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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春节产品指南

1.“食”尚银泰套餐
银泰阳光度假酒店春节期间连住两晚可享

受园景房RMB2318起优惠价，同时免费享受机
场接送（提前一天预约）、应季热带果篮、下午茶、
中式自选餐等服务

时间：2月3日-2月19日
预订电话：0898-88210888

2.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小月湾酒店
2月4日-2月5日预定“洞天福地”年夜饭

1588元/位以上的免费获赠景区门票三张；
2188元/位以上的免费获赠景区门票五张

（一周内有效使用）。每席还将免费获赠“福”字
贴、“全家福”照片一张，景区周边宾客可统一车
辆免费接送（需提前一天预约）

预订电话：0898-88830022

3.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鼎味轩中餐厅

多款祝福满满的年夜饭
时间：2月4-19日
价格：798元/位，或7，988元/套（10人）起
预订电话：0898-88288888

4.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亚萃海边自
助餐厅

代表黎族特色的竹竿舞表演与梦幻绚烂的
烟花秀，将会给您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除夕、初三：新年主题；初一、初四：啤酒之
夜；初二、初五：海南主题

时间：2月4日-10日18：00-22：00
价格：除夕588元/位；初一到初六488元/位
预订电话：0898-3885-1111/18689612108

5.三亚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
网罗大江南北的新春年夜饭、舞龙舞狮表

演、瑞吉马刀削香槟仪式

除夕至大年初七期间，入住园景客房可尊享
住四晚仅付三晚房费的新春礼遇

预定电话：0898-88555555

6.三亚亚龙湾万豪度假酒店中餐厅
定制“福、禄、喜”等多款新年阖家团圆宴
趣味亲子活动：大年初二和初五
精彩新春游园会：与猪猪侠、小猪佩琪喜迎

新春、玩游戏、赢大奖！
预订电话：0898-88568888

7.三亚·亚特兰蒂斯冬令营4天3晚套餐
即日起至2月20日包含：每日双人早餐、2大1

小自助晚餐一次、2大1小水世界&失落的空间水族
馆门票、3张4D电影体验券、2天迷你营冬令营活动

8.温德姆酒店
连住两晚及以上，入住（高级湾景房/雅致海景

房/豪华海景房）三选一：赠送400元餐饮代金券、
赠送2张电影票、1份双人下午茶；入住华美达广场
酒店（高级园景房/豪华海景房）二选一；赠送400
元餐饮代金券、赠送2张电影票、1份双人下午茶；
餐饮券消费满200元可抵100元，可叠加使用

入住时间：（春节时段）2月4日-2月17日
预订电话：0898-88656666

9.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阳光亲子游：1699元/两晚起
咨询电话：0898-88558165

10.百花夜宴
富含滨海风情的海鲜与烤肉，室外开放式露

天舞台、臻美歌舞表演、惊奇杂技魔术、搭配华丽
舞台灯光及音响效果，打造亚龙湾风景区别具特
色的美食演艺餐厅

春节特惠价：228元/位 418元2位
地点：位于百花谷商业街中心
预订电话：0898-88555888

11.亚龙湾迎宾馆
由曾经获得过“央视厨王争霸赛”奖项的“亚

洲十大名厨”邢涛师傅亲自掌勺，在店消费后可
参与抽奖活动

幸福美满宴388元/位，招财进宝宴588元/位，
吉星拱照宴888元/位，至尊富贵宴12888元/桌

团圆地点：亚龙湾迎宾馆别墅区

订餐电话：0898-88718888

12.大东海酒店
年夜饭1988元起
春节海鲜自助晚餐热售价：初一至初七：人

民币 188 元/位；初八至元宵：人民币 158 元/位
（均含15%服务费）

儿童 1.2 米以下免费（含 1.2 米），1.2-1.5 米
享受半价优惠（含1.5米），1.5米以上全价。

预订电话：0898-88697777

13.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童”享·海盗主题活动营，精心设计不同主

题的趣味活动，旨在开发孩子的潜能，促进体能
发展，培养团队合作、领导力及沟通能力，为孩子
们打造寓教于乐的难忘假期时光！

预订电话：0898-88209999

14.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
住店宾客均可享海滨热气球、驻店娱乐M

秀表演，及各式新春亲子活动，“新春团圆宴”每
位999元起

预订电话：0898-88639999

1.2019鹿回头国际新春欢乐节，精彩演艺+
创意集市+欢乐体验

初一至初七：春节七天乐 牵你的手去鹿回
头 快闪送惊喜福禄寿三星送祝福

2月14日：仙鹿含情踏云来邀你牵手鹿回头
正月十五：大闹元宵喜乐会全 民猜灯谜老

少搓汤圆阖家制花灯

2.玫瑰谷2019年向日葵花田会，寻宝抽奖、打
卡拍照、油纸伞、花田秋千、亲子互动等精彩活动

时间：2月7日-2月25日8：00-18：00
地点：亚龙湾玫瑰谷景区

3.《禅武少林》——禅境，王瑶摄影展暨“我眼
中的海南”王瑶与黎族少年摄影对话公益活动

展览时间：02月08日至04月08日

4.2019首届三亚光影艺术彩灯大庙会

包含超级水幕光影秀、三十余个不同主题的
巨型彩灯矩阵、数十种民俗巡游式表演及小吃夜
市四大部分内容

活动地点：三亚市天涯区海虹路8号凤凰海
鲜广场

门票：60元/张 军人（含退役）、1.2米以下儿
童、7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免费

5.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除夕走红毯，行鸿运、水乐园新春狂欢、许愿

灯漂流；初二舞狮行大运；初四新春歌舞秀；初五
迎财神，接元宝；初六新年节节高

1+X红树林影城新春合家欢套餐：
4人套餐1888元；5-8人套餐2888元；9-15

人套餐3888元

6.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儿童1元入园
时间：2月1日-2月28日
每位身高超过1.22米的付费成人即可带领

一位身高在0.9-1.22m的儿童1元入园

1.红色娘子军
一场身临其境的影画传奇
由陕西旅游集团携手北京春光集团共同投

资打造，以实景演艺结合高科技方式再现琼岛
红色经典。

演出时间：20：00-21：10
咨询电话：0898-88818588/88816188
交通指南：
1、2月1日起，54路公交车延长线开始运营，

直达红色娘子军。
2、2月1日起，三条红色娘子军直通车开通，

普通席238元/人含接送
线路一：亚龙湾线 18：00-19：25 奥特莱

斯-亚龙湾酒店-红色娘子军
线路二：三亚湾线 18：00-19：25 Club

Med 三亚度假村-三亚湾酒店-红色娘子军
线路三：大东海线 18：00-19：15 夏日百

货-市区-红色娘子军

2.蜈支洲岛
2019年2月5日-11日将在岛上、岛下两大

活动现场同时开启活动，届时将吸引全国各地的
游客们齐聚蜈支洲岛，喜迎新春

船说广场（岛上）：“金猪送福”活动
基地大门口（岛下）：“新春抢红包”活动
主推产品：极限玩家￥1880.00/人
豪华环岛潜￥1680.00元/位/60分钟
地址：三亚市海棠区林旺镇三亚蜈支洲岛旅

游区
电话：0898—88751259

3.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拥有13大娱乐项

目、欢乐剧场秀、30余场环球风情演艺、8大主题
餐厅、50余家特色餐饮以及30余家主题商品商
铺。以24小时全天全季候运营模式，满足游客
全天候的休闲娱乐需求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岸大道168号

客服电话：0898-8863-7777

4.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特惠帐篷露营套餐，含猴岛公园、呆呆岛、沙

滩烧烤、帐篷露营、沙滩拓展、篝火晚会、自助早
餐、跨海缆车等丰富内容，春节期间购买价格为
399元/人

“猴岛公园+呆呆岛”佩奇套餐：原价256元/
人，春节期间231元/人

时间：1月23日-2月20日
电话：0898-83362992/83360902

5.海南呀诺达雨林景区
海南居民凭本人有效证件（身份证/居住

证/社保卡/学生证），可享受 138 元/人（含景
区门票、观光车票、自助餐或踏瀑戏水二选
一）、178元/人（含景区门票、观光车票、雨林
精品自助餐、丛林穿越或踏瀑戏水二选一）优
惠活动套餐

6.三亚亚特兰蒂斯
驻场秀《C秀》以其国际化的演出班底、大师

级的舞美视觉设计、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更糅
合了前所未有的高难度杂技表演，演绎一场扣人

心弦的亚特兰蒂斯传说。
首秀日期：2月5日
演出时间：下午场：16：00-17：00 晚上场：

19：30—20：30

7.三亚国际免税城
免税消费累计满10000元，可凭提货单参与

抽奖活动，每人仅限参与1次，其中奖概率为
100%。奖品有1000元购物卡、500元购物卡、
星级酒店房券、化妆品礼盒等

时间：2018年2月5日-11日（初一至初六）
地点：海棠湾三亚国际免税城A区三楼中庭

活动处

8.中廖村
2月4日-10日中廖村所有演出免费观看。
《山水黎歌》地点：中和湖
《黎家小院》地点：黎家小院
《非遗展示》地点：阿爸茶社
《欢乐小巡游》榕树广场，趣味互动游戏体

验，真人娃娃机，套水果，摸鱼，充气城堡

9.海上巴士
VIP套票 238元/人；普通套票188元/人；

船票：一价全包，全程甲板观光、节目表
演、海南水果自助、罐装啤酒及椰子汁无限
畅饮

发船时间：19：00 全程约60-80分钟
取票/登船地点：鹿回头公共码头

10.水上飞机观光之旅
可选择三亚湾空域/南山寺/蜈支洲岛等多

条线路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8号
咨询电话：0898-31896999

11.大白鲸三亚海洋探索世界
春节期间大白鲸主题驿站一晚+珊瑚秘境+

海萌互动地带+双人自助早餐
春节特惠：418元/位
客服电话：15108965027

12.启迪冰雪体育中心
滑冰单人票畅滑90分钟，100元/人；蹦床

1+1亲子套票，含小悟空蹦床主题公园，旱雪滑
梯，魔术墙，海绵池等15种项目228元/人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新城路12号
联系电话：18608958076

旅游景区产品

节庆赛事活动

旅游美食信息

万人海鲜广场 0898—88650889 三亚市吉阳
区海润路北

凤凰海鲜广场 0898-88919997/88919996
三亚市海虹路8号

吉阳迎宾海鲜广场 15699929118 三亚市吉
阳区迎宾路465号

春园海鲜广场 0898-88266333 三亚市天涯
区河西路

友谊海鲜广场 13976199942/13876574451
三亚市天涯区友谊路102号

奥 特 莱 斯 海 鲜 广 场 18289795882/
13617579845 三亚市亚龙湾龙溪路6号奥特莱斯
商场负一楼

南中国海鲜广场 18876081701/18689729005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南中国海鲜加工广场

稻 田 盛 宴 海 鲜 广 场 0898- 38269888
18699505270 三亚市海棠区湾坡路水稻国家公园
大门口旁

海棠68美食广场 0898-88750020 三亚市
海棠湾海棠北路68号

亚龙湾中心广场 0898-88671097 三亚市吉
阳区亚龙湾中心广场

海鲜餐厅

东 海 龙 宫 海 鲜 酒 楼 4008003667/
15719888190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旅游区海花
路21号（银泰酒店正前方）

益龙海鲜酒楼 0898-88836789 0898-
88558589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27号（润德湿
地公园酒店内）

大悦洋海洋餐厅 0898-31091666/3109
1999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榆亚路136号1号港
湾城（大菠萝商城）南区4楼

俪璟园港式餐厅 0898-88608880 三亚市

凤凰路98号嘉宝花园
揽 月 海 鲜 店 0898- 88753583

13379990274 三亚市海棠湾风塘路2号
梅 姐 海 鲜 加 工 店 13876745280/

18389932206 三亚市天涯区新民街119号
肥婆海鲜店 0898-31802878 解放一路国

际饭店一楼
东榕囍家城市会客餐厅 0898-88565777

三亚市亚龙湾湾月路东榕商业中心
林姐香味海鲜店 18889678786 三亚市新

民街139号
阿 浪 海 鲜 餐 饮 店 18289795882/

13617579845 三亚市亚龙湾龙溪路6号奥特莱
斯商场负一楼

琼菜餐厅

果香四季新海府农庄 18608967201 三亚
市落笔洞路绕城高速交口荔枝沟方向出口

朱家酒店 0898-88811008 三亚市海棠湾
镇藤桥新居民区路

龙泉人椰子鸡 0898-88661842 三亚市解
放四路143号全季酒店首层

长福农家乐 0898-88399444 三亚市天涯
区金鸡岭路468号

友谊加积鸭鹅肉店 0898-88836288 三亚
市天涯区河西路108-2（明珠广场后门）

文昌小老弟鸡饭店 13976952932 三亚市
春园路春园海鲜广场斜对面

珠崖府餐厅 18789836377 三亚市亚龙湾
高耳夫球会东大门入口处

杜美珍三和猪肚包野鸡 15120686630 三
亚市河西路239号

阿二八宝鸡 0898-88660660 三亚市迎宾
路53号（华鸿酒店旁）

正宗铺前糟粕醋火锅 13976723141 三亚
市凤凰路下洋田三路三巷望鹿山庄路口

地方菜餐厅

老长沙湘菜馆 0898-88606277 三亚市榆
亚路66号华豫苑二楼

年味东北菜 0898-88683778 三亚市河东
路木卡姆酒店旁

太二酸菜鱼 三亚市大东海榆亚路136号1
号港湾城4层

味蜀吾老火锅 0898-38210477 三亚市解
放四路286号（锦江都城酒店2楼）

蒙古大营 17776951998 三亚市海润路万
翔广场内

徽鲜阁餐厅 0898-88917979 三亚市河东
路357-9号（25度阳光店）

阿青龙虾 0898-88897833 三亚市河东路
豪威麒麟酒店一楼

茂榕轩酒楼 0898-88881155 三亚市吉阳
区榕根路（榕根市场对面）

一块豆腐养生餐厅 0898-88881717 三亚
市迎宾路149号

渔六六美蛙鱼头 0898-88683588 三亚市
海韵路1号夏日百货5楼

星级酒店餐厅

船形屋海鲜餐厅（亚龙湾天域度假酒店）
0898-88567888 三亚市亚龙湾中心广场附近

万豪中餐厅（亚龙湾万豪度假酒店）0898-
88568888 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区湾月路1号

泰餐厅（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0898-
88558888-6170 三亚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润园中餐厅（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
店） 0898-88586200 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区
丽思卡尔顿酒店

海鲜自助餐厅（三亚胜意大酒店） 0898-
88915523 三亚市三亚湾路35号胜意大酒店二楼

柏 悦 厅（太 阳 湾 柏 悦 酒 店） 0898-

88633870 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区太阳湾路5
号三亚太阳湾柏悦酒店7栋1层

海角轩（文华东方酒店） 0898-88209999
三亚市榆亚路文华东方酒店内

钓鱼台锦汇餐厅（美高梅度假酒店）0898-
88639999 三亚市亚龙湾美高梅度假酒店内

海底餐厅（天房洲际度假酒店） 0898-
88658888 三亚市海棠湾海棠北路128号天房
洲际度假酒店

海蓝海洋主题餐厅（亚龙湾迎宾馆）0898-
88713887 三亚市亚龙湾迎宾馆大堂下一楼

水岸阁泰餐厅（安纳塔拉度假酒店）0898-
88885088-3766 三亚市小东海路安纳塔拉酒店内

地中海餐厅（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0898-
88618888 三亚市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1楼

木棉餐厅（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0898-
88955555-8318 三亚市凤凰路155号木棉酒店B

艺厨风尚西餐厅（三亚湾凤凰岛度假酒店）
0898-32997777 三亚市凤凰岛度假酒店A座1楼

丰园中餐厅（金茂希尔顿度假酒店）0898-
88588888-8140 三亚市亚龙湾金茂希尔顿

布 帝 客 西 餐 厅（ 银 泰 度 假 酒 店 ）
18789665623 三亚市海花路88号湘投银泰度
假酒店一楼

铂尔曼酒店左岸西餐厅（亚龙湾铂尔曼度假
酒店） 0898-88555588 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
假区铂尔曼酒店1楼

热那亚海鲜自助餐厅（丽禾温德姆度假酒
店） 0898-88656666 三亚市新城路丽禾温德
姆酒店一楼

海边餐厅（丽思卡尔顿度假酒店） 0898-
88586200 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区丽思卡尔顿酒店

倚洋中餐厅（文华东方度假酒店） 0898-
88209999 三亚市榆亚路文华东方酒店内

小吃店

一馨甜品（文明路总店） 0898-88255383
三亚市文明路70号（靠近美美大厦）

妈妈芒果 18689506163 三亚市祥和路交

警公寓
渔村炸鸡店 13876711600 三亚市渔村路

6巷97号
渔村炒冰店 13807523415 三亚市南边海

路渔村7巷54号
桂姐特色小吃店 三亚市群众街41号
浦记粉汤店 三亚市跃进街
亚花炒粉 13697599238 三亚市团结街

21号
甜蜜蜜清补凉 三亚市群众街41号
好时味十三姨餐饮店 18976008555 三亚

市天涯区河西路95号
自然椰&璐喀 0898-88364436 天涯区解

放3路631号（明珠广场斜对面）

音乐餐吧

海豚美式餐厅酒吧 0898-88215700 三亚
市榆亚大道银龙商住楼A栋第一层4.5号商铺

欧 非 亚 国 际 多 元 文 化 餐 吧 0898-
88292029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榆亚路99-6号

古奇那意大利餐厅 18809578006 三亚市
天涯区三亚湾路28号（天泽海韵酒店内）

考菲屋西餐厅 0898-88677995 三亚市大
东海旅游区荷泰海景酒店一楼

M9 现酿啤酒音乐餐吧 0898-88658686
三亚市河西路海天盛筵鸿洲广场 3 栋 1 楼
116号

微庭音乐餐吧 13907604260 三亚市新月
路与新月一巷交叉口（亿源轩宇大酒店后排别墅
一幢）

Spring春主题音乐餐厅 0898-88759096
三亚市鸿洲广场3栋2层

克雷洛夫中俄特色餐吧 18889242890 三
亚市银泰阳光度假酒店后门SPA旁边

隐醉ENJOY LOUNGE 19989664998 三
亚市解放一路渔人码头香榭左岸3栋211室

桃花庵音乐酒馆 0898-88897928 三亚市
榆亚路33号

（三亚市旅游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