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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三亚暑期亲子游、家庭游优惠产品发布

暑期游三亚 全家同行有大礼 六岁以下儿童免费入景区
6月5日下午，三亚市人民政府推出2019大三亚旅游圈

暑期亲子游大优惠活动：暑期游三亚，全家同行有大礼。这是
继6月1日三亚市政府发布夏季家庭旅游产品后，推出的涵盖
区域更广、内容更丰富、更具吸引力的暑期亲子游优惠大礼
包；是落实国家惠民利民、鼓励消费的具体举措；也是参照国

际惯例，对家庭游、亲子游推出的优惠措施。
三亚市政府特别安排专项宣传促销资金，整合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宣传、营销媒体资源，面向国内外市场，强势发布暑
期三亚亲子游、家庭游产品资讯。6月5日发布的首批大三亚
2019暑期亲子游大礼包，涵盖了旅游六要素相关产品以及旅

游新业态产品共计16个大项137个产品，由109个企业推出。
16个大项产品包括来自旅游景区的18个优惠产品、高端

舒适酒店的50个优惠产品、特色民宿的14个优惠产品、研学
旅游的4个优惠产品、旅行社推出的9个优惠产品、餐饮美食
企业推出的11个优惠产品、旅游帆船企业推出的4个优惠产

品、体育旅游方面的7个优惠产品、旅游演艺方面的3个优惠
产品、旅游摄影方面的2个优惠产品，免税购物、品牌折扣、超
市、旅游商品等也分别推出数个优惠产品，旅游交通方面推出
的优惠产品包括东方航空等推出的往返机票优惠以及机场大
巴优惠等优惠产品，户外露营也针对亲子游专门推出了家庭

优惠产品。此次发布的是首批暑期亲子游、家庭游优惠大礼
包，在暑期来临之前，各相关企业还将陆续推出更为丰富、多
样的亲子游、家庭游优惠大礼包，让暑期来三亚游玩的家庭享
受更多优惠礼包。

亲子游、家庭游已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三亚亲子游、家庭游市场如火如荼，三亚市政
府希望借由这一活动，让更多家庭暑期在三亚享受更好、更贴
心的高品质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将三亚打造成为一个名副
其实的暖心旅游城市，既让中外游客感受到三亚“清凉一夏”
的舒适气候，也感受到三亚温暖热情的接待和服务。

旅游景区推出
18款优惠产品

1
蜈支洲岛亲子游之旅

【执行企业】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咨询热线】4000-114-666

2
天涯海角暑期优惠活动

【执行企业】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咨询热线】0898-88910131

3
海昌冒险岛 暑期畅玩亲子3人票

【执行企业】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
【咨询热线】0898-88637777

4
三亚海昌六大明星游乐产品畅玩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
【咨询热线】0898-88637777

5
门票+往返高空观海缆车票一大一小亲子游

【执行企业】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咨询热线】0898-88665778、15103094399

6
门票+往返高空观海缆车票二大一小家庭套票

【执行企业】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咨询热线】0898-88665778、15103094399

7
大手牵小手，快乐一起走-全家总动员游园活动

【执行企业】三亚鹿回头风景区
【咨询热线】0898-88213740/88210808

8
“稻城童趣，欢乐一夏”夏季家庭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咨询热线】400-004-7156（9：00-17：00）

9
南天热带植物园 家庭亲子游

【执行企业】三亚南天热带植物园
【咨询热线】0898-88827181、0898-88827185

10
南湾猴岛亲子游

【执行企业】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咨询热线】0898-83360902、83362992

11
槟榔谷文化之旅

【执行企业】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咨询热线】0898-38661116、0898-38660315

12
水稻国家公园HAPPY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咨询热线】400-004-7156（9：00-17：00）

13
大小洞天特惠系列

【执行企业】三亚大小洞天游览区
【咨询热线】15120784481

14
分界洲岛畅游海岛

【执行企业】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咨询热线】18208955666

15
西岛亲子优惠套票

【执行企业】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咨询热线】0898-88910888

16
呀诺达雨林家庭游

【执行企业】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咨询热线】15289911919

17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2大1小家庭套餐

【执行企业】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咨询热线】0898-8388333、400-0463888、15289911919

18
【亲子游·两大一小】门票+扎染（可带走）

【执行企业】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咨询热线】0898-38661116、38660315

高端舒适酒店推出50款优惠产品

1
银泰超值家庭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10888

2
“山海童乐园”3天2晚夏日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太阳湾柏悦酒店
【咨询热线】+86 898 8860 1234

3
亚龙湾红树林明星亲子套餐“岛主之王”

【执行企业】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58888

4
三亚海棠湾君悦酒店亲子系列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海棠湾君悦酒店
【咨询热线】+ 86 898 8881 1234

5
温德姆家庭套餐豪华海景房5天4晚

【执行企业】三亚丽禾温德姆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56666

6
“慵懒游记”家庭3天2晚优惠套票

【执行企业】三亚亿源轩宇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11381、13876897425

7
三亚丽思卡尔顿暑期夏令营套餐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咨询热线】17789850039

8
丽思家庭火锅自助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86665

9
丽思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86665

10
亚龙湾湾主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亚龙湾君澜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65666

11
嗨嗨夏日亲子套餐（2天1晚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鸿洲埃德瑞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08888

12
半山半岛帆船港2019帆约盛夏系列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公
司帆船港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22888转销售部

13
萌宝当家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哈曼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152 8888

14
萌娃1+1三天两晚亲子套餐<二孩家庭的福利>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88888

15
萌娃1+1四天三晚亲子套餐<二孩家庭的福利>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88888

16
萌娃1+1五天四晚亲子套餐<二孩家庭的福利>

【执行企业】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88888

17
“我是小小旅行家”亲子套房可住4大1小

【执行企业】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88888

18
夏季家庭旅游套餐-全家总动员

【执行企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1877777

19
4大1小家庭套房限时5折起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51111

20
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亲子潮玩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39999

21
“玩转铂尔曼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8 8888-7205

22
三亚亚龙湾凯莱仙人掌家庭亲子增值服务

【执行企业】三亚亚龙湾凯莱仙人掌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6 8866

23
三亚亿源轩宇大酒店家庭3天2晚优惠套票

【执行企业】三亚亿源轩宇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11381、13876897425

24
三天两晚高级海景房家庭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暨三亚海
航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332666

25
三天两晚高级海景房家庭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鸿芳中洋
【咨询热线】15008994732

26
麓湖亲子三口合家欢（3天2晚）

【执行企业】三亚海棠湾麓湖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52222

27
暑期游三亚，全家同行有大礼

【执行企业】海南清水湾假日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335888

28
大东海酒店夏季亲子促销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大东海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9 7777

29
阖家欢乐（亲子游）

【执行企业】三亚海立方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883888

30
欢乐颂~双重全海景2+2

【执行企业】三亚海立方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883888

31
3天2晚 788去旅行吧！豪华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红塘湾建国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639888转预订部

32
4天3晚1388元浪花朵朵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红塘湾建国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639888转预订部

33
5天4晚奢享佩奇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红塘湾建国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639888转预订部

34
亲子套餐椰梦

【执行企业】三亚君锦滨海酒店
【咨询热线】0898-31521000、31888333

35
爱丽丝亲子套房5天4晚

【执行企业】三亚子悦康年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86999

36
亲子主题房5天4晚

【执行企业】三亚康年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90888

37
3天2晚亲子套餐999

【执行企业】三亚康特王府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03777

38
3天2晚亲子套餐799

【执行企业】三亚康特王府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03777

39
夏季家庭旅游优惠产品

【执行企业】三亚鹿岭海湾维景国际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19999转销售部

40
欢乐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洛克铂金海景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78688

41
家庭亲子游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马兰花假日饭店
【咨询热线】0898-88696888转预订部（需提前

三天预定）

42
2019三亚天鸿度假村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天鸿度假村
【咨询热线】0898-88550088

43
天通建国酒店欢乐亲子游

【执行企业】三亚天通建国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99999转预订部（咨询时

间：08：30-18：00）

44
欢乐亲子家庭游套餐（豪华精品海景二居套）

【执行企业】三亚天泽海韵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893999（8：00-18：00）需

提前两天预约。

45
童真MO

【执行企业】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209999

46
三亚香格里拉酒店酷夏夏令营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香格里拉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758888

47
瑞吉阿斯特家庭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53015

48
中亚国际大酒店暑期亲子游、家庭游优惠

【执行企业】三亚中亚国际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38819999

49
三亚阳光大酒店亲子产品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阳光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599999

50
三亚椰林滩大酒店亲子产品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椰林滩大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331888

特色民宿类推出
14款优惠产品

1
三亚五椰级乡村中廖村休闲周末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途亚旅游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976523311

2
美丽一夏乡村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途亚旅游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3700424494

3
小棠别院2019夏季家庭旅游系列产品

【执行企业】三亚海棠湾小棠别院艺术民宿
【咨询热线】0898-88665677

4
4天3晚 放“价”了

【执行企业】三亚宝瑞中铁度假公寓
【咨询热线】13637632546

5
三亚忆乡人庭院客栈学生惠

【执行企业】三亚忆乡人庭院客栈
【咨询热线】0898-88701195

6
保亭雅布伦亲子游

【执行企业】保亭雅布伦度假山庄（呀诺达·槟榔谷店）
【咨询热线】0898—83860555、18031186228

7
悦佳酒店4天3晚 放“价”了

【执行企业】三亚悦佳酒店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898-88251993

8
4天3晚浪漫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浪漫漫海景公寓
【咨询热线】18976485386

9
三亚牧海4天3晚特惠价了

【执行企业】三亚牧海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5108916531

10
三亚海棠湾陆号5天4晚自驾游

【执行企业】三亚海棠湾陆号小镇旅业
【咨询热线】15120674685

11
三亚哇艾鲁海岸别墅欢乐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哇艾鲁海岸别墅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65066

12
5天4晚清凉夏季与水果同行

【执行企业】三亚乐在旅途旅业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876193377

13
美宿暑期亲子游

【执行企业】海棠湾比邻near椰林美宿
【咨询热线】13700491400

14
（清凉夏季）豪华海景套房家庭游

【执行企业】三亚悦诗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976008496

旅行社推出
9款优惠产品

1
亚特兰蒂斯&美高梅5天4晚亲子美食娱乐套餐

【执行企业】三平国际旅行社
【咨询热线】0898-88259599，15323451112

2
三亚亚特兰蒂斯爱必侬公寓海韵酒店5天4晚亲子玩乐套餐

【执行企业】三平国际旅行社
【咨询热线】0898-88259599，15323451112

3
亲子+神玉岛散拼两日游

【执行企业】海南凯铭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907678200

4
森林+帆船+蜈支洲5天4晚踏浪精品散拼

【执行企业】康泰旅行社
【咨询热线】0898-31806089/15203025043

5
蜈支洲岛精选一日游

【执行企业】海南指南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898-88350605、19943325171

6
呀诺达热带雨林一日游

【执行企业】海南指南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3876866211、15091986650

7
分界洲优选一日游

【执行企业】海南指南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898-88350601、19943324544

8
五天四晚爱时光

【执行企业】三亚民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876898445

9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双人亲子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8808906008

餐饮美食类推出11款优惠产品
1
火车头海鲜广告夏季特惠

【执行企业】三亚火车头海鲜广场
【咨询热线】0898-88650889

2
吉阳迎宾海鲜广场家庭游优惠

【执行企业】吉阳迎宾海鲜广场
【咨询热线】0898-31096188

3
老街美食城亲子餐特惠

【执行企业】老街美食城
【咨询热线】0898-88256248

4
鹿鸣轩新派川味海鲜加工家庭特惠

【执行企业】鹿鸣轩新派川味海鲜加工
【咨询热线】0898-88296360

5
东海龙宫海鲜优惠套餐

【执行企业】三亚大东海东海龙宫美食城
【咨询热线】4008003667 0898-88675290

6
三亚之夏家庭旅游优惠

【执行企业】三亚悦茶私厨
【咨询热线】13682431468

7
聚祥瑞海鲜坊（红树林分店）夏季特惠

【执行企业】聚祥瑞海鲜坊（红树林分店）
【咨询热线】0898-88917175

8
聚祥瑞美食府（琼菜世家店）夏季特惠

【执行企业】聚祥瑞美食府（琼菜世家店）
【咨询热线】0898-38258666

9
三亚德福轩海鲜酒楼（帆船酒店）夏季特惠

【执行企业】三亚德福轩海鲜酒楼（帆船酒店）
【咨询热线】0898-88695819

10
三亚海棠68环球美食街东榕海鲜广场

【咨询热线】0898-88811568，0898-88811877
【地址】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68号

11
三亚东丹河乡村特色宴会旅游农庄亲子套餐

【咨询热线】17689733311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上牛组（东丹河

乡村物色宴会旅游农庄）

游艇帆船运动类推出
4款优惠产品

1
鸿洲法国进口大帆船亲子玩海90分钟

【执行企业】海南鸿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
【尊享热线】0898-88600123/88600899

2
鸿洲大帆船亲子训练营

【执行企业】海南鸿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898-88600123/88600899

3
帆船港|2019“勇敢鸭”三亚帆船游学夏令营

【执行企业】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俱乐部
【咨询热线】0898-38871111

4
亲子玩海刺激龙骨帆船出海

【执行企业】海南新航家
【咨询热线】18689836671

体育旅游类推出7款优惠产品

1
亚特兰蒂斯C秀

【咨询热线】0898-88020565

2
三亚千古情旅游演艺

【咨询热线】18889925252

3
红色娘子军演艺

【咨询热线】18689756730

1
明申高尔夫酒店“明申时光”套餐

【咨询热线】0898-88885888或转预订部
【地址】三亚明申高尔夫度假酒店

2
嗨骑10天10晚嗨骑海岛大环线

【咨询热线】：18789796619 啊福哥（微信同步）
嗨骑微信公众号报名：hiride

3
三亚特缔思潜水

【咨询热线】潜水管家：0898-88810046/18189811600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海洋馆

4
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海洋馆 PADI五星潜水中心 DSD体验潜

【执行企业】三亚特缔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潜水管家：0898-88810046/18189811600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海洋馆

5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热带渔湾潜水 鳐鱼浮潜 与鲨共舞

【执行企业】三亚特缔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潜水管家：0898-88810046/18189811600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海洋馆

6
三亚德贝潜水

【咨询热线】4008-345-345，18084676942（微信同号）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德贝潜水

7
蓝骑士帆船游艇清凉夏日玩海体验

【执行企业】三亚特缔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尊享热线】15692512226/18889927596
【出海地址】三亚市星华游艇码头

旅游演艺类推出
3款优惠产品

旅游摄影类推出
2款优惠产品

1
呆呆岛景区旅拍套餐

【执行企业】南湾猴岛呆呆岛景区
【咨询热线】0898-83360902/83362992

2
《三亚旅行印记》亲子系列T恤定制

【执行企业】三亚黑珊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 17786970507/13034971008

旅游交通推出2款优惠产品
1
东方航空往返机票优惠

2
机场大巴优惠

【尊享热线】0898-88989777
户外露营专门推出家庭优惠产品：
【执行单位】三亚户外露营房车协会
【咨询热线】：0898-88253888/18389876543

1
南海之梦西沙之旅

【执行企业】港中旅三亚旅行社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898-88865882
17784610630/18689666703

2
2019《第一季》环海南岛绝美海岸线航海研学旅行

【执行企业】三亚木头人游艇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5595999988

3
童愿研学行

【执行企业】三亚童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3518884789（QQ 老师）、13976564462

4
七仙岭“探索雨林”自然教育亲子之旅

【执行企业】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
【咨询热线】18876169566

研学旅游类推出4款优惠产品

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举办免税购物节，整体活动将围绕三亚
国际免税城系列活动展开，对岛内及岛外客流形成吸引。

1
季末促销，大牌折扣疯狂购
2
第四届免税王国旅行记
3
亿元现金（券）大派送
4

“五”购不欢，免税嗨翻天（五周年店庆）

免税购物类推出4款优惠产品

1
亚龙湾奥特莱斯品牌折扣疯购季
2
亚龙湾奥特莱斯“欢乐夏日购，好礼献爱心”，百万代金券大放送
3
亚龙湾奥特莱斯“关注有礼”

品牌折扣店推出3款优惠产品

全市 27 家大型商场超市将开展打折、商品特价、会员价、
VIP增值服务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销让利活动。

1
三亚夏日百货开展系列促销活动
2
通文到家网上平台以诚信实惠服务于客户
3
蓝海购物广场整个夏季，全场五折起的钜惠活动。

大型商场超市推出3款优惠产品

1
紫砂海南

【执行企业】三亚即空间文化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3816491993/16608906634/16608900377

2
原乡手工皮具

【咨询热线】18208976163
【地址】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155号

旅游商品企业推出2款优惠产品

三亚成国内亲子游
热门目的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