、广州塔看广州全景……

黄金周广州游，“网红”景点“逐个睇”
□ 专题图、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郭柯堂 通讯员 穗旅宣

金秋十月将至，羊城迎来国庆黄金周旅游旺季。 众多来自国内外的
游客或已做好攻略，与亲朋好友一起到访美丽广州。 漫步沙面大街、探寻
黄埔美食、广州塔看广州全景、坐游轮观珠江两岸、去长隆玩刺激机动游
戏……十一期间，广州多个景区均有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上演。 与此同
时，为确保我市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广州市旅游局制
定一系列重要措施，确保接下来的国庆黄金周“文明旅游满羊城”，让游
客感受到魅力羊城的满满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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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巴士带您走进最美广州

为更好地服务游客，
广州交通集团观光巴士线
路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期间加大发班
密度：客流高峰时段由原来 30 分钟一
班调整至 20 分钟一班。 视客流变化延
长服务时间： 西关风情线和千年古城
线末班车时间由原来 17 时调整为 18
时，珠江夜景线、新中轴夜景线则由原
来 21 时调整为 22 时。 上述服务时间
以当天实际调度运作为准。
目前， 观光巴士在线运营共有 3
条线路，分别为城市新中轴线、千年古
城线及西关风情线，环绕广州近 30 个
著名景点，如广州塔、陈家祠、北京路、

荔枝湾等， 带领游客领略新城古城的
别样魅力。 同时，观光巴士在日景线的
基础上开通了 2 条夜景线， 其贯穿夜
广州最为繁荣热闹的中心城区， 沿着
珠江一路前行， 带领游客体验大都市
的万千风情。
广州交通集团观光巴士公司一直
秉承升级城市旅游服务的理念。 一张
票，可同时乘坐观光巴士的所有线路，
且在激活后 24 小时内无限次换乘。 八
种语音自主讲解器， 为许多外来游客
提供了免费的“导游”服务，只要购票
上车便可以获得一副耳机， 听取沿线
景点的详细介绍。

游客在白 水寨 欢乐戏水 。

广州塔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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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联手加强文明旅游建设

天河商圈吸引您“买买买”

广州市天河商圈作为
全国面积最大的商圈，是
广州、华南乃至中国的第一商圈，作为
广州的核心商圈之一， 天河商圈一改
过去传统商业的连接模式， 由单纯的
商品、物的连接，升级到情感、教育、精
神的连接，将商业、旅游、文化相互融
合，形成多元化的购物天堂，成为更贴
合生活的商圈。
位于广州 CBD 中央 商务区的 天
河城， 是功能齐全的现代性综合购物
中心，开创了广州全新的消费理念，更
是很多老广州的回忆， 众多游客游玩

广州的必备打卡点； 以轻奢定位的天
环广场，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购物公
园”，耳目一新的建筑景观，欲打造成
华南高端购物中心新地标； 作为亚洲
体验之都的正佳广场， 以体验式购物
模式改变你的生活， 里面聚集了众多
知名品牌，不仅是剁手族的天堂，同时
也是吃货们的福地； 坐落于珠江新城
的 K11，是首个把人文、艺术 、自 然 三
大元素融为核心的全球性原创品牌
……除了上述几个大型特色商城，天
河商圈还有多个独具特点的商城式景
点，值得游客一一挖掘。

为了强化旅游市场的监管，广州市
旅游部门会同广州地区旅行社行业协
会、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旅游发展局
推行
“
红名单”制度，评选公示诚信旅行
社 112 家，树立正确的行风导向，并继
续落实《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建立游客出游文明信用记录，规
范游客不文明行为。
通过开展打击非法经营“广州一日
游”“不合理低价游”等专项行动，广州
已组织旅游市场检查 54 次， 处理各类
旅游投诉 1343 件； 妥善处置涉旅突发

州恒大已经连续七次获得中超联赛冠
军； 星海音乐厅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
秀区二沙岛，造型奇特的外观，被誉为
“目前中国声场效果最好的音乐厅”；
广州大剧院坐落于广州 CBD 中心位
置，由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的女性、英籍伊拉克设计师扎哈·哈迪
德设计，它不止是一座文化地标，更是
一串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 此外，广州
的十香园纪念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
博物馆等都是值得一去的文体景点。

游客到广州，除了参与传统的游玩
景点，今年的广州市还推出很多亮眼的
旅游节目。 借助“
2018 年世界航线发展
大会”、2018 年广州国际马拉松、 中超
联赛、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广州国
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全球商业活动，全
面展示广州国际形象，为国庆黄金周入
境游市场
“
敲锣打鼓”。
今年的广州市还主打“乡村旅游”
牌，推动
“
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以我国
首个
“
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为契机，筹
备启动“乡村旅游季”广州系列活动暨

序号 活动名称
岭南印象园：散客成人门票8折优惠（即48元/张）
广州动 物 园：购动物园门票全票8折优惠
白水 寨 ：正价门票8折，折后48元
广州市 花 都区 洪 秀 全纪 念 馆 ：门票8折优惠

信息时报社出版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首个粤菜师傅工作室，组织开展“百家
旅行社进乡村”专项活动，以乡村旅游
带动辐射乡村产业全面发展。
此外， 针对邮轮旅游发展趋势，国
庆前后，由广州市旅游局指导，云顶邮
轮集团主办的“花城广州，圆梦世界‘万
人同邮世界梦’——
—广州邮轮旅游推介
会”，重点围绕长沙、武汉、成都、广西等
高铁主要客源地城市全面展开， 推介
“飞机+邮轮”“高铁+邮轮”等新兴联航
模式，引客入穗，进一步开拓非母港邮
轮客源市场。

国庆期间好玩推荐

国庆期间“着数”推荐（10月 1~7日）
白云山 风 景区 ：单次购买门票全票8折优惠

事件 5 起， 成功送离滞留游客 652 名；
市旅游巡回法庭开庭审判涉旅案件 4
起，提供法律咨询分析 40 次。
与此同时，相关旅游产业也积极为
广州文明旅游贡献力量。 国庆前后，恰
逢观光巴士迎来两周年司庆之际，即日
起到 9 月 30 日期间 （节 假 日 不 通 用 ），
游客在站点购买指定珠江夜游+观光
巴士联票、广州名人蜡像馆+观光巴士
联票均可享受周年庆优惠。 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登录观光巴士公 众 号购 买
一日车票还可享受 9 折优惠。

广州游亮点十足

文体广州让您驻足停留

很多游客来到广州，
会想到喝早茶、 想到南方
特色气候。 然而， 通过近年的迅速发
展，广州在体育、文化方面已经有了很
多独当一面的内容， 值得大家驻足停
留，细细品味。
广州市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简
称 “ 广 州 恒 大 ”） 是中国广州的一所职
业足球俱乐部， 现参加中国足球超级
联赛，2011 赛季启用广州天河体育场
作为球队主场。 截至 2018 年 2 月，广

广州美食让很多游客“食过翻寻味”。

主协办单位

活动场地

时间

正佳广场北广场、4/5楼中庭

9.29-10.4

1

广州国际购物节暨中德文化艺术节 正佳广场

2

加拿大铜管乐《音乐的奇妙之旅》

深圳市益众联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中山纪念堂

3

科普穿梭机

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

馆内

国庆1-7日

4

梅杜莎小剧场

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

馆内剧场

国庆1-7日

5

天王故里国庆七天乐

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

洪秀全纪念馆 洪秀全故居 国庆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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