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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琼海老牌旅游区，官塘温泉
旅游度假区如今业态已经相当丰富。

尽管“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
旅游消费季”的核心内容是官塘温
泉，但游客仍然能够在官塘温泉旅游
度假区体验到更多温泉之外的旅游
产品。

据悉，官塘温泉旅游度假区内除
拥有名声在外的温泉外，还拥有官塘

水院、官塘首府、官塘美岭湖、五星级
洲际假日酒店、北京海淀外国语学院
海南校区、一站式商业街、国际标准
高尔夫球场等。

岛内外游客可以到官塘学院小
镇感受小镇的国际范，体验儿童乐
园、马术训练基地、水上活动中心、中
医疗养馆等新业态、新产品。

此外，度假区外围还拥有北仍

村、椰子寨村、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
一批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目的地，游
客的旅游体验将更加丰富。通过
G98环岛高速公路，游客还能够便捷
地前往琼海博鳌地区，到当地南强村
感受艺术魅力，到沙美村感受生态之
美，到潭门渔港体验渔家文化，或到
博鳌免税店“购购购”。

琼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次“消费季”多项活动的举办，将有
助于琼海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推出
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琼海也
将通过对官塘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
文旅游资源的深入研究与融合，构建
高端度假休闲综合体，将大官塘旅游
消费区作为起步点，进而辐射到周边
更广的地区。

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即将启幕

千年古汤“上新”：7大活动邀你尝鲜

2019 海南官塘
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
即将启幕。11 月 19
日，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的官塘温泉度假区
已经全面进入待客模
式。

2019 海南官塘
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
将与海南欢乐节同步
启动，从11月22日一
直持续举办至12月1
日，将连续10天带领
市民游客全方位领略
官塘温泉之美。

据悉，2019海南
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消
费季共有7大主题活
动，覆盖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要
素。本次活动由琼海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主办，北京八大
处控股集团海南分公
司承办。

在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官塘温
泉的动人故事。历代官府把该温泉
池当作神圣的地方，经常在此设坛，
祈求神仙普降甘霖或恩赐平安。

清代宣统三年续修的《乐会县
志》就有官府求雨的记载：“温泉井在
归仁三吉岭，汤泉二穴。嘉庆二十一
年（1816年）旱，县主姬光壁取水求
雨，立应。”也许是官府经常在温泉活

动之故，久而久之，人们便称温泉池
为官塘温泉。

“官塘温泉是国家认定的一级温
泉水，水质为医疗热矿水。”琼海市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994年全
国矿产储量委员会组织高级专家，
对官塘热矿水的勘探成果进行评
审，发现该温泉热矿水日流量达万
吨，温度70℃至90℃，经鉴定，官塘

温泉为一级温泉水，被指定为国家级
大型温泉。

实际上，官塘温泉终年云蒸霞
蔚。特别是每年秋冬季节，水面上云
雾缭绕，似在瑶池，具有极高的观赏
价值。

经过持续开发，目前官塘温泉已
经形成总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温泉
旅游度假区，区内环境优美，风光宜

人，是琼海市最知名的综合性国际性
旅游度假康乐胜地，也是琼海白石岭
山脚下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2019 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
消费季以“养生官塘，千年古汤”为
主题，将围绕官塘温泉文化，大力
宣传琼海官塘温泉品牌，通过一系
列活动，让游客体验这座千年古汤
的魅力。

据了解，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
化旅游消费季将主要从7大主题活
动展示官塘温泉的魅力。

在11月22日至12月1日期间，
电子护照打卡、“锦鲤姑娘”直播体
验、官塘（周末）夜市、2019海南欢乐
节琼海分会场启动仪式暨2019海南
官塘温泉文化旅游康养论坛、欢乐节

国际嘉宾体验之旅、全民健身定向亲
水跑、铁骑丽影温泉骑行系列活动等
7大主题活动将纷纷举行。

琼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消费季”活动参与范围广，
惠民力度大，持续时间长。7大主题
活动内容涵盖吃、住、行、游、购、娱
等，还有一系列精彩文旅活动供游

客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2019海南官塘

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7大主题活动
极具地域特征，旨在结合海南官塘温
泉主题，为市民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文
旅体验感，让市民和游客在山水自
然、历史文化中遇见“不一样的官
塘”。

琼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借助这次官塘温泉文化旅游
消费季活动，以各项主题活动为载
体，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延长官塘
旅游产业链条，促进城市功能完
善、服务提升，重塑官塘温泉旅游
新形象，助力琼海成为远近悦来的
旅游城市。

千年古汤 国家认定的一级温泉水

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
活动抢先看

活动六
全民健身定向亲水跑

一场串联官塘著名七大景
点的趣味亲水跑，在消耗卡路
里的同时，感受官塘的风韵，满
足你的欢乐清单。参与者佩戴
活动手环，打卡指定关卡完成
互动，释放真我，解压降噪，亲
水健身，共赴狂欢。

●活动时间：11月30日
10时-10时30分
●活动路线：官塘学院小

镇商业街（起点）→海淀外国语
学校海南分校→白石岭风景区
→官塘假日度假酒店→高尔夫
球会所→水上训练基地→晃晃
之旅儿童乐园（终点）

缤纷活动 让你遇见“不一样的官塘”

产品丰富 一站式感受“田园风”和“国际范”

活动一
电子护照打卡

关注微信公号“琼海官
塘温泉旅游卡”，领取专属
官塘温泉旅游电子护照，到
官塘旅游度假区各景点打
卡，即可享受一系列的优惠
促销活动，更有机会领取价
值398元的“温泉门票+晃
晃乐园门票”。

●活动时间：11 月 22
日-12月1日

●打卡地点：官塘学院
小镇、琼海官塘假日度假酒
店、农厨好味餐馆、泉美温
泉、温泉海星田园鹅庄、红
色娘子军纪念园、宏记鹅肉
餐馆、官塘温泉休闲中心、
椰寨农家乐、琼海嘉积和树
金隆酒家、琼海嘉积银海杂
粮甜品店、琼海昌隆酒店、
凉爽冷饮店、南龙乡味馆

活动二
“锦鲤姑娘”
直播体验

想拥有“信小呆”一
样的运气吗？还总是在
微博上转发锦鲤吗？连
续10天的网红直播，全
网寻找“锦鲤姑娘”，主
题游戏不断，超多奖品
等着你，来这里，你就是
下一位“锦鲤姑娘”！

●活动时间：11 月
22日-12月1日

●活动地点：官塘
学院小镇

活动三
官塘（周末）夜市

想搭乘一次深夜专属的
摆渡车吗，想跟二次元 co-
splay完成一次互动吗，想感
受街头校园歌手的高昂激情
吗，想品尝深夜食堂的舌尖美
味吗？深夜不打烊，欢乐不停
歇，就在官塘周末夜市，这是
一场老少皆宜的夜市轰趴，等
着你的参加。

●活动时间：11月22日-
11月24日，每天17时-24时

●活动地点：官塘小镇商
业中心

活动五
欢乐节国际嘉宾

体验之旅

一场承载欢乐的体验
之旅，围绕琼海官塘山水的
生态，体验温泉康养的乐
趣，深入考察高端旅游先行
区。活动将特邀国际嘉宾、
媒体行采风团，对官塘旅游
资源深入考察和集中采访。

●活动时间：11月24日
●活动路线：博鳌超级

医院 →“北仍村会客厅”→
白石岭风景区→官塘温泉
休闲中心

活动七
铁骑丽影温泉骑行系列活动

①夜晚铁骑丽影温泉主题派对
柔软的皎月，斑驳的光影，律动的

音乐，夜晚的官塘假日度假酒店星空吧
将办主题派对。浅酌一杯鸡尾酒，观赏
夜空下的温泉，感受官塘的静谧，晚上
七点，我们露台见。

●活动时间：11月30日19时
●活动地点：琼海官塘假日度假酒

店（星空吧）
②铁骑丽影骑行活动

女骑俱乐部——铁骑丽影俱乐部
酷帅来袭，带你一路体验独特的温泉旅
游，感受浓郁的乡村文化，品尝特色的
文化美食。机车驰骋，一路前行，让你
认识官塘、了解官塘、爱上官塘。

●活动时间：12月1日10时-11时
●骑行路线：官塘学院小镇商业街

→万泉河→美丽乡村北仍村→博鳌风
情小镇→返程

位
于
琼
海
市
官
塘
温
泉
休
闲
中
心
的
一
处
温
泉
池
。

官塘温泉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官塘温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游
客青睐。图为琼海市官塘温泉休闲
中心内，游客泡完温泉后休息。

（本版撰文/元宇、摄影/阮琛）

活动四
2019海南欢乐节

琼海分会场启动仪式
暨2019海南官塘温泉
文化旅游康养论坛

这是一场关于温泉文化旅
游康养的论坛，这是一次深度交
流共享的聚会，这是一次共话产
业发展的盛况，这是一同共享

“蔚蓝果实”的时刻。
●活动时间：11月23日
9时30分-12时
●活动地点：琼海官塘假日

度假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