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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旅游攻略·海口篇畅游海南

国庆期间海口有这些展会不可错过

●中国海南动漫游戏博览会
时间：10月1日至4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厅、

A馆、C馆
中国海南动漫游戏博览会为海南

省规模最大、参展种类最多、活动最丰
富的展览活动之一。自2013年开始
举办第一届至今已有近四年的历史，
每年均吸引数百家展商参展以及数万
观众参加游玩。博览会每年的常设项
目有COSPLAY大赛、电子竞技争霸
赛、3D摄影区、真人RPG、秋季庙会。

●2016海南国际宠物博览会
时间：10月1日至4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
亮点一：世界名犬鉴赏秀
亮点二：水族馆400平米展区
亮点三：各路名师讲座，包括犬类

专业美容师、宠物店经营管理经验分
享座谈、爬宠介绍与饲养讲座、工作犬
技术交流讲座等

亮点四：狗狗全国运动会海南地
区代言犬海选

亮点五：现场更有飞盘表演、家庭
行为纠正讲座、宠物美容创意大师秀、
狗狗服装秀和爬宠秀

海口市将于10月1日至7日启动
假日旅游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全市一盘
棋服务保障国庆期间社会、旅游市场秩
序稳定。

据介绍，海口市旅游联席会议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将在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假日旅游值班联动体系，实施全市
旅游执法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联席
办将通过旅游联席会议制度，联动各成
员单位规范旅游饭店、旅馆业、景区、乡
村旅游点、餐饮企业的经营行为，做好
接待服务工作。同时还将及时发布气
象、卫生、交通等旅游公共信息，发布恶
劣天气预警信息，重点环节的动态监
控、预警提示和应急准备，为市民和游
客出行提供详实信息。此外，海口还将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在事故多发路段、
旅游高峰时段积极做好交通疏导工作，

严厉打击在车站、码头、机场、景区等游
客聚集地抢位拉客、欺客宰客以及非法
经营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秀英港、
粤海铁南港、美兰机场、雷琼世界地质
公园海口园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红树林乡村旅游区、冯小刚电影公
社、假日海滩、骑楼老街、各乡村旅游点
等市民和游客聚集的区域将成为海口
服务和保障的重点区域。

根据部署，今年国庆假日旅游工作海
口将坚持五大制度：一是坚持旅游联席会
议制度；二是实行流量控制制度，确保高
峰时间安全有序；三是实行诚信问责制
度；四是实行督导员制度；五是完善“三
早，三重”工作制度。同时，海口还将强化
安全监管，落实应急保障工作，重视假日
旅游市场供给，加强舆论引导与监督，全
力维护市场秩序，抓好统计与分析。

海口多措并举保障国庆旅游市场

“幸福美丽海口·最美乡村”我最喜爱
的旅游名村（点）

一 美兰区
演丰镇桃园村：村庄依托演丰镇东寨港红

树林的自然资源，以桃园村渔家文化为背景，用
当地渔家生活中的渔船和渔网等渔家元素，打
造出一个纯属桃园村的渔家休闲庄园。这里吃
的是本地海鲜，住的是木屋客房，喝的是农家果
汁，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渔家田园悠闲。

二 琼山区
1、旧州镇墩插村：墩插村世外桃源休闲农

庄坐落于海南著名古镇旧州，按五星级酒店标
准配置，拥有湖畔别墅、水上平台、冷泉游泳池、
田野有氧徒步等，是一家集海南历史文化、农家
生活情趣，以吃、住、玩、赏、娱于一体的农家乐
主题乐园。

2、三门坡镇龙鳞村：位于海口琼山区三门
坡镇的龙鳞村，是琼山区“九龙戏水生态休闲
区”的核心村庄，不仅有龙湖泛舟、湖边垂钓、自
助烧烤、乡野棋牌、农家休闲旅游项目，还有整
齐的“穿堂屋”奇景，满民族元素和浓浓琼北乡
土味道的民居也是一大看点。

3、龙塘镇香世界农庄：位于海口市南渡江
边，是一家以花卉芳香为主题的乡村休闲旅游
点。农庄内引种于世界各地的300多种花草，
一年四季花开不败，在这里除了赏花外，可以观
赏品香、可以泡茶品尝，还可以配菜做成菜品
——香草油焗南渡江河蟹、香草油焗南渡江虾、
香草炒鸡等农庄特色佳肴。

4、兰花谷休闲农庄：农庄位于海口滨江路
花卉大世界，与琼洲文化风情街相邻，目前有六
栋别墅和一个兰花展馆，以精品兰花展销、热带
水果、珍稀野生动物的养殖观赏与现代休闲农
业亲身体验为四大核心主题。

5、大坡镇田心村：田心村因坐落在一片水
田中间而得名，这里绿树成荫、鹭鸟成群，被誉为

“鹭鸟天堂”。每年的4月至9月，上万只鹭鸟在
这里悠然栖息，或是尽情翻飞，成为田心村一道
独特的靓丽风景，村中为此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三 龙华区
1、龙桥镇月茗庄乡村度假区：依托海口羊

山地区民居为特色，以海南黎、苗、回民族建筑
风情的休闲农庄小院和高标准民居度假屋为
铺。建设以海南各民族、各区域的民间民俗传
统为标志的特色餐饮、酒吧。

2、龙桥镇羊山休闲公园：羊山休闲公园集
吃、住、行、游、购、娱要素为一体，拥有企业会所
片区、三角园旅游休闲片区、羊山民俗文化片
区、农家乐片区、旅游汽车营地、热带果园观光
片区、新农村游览片区等七个功能分区，其中最
有特色的当属自行车慢道项目。

四 秀英区
1、永兴镇冯塘绿园：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

镇冯塘村（海榆中线224国道26公里处），毗邻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景区。园区以冯塘村为根
基，在2500多亩的范围里围绕着茂密的热带火山
雨林和郁郁葱葱的橄榄林，开辟出龙栖谷、橄榄
园、樱花园、孔雀园、榕树王、景观大道、冯塘古村、
荷花塘以及“瓦秀”周末自留地等九大乡村景观，
为游客提供了各种团队个性定制体验活动。

2、石山镇美社村：村庄地处雷琼世界地质公
园规划区内，位于马鞍岭火山口南麓，三面环山，
生态良好，景色优美，是颇具特色的火山村寨。

3、火山泉休闲农庄：农庄地处海口南海
大道秀英往老城方向绿色长廊路内进300米，
在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山脚下，是集休闲观光、
采摘、棋牌、茶艺、垂钓、劳动体验和绿色餐饮为
一体的休闲观光园。

4、海口开心农场：农场坐落于火山口地质
公园南麓儒黄村村口，面朝火山口世界地质公
园，是海口及周边地区一家集餐饮住宿、休闲度
假、手工体验、会议拓展为一体的温泉度假村，
所有客房均按照五星级标准配置。农场以火山
口地区奇特的建筑文化为载体，以火山岩村落
丰富的民俗文化为精髓，提供既生态又现代，既
淳朴又精致的休闲生活。（撰文/眉眉 钟礼元）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一、“海量特价儿童票”抢购活

动：9月28日至10月10日，园区将
在微信公众号（hnzoo0898）、美团
网、去哪儿网、驴妈妈网等推出秒杀
特价儿童票抢购活动。

二、海南独家“新能源汽车绿色游
园”活动：国庆期间，园区将推出新能源
环保电动汽车特价体验活动，游客可在
车行猛兽区体验“兽在身边行，人在画
中游”的奇妙感觉。

三、“最美秋色”摄影大赛活动：
凡国庆节期间在园区进行有氧徒步、
感受动植物生机勃勃的画面，拍照上
传至官方微信“hnzoo0898”后，联系
0898-68526666、68529999，园区将
赠送神秘纪念品一份。

●海口观澜湖新城
活动一：2016观澜湖国际灯光节
活动时间：10月1日—11月13日
活动场地：海口·观澜湖中央公

园区（每天 18：00 开始售票，19：
00—23：00开放）

门票价格：成人60元/人，儿童
（1.2m-1.5m）40元/人

咨询电话：0898—68633333，
18789281003

交通指南：公交路线可乘公交

K2、K3、游7等线路或者乘坐观澜湖
度假区免费穿梭巴。

活动二：观澜湖荧光电音趴
时间：10月1日19：00
地点：海口观澜湖新城中央舞台
亮点：全场荧光、全场外籍乐

队、全场外籍DJ表演，免费入场、免
费领装备，想嗨成哪样就哪样。

●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
1、线上抢票活动：节前5天景区

将通过微店推出数千张“阶梯抢票”
活动，共分为9.9元、19.9元、29.9元、
39.9元不同层级；

2、“庆国庆，海南民俗舞林大
汇”活动：将汇聚海南民俗歌舞表演
如竹竿舞、儋州调声等。

3、年卡特惠：特价99元/张；
4、持教师证可免门票；
5、火山口咖啡第二杯10元。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幸福邮局”等活动：国庆期间，
美兰机场免税店将联合中国邮政推
出“幸福邮局”等现场活动，以此满
足不同旅客的更多需求。

●“十一”自游海口景区五大优
惠套餐在线购买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以更优惠的
价格游玩海口各个精品景区，海口

市旅游委联合酷秀发布了“乐在体
验亲子游”、“激情时尚双人情侣
游”、“团队大Party”、“闺蜜游”、“家
庭大套餐”五大假日优惠套餐。

1、乐在体验亲子游
产品包含：泰迪熊博物馆、银河

星战、观澜湖自助餐、新城矿泉音乐
表演，产品价格：210元/人。

2、激情时尚双人情侣游
产品包含：骑楼风情街、高尔夫体

验、海口特色下午茶、海口火山口地质公
园、观澜湖骑行，产品价格：130元/人。

3、团队大Party

产品包含：5D影院、电影公社双
街门票、海口野生动植物园，产品价
格：140元/人。

4、闺蜜游
产品包含：骑楼老街、5D互动电

影院、电影公社双街门票、泰迪熊博
物馆（韩服体验）、特色下午茶，产品
价格：148元/人。

5、家庭大套餐
产品包含：骑楼老街、5D互动影

院、电影公社双街门票、海口野生动
植物园、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产品
价格：169元/人。

●海口华彩华邑酒店
首届德国啤酒节
活动时间：10月4日至10月7日
门票：488元/位
美食：德国咸猪手、烤猪肘、现烤

红白肠、碱水面包、啤酒畅饮…
提醒：座位需提前致电预订，电话

0898-36303333（光大银行、平安银
行、招商银行信用卡折扣优惠：9月30日
前购买入场券享3人同行1人免单；10
月1日至10月7日，购买享9折优惠。）

●海口盛福乐康年酒店
活动时间：10月1日至10月31日
预订客房即可享受以下优惠：
一、特价礼包：SOHO高级房活

动期间只需要320元/间/夜。
二、套房五折风暴。
●海口黄金海景大酒店
活动时间：10月1日至10月10

日期间：
一、每间房可赠送两份早餐
二、凭中石化加油卡预订客房可

享受中石化内部特惠价，入住当日赠
送水果一份

三、31楼旋转餐厅国庆推出促
销活动：①午餐：118元/位，每三位
顾客赠送早餐券1张；晚餐：165元/
位，每四位顾客赠送午餐券1张；②
凭中石化加油卡在酒店中、西餐厅消
费可享受8.5折优惠（婚宴、海鲜、烟

酒、团购除外）。
●金海岸罗顿大酒店
国庆节小长假期间订房优惠：
一、预订高级（商务）客房，执行

￥350/送双早的价格；二、全部房型，
每房赠送一份商务果盘；

三、可延迟至15点退房。
●康年皇冠花园酒店
西餐厅自助早餐：儿童免单（限

1.2米以下）；成人五折特惠。
●锦江之星海口国贸金龙路酒店
活动时间：10月1日至10月10日
期间连住两天及以上可享受85

折送自助早餐一份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活动时间：9月30日至10月6日
咨询电话：0898-68708888
1、约“惠”国庆（899元）
抢购截止时间：9月30日；花园

客房入住一晚；次日1-2成人+1位
儿童（10岁以下）自助早餐；1-2成
人+1儿童（10岁以下）超值自助晚
餐；赠送每日2小时自行车骑行，按照
房间入住人数提供车辆；免费加床服
务（请提前预定&视酒店情况为定）。

2、国庆“蟹”礼（980元）
海景房入住一晚 ；次日1-2成

人自助早餐；免费获赠每房至多2只
美味大闸蟹（仅限酒店玉宫中餐厅晚
餐时段享用，不可外带）。

国庆海口怎么玩，答案全在这儿！

想体验田园野趣
请看这里！

不想出去玩儿
那就来看展会吧！

海口酒店活动和优惠信息，看这里！

田园

酒店

展会 景区 国庆黄金周海口景区怎么玩，看这里！

美兰机场
（免税店）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火山口
世界地质公园

海口观澜湖
旅游度假区

（观澜湖新城、
冯小刚电影公社）

石山镇火山泉
休闲农庄

琼州文化风情街万绿园

假日海滩

白沙门公园市民驿站

海口开心农场

海口骑楼老街

红树林乡村旅游区

骑楼小吃街

演丰镇桃园村

游客在开心农场体验手推石磨。 高林 摄

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 写璜摄

周末“小农夫”走近大自然。 高林 摄

火山口古村落博学生态村。 水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