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平山泉湾温泉酒店：

亲子度假的好去处

山泉湾温泉城坐落恩平市大田镇，拥有

山泉湾温泉酒店、山泉湾畔旅游地产、西班

牙风情商业街、 原生态稻草人主题农场、万

蕊花畔花海世界、天露湖运动公园等系列项

目。 山泉湾温泉内有 55 个特色温泉泡池，是

五邑首个有温泉亲水滑梯、儿童水国和大型

游泳池的温泉度假区。

在山泉湾，亲水设计非常到位。 酒店的

“亲水房”将“温泉水”之美延伸到房间的每

一个角落。 穿过“亲水泳道”可直达酒店的温

泉区，亲水零距离。“亲水双床房”的阳台外

还有私家温泉泡池。 这个冬季，山泉湾温泉

区也将全新打造“中医药养生温泉专区”、

“中医药养生长廊”，增加姜香泉、当归泉、艾

叶泉、参汤泉、枸杞泉等多款名贵药材的中

药温泉。

山泉湾温泉酒店近期还特别新增了红

色主题餐厅。 走进餐厅，黄色的墙面，红色的

国旗，醒目的励志语录等都非常怀旧。 桌椅、

餐具设计也带有红色主题文化特色，工作人

员也身穿红军装。 餐厅推出的革命红军餐，

以粗粮和本地农家菜为主，本地土鸡、养生

番薯芋头、无污染农家鱼、森林保护区内的

野生竹笋等，都极为天然。

山泉湾也是亲子度假的好去处。 酒店有

全新改造的亲子主题乐园， 定制的主题帐

篷、图书、拼图专属玩具，儿童木马等，打造

专属于孩子的游乐空间。 此外，占地 320 亩

的原生态稻草人主题农场以“稻草人”卡通

形象为主题，有垂钓区、种植区、采摘区、休

憩区、小动物养殖观赏区，还有新奇有趣的

绿野迷宫、充满欢声笑语的童趣鱼池，极富

趣味。

美食： 山泉湾

烤全羊选用山泉湾

私家养殖场的农家

羔羊或山羊， 肉质

肥瘦适中， 细嫩可

口。 滋味烤全羊色

泽金黄， 吃起来是

肥而不腻， 酥脆香

美。

交通： 山泉湾

距广州

180

公里 ，

可沿临近高速进入

佛开高速

-

开阳高

速

-

恩城出口下。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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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只有“泡+住”？

来看看省内温泉小镇的多样玩法

古兜温泉小镇：

一地两泉 悠闲度假

古兜温泉小镇是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古兜山下，靠山

面海，拥有山、泉、湖、海于一体的自然风

光资源和丰富的地下温泉资源。 古兜温

泉目前是广东省唯一一家同时拥有两种

不同类型温泉的地方， 一种是海洋温泉

（

咸温泉

），另一种是氡温泉（

淡温泉

）。 在

同一地方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温泉资

源，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也是奇迹。

小镇有多种住宿设施。 进入小镇，古

兜大道左边是山海度假公寓酒店。 2017

年新开张的乐活城酒店， 位于古兜温泉

小镇的中心，楼下是特产店、商业街、烧

烤吧、爱情银行、酒吧等，是一间乐活时

尚的主题酒店。 湖景金熙酒店是一家国

际品牌酒店， 设计融入了新会独有的葵

乡文化，富有大自然的闲逸和野趣。 浪漫

小木屋每一间也都是设计独特，听风，听

涛，听鸟鸣……轻松自在。 此外，还有精

品五星标准打造的皇家园林特色主题

“皇家 SPA 酒店”、 温泉豪华别墅龙泉居

等。

小镇的娱乐项目非常丰富。 泉情公

园位于古兜河岸边，一河两岸风景怡人，

观潮台、绿道、休闲长廊摇椅、花间小路、

观景台等，是散步、观景、吸氧的好去处。

雄伟的东方红水库大坝位于古兜山东南

麓，周边群峰起伏，湖泊碧绿水清，景色

极其优美。 如果想俯瞰小镇，可以搭乘财

神缆车到古兜财神山， 欣赏古兜的高空

美景， 还可以看到壮阔的银湖湾湿地景

观和古代崖门战场遗址。

美食：小镇有

传统粤菜、驰名粤

式小吃等美食，最

出名的“古兜三宝

鸡”，“崖门原只蒸

水 蟹 ”， “ 甜 水 萝

卜”等。

交通：广州出

发，可走南沙港快

线

-

京 广 澳 高 速

（往珠海方向）

-

下

栅出口

-

西部沿海

高速

-

崖南出口 。

（全程约

2

小时）

Tips：

龙门尚天然·花海温泉小镇：

果蔬泡池 养颜护肤

龙门尚天然·花海温泉小镇是国家

AAAA 级景区，是一个集温泉养生、度假住

宿、商务会议、休闲娱乐、特色美食、野外拓

展、旅游地产等为一体的温泉度假小镇。 小

镇拥有 5家不同风格的酒店客房，客房总数

达 700多间，可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小镇温泉公园的温泉水， 属偏硅酸

苏打温泉水，是亚洲罕见的“苏打温泉”。

为迎合市场需求， 小镇也加大了温泉池

区的投入， 新增的多个泡池已在元旦假

期推出。 温泉小镇的果蔬泡池非常有特

色，据说是全国首创，浸泡过程中人体肌

肤在会充分吸收溶解于温泉水中的果蔬

营养，有排毒、养颜、护肤的作用。 这里也

有为男性朋友推出了“专利”温泉--中药

温泉，由多味中药炮制而成，具有活络筋

脉、补脾益肺、活血壮阳、安神益肾功效。

小镇内还有浪漫主题公园--鲁冰花

童话王国，可日游花海，观赏欧式建筑群

体。 小镇配套的中国农民画博物馆，近期

增加了亲子绘画活动， 书法学习课程及

展览，可让孩子们感受艺术熏陶。

交通

tips

：广

州出发

2

小时左

右 ， 可走华南快

速

-

广河高速

-

龙

华出口 。

2018

年

12

月底， 武深高

速新博高速路段

开通 ， 接连广河

高速 ， 新博高速

出 口

1.8

公 里即

达。

美食 ： 小镇

东江酒楼以正宗

客家菜式

+

粤菜

为主 ， 其主打东

江 金 牌 状 元 鸡 、

本 地 山 坑 螺 、西

施豆腐 、 本地竹

笋花腩 、 客家萝

卜丝蛋饺 、 酸梅

猪脚煲等。

Tips：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

亲子酒店 妙趣无穷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位于龙门县永汉镇， 经过

十年发展，已经成为集温泉养生、生态旅游、休闲

度假、商务会议、拓展培训、观光漂流、绿色餐饮和

其它配套娱乐功能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综合性旅

游度假区。

皇家亲子酒店是大观园全面升级特色打造的

重点项目， 缤纷的亲子主题元素从走廊就明显感

受得到，色彩明亮，妙趣无穷。寒冬时节，品尝丰盛

的晚餐后，再去泡个热乎乎的温泉，最是舒心。 大

观园温泉区共有 79 个功能各异的特色温泉池，有

日本风情、巴厘岛风情、南美风情、河岸线风光、岭

南风情区五个浸泡区，可感受真温泉沐浴滋润，养

生调神。

除了温泉和酒店， 大观园其他度假选择也很

丰富。欢乐水世界秋季或冬季会使用温泉水，任何

时候都可以惬意玩水。 大观园还有广东省内最大

的葡萄庄园，可以采摘和品尝早夏无核葡萄，夏黑

葡萄，阳光玫瑰葡萄，辽峰葡萄，新星无核葡萄，藤

稔葡萄等不同种类的美味葡萄。

美食： 即日

起逢周五、周日，

大观园会有牛宴

自助晚供应。 牛

肉有补中益气 、

滋养脾胃、 强健

筋骨的功能 ，秋

冬季节， 多吃牛

肉可以暖身 ，提

高免疫力。

交通 ： 广州

至大观园可走华

南快速干线 （龙

洞春岗立交）

-

广

河高速 （往河源

方 向 ）

-

永 汉

-

（右转往龙门方

向

8

公里可到。

Tips：

森波拉

火山温泉 花海迎春

清远森波拉温泉度假村，由主题公园、度

假酒店、大型温泉、拓展训练、森林公园等几

大板块构成。 据了解，森波拉的酒店房间、森

林公园、温泉区近期都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

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年。即将到来的春节，景区

也计划推出除夕狂欢夜、 篝火晚会、 部落表

演、特色年夜饭、正月十三豆腐节等相关主题

活动。 春节期间这里的各色花海也将陆续盛

开，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森波拉火山温泉

的温泉水， 是百分之百由地下深处抽取直接

送入各种温泉池，全部采用不间断注水，不断

自然流失。 泡火山温泉，可促进血液循环，具

有强身健体、润肤养颜、安神定惊等功效。 近

期温泉区还引进理疗按摩团队， 结合火山温

泉，为客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康养服务。温泉

休息厅也增加了时令水果、点心、热饮等，并

针对客人要求一对一服务。

住宿方面，这里有森波拉酒店、24 间汽车

旅馆“森林驿站”以及 30 余栋“悦松庄”丛林

别墅和 SPA 温泉别墅。 景区近期也完成了对

房间的升级改造， 更换全新的毛巾以及高级

床上用品，住得更舒适。 亲子出游的家庭，还

可以到森波拉奇妙世界游玩。 这里有华南最

大桫椤雨林王国、古堡欢乐城、浪漫金铃山、

主题迷宫群、28 个奇妙湿地岛、 水陆拓展基

地等多种玩点。

美食： 羊角松

针炖土猪汤、 火山

泥焗清远鸡、 火山

三味鱼。

交通 ： 森波拉

位于清远佛冈 ，距

离广州

90

公里。 广

州出发可走京珠高

速

-

佛冈出口。

Tips：

海滨温泉：

滨海特色 珍稀“氡”温泉

惠州市平海海滨温泉旅游渡假区是一所集旅

游度假、温泉疗养、餐饮住宿、商务会议、户外拓

展、生态养生、休闲（竞技）垂钓、农家风情为一体

的综合型国家 4A 级旅游度假区

海滨温泉拥有特色客房共 348 间， 除了拥有

田野风光的稻香村宾馆、温馨别致的温泉宾馆、还

有独具东南亚风情的家庭式海滨小筑， 以及隐身

于森林自然氧吧的半山豪苑别墅和半山温泉别

墅。建在山顶上的温泉木屋别墅，每一间木屋都有

露天阳台，阳台一侧筑有私家温泉泡池，可尽情享

受泡浴的乐趣。

海滨温泉泉水来自深海地热之泉，水质微咸，

泉水清澈、透明、爽滑、富含氯化钠、偏硅酸、硫、铁

等 40 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元素，是“三料

合一”的珍稀“氡”温泉。

美食 ：以客

家 菜 及 海 鲜 大

餐为主 ，餐厅所

用蔬菜 、猪肉等

食 材 均 来 自 自

家有机农场 ，纯

天然。

交通 ：广州

出发 ，可走广惠

高 速

-

海 湾 大

桥

-

巽寮湾

-

海

滨温泉 ，全程约

2.5

小时）。

Tips：

WeHotel 推出国内首

个双会员运营系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

近

日， 铂涛集团在深圳欢乐海岸举办欢

乐无界限粉丝节，7 天、

麗

枫、希岸、

喆

啡等诸多酒店品牌都在现场设置了展

位， 市民在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还可

以获得积分， 这些积分在锦江旅行

APP、铂涛旅行 APP 上还能兑换奖品。

据了解，WeHotel

（上海齐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旗下锦江旅行、铂涛旅

行两大官方直销预订渠道，可为逾 1.3

亿会员提供锦江国际旗下 30 多个全

系列品牌， 全球超万家酒店的官方直

销预订， 满足会员的多样化旅行住宿

需求。 WeHotel 近日还创新推出了国

内首个双会员运营系统， 即面向高星

品牌酒店会员服务的"尊享会"，以及

专注中端及经济型酒店会员服务的"

礼享会"，会员们在旅途当中可享受不

爽免单、免押金、积分当现金等个性化

权益。

简讯：

“全国百家媒体广东

行”体验南粤冬日旅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1 月

4 日，“全国百家媒体广东行” 活动启

动。 据介绍， 活动邀请了入粤高铁沿

线、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翼等区域

的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网络等百位

媒体记者、网络大咖组成采风团，将分

三条主题线路深入广东各地， 进行为

期六天的体验， 采访体验广东冬日旅

游魅力。三条线路分别为广州-惠州-

汕头-潮州“浪漫滨海游”； 广州-清

远--韶关“生态乡村及驿道古村游”；

以及广州-云浮-江门-阳江“海丝文

化游”。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提供的数据，

2018 年春节黄金周广东省接待游客

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位居全国第一，暖

冬旅游已经成为广东旅游的一块金字

招牌，备受海内外游客赞誉。

□

图、文

信息时报记者 韦柑潞

持续阴冷带热了温泉旅游。携程旅游大

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全省温泉酒店销售火爆，温

泉类酒店与门票订单量大幅增长，珠海海泉湾、恩

平山泉湾、惠州南昆山温泉大观园、南昆山云顶温

泉、 从化碧水湾等均排名酒店或门票类预订产品前

20名。

由信息时报主办的 2018 年“广东温泉行业评

选”，入选温泉企业展示已连续推出两期，为读者

元旦温泉出游提供了丰富选择。春节假期即将临

近，举家泡温泉或是春节出游的热门方式。 除

了泡温泉和住宿， 省内不少温泉景区都

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度假出游选

择丰富。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