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ays 4Nights
魅力海南·食尚之旅
▲ 行程特点：Itinerary Highlights
★ 特别精选海南八大经典景观 Eight classics views
★ 尽享海南地道美食——八大风味餐，大饱口福
Hainan Cuisine: enjoy 8 gourmet dinners to satisfy your palate.
★瞻仰世界最大的露天大佛 108 米南山海山观音、以纯金打造载入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南山金玉观世音 The world's biggest orientbuddha of
Sea,"Gold & Jade Kwan-yin statue"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赠送 108 米南山海上观音开光佛珠，登莲花宝座摸佛脚，祈福好运连连
Ascend to the base of the 108 meter high Goddess of Mercy for good luck.
Complimentary Buddha prayer beads.
★全程下榻四星级酒店，免费升级入住准五星级、获得“世界酒店·2008
年中国最具特色精品酒店品牌”
，生态型酒店“南山迎宾馆”一晚 All
accommodations at 4 star hotels, with one night at

Nanshan a 5 star ecolodge.

108 米南山海上观音像

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
文昌鸡

和乐蟹
和乐蟹

南山迎宾馆海景礼佛房

黎苗土家宴：野山猪肉

南山迎宾馆海景礼佛客房

秘制猪手

独
景色优美的海南岛，四面环海以其独特的亚热带气候，盛产
许多奇特罕见的山珍海味地方特产， 海南美食对原材料要
求 极高，突出鲜、活、清 果蔬原材料要鲜，活，菜肴口
味要清爽，令人过口不忘。我们特别为您安排：黎苗土家宴、
海鲜风味、农家宴、水果宴、海南四大名菜、南山宫廷素斋、
猪手宴、海南鸡饭（赠送特制海南粉，全程每餐每桌赠送两
瓶啤酒一瓶饮料） Hainan is known for its fresh tropical fruits
and produce. We offer you 8 specially prepared gourmet
dinners: Peppered Fish Head Dinner, Pighock Feast, Seafood
banquet, Nanshan Vegetarian dinner, 4 Golden brands of Hainan
cuisine, Farm Homemade cooking dinner, Tropical Fruits dinner,
Hainan Chicken and Rice Dinner.

南山迎宾馆：坐落于象征无上智慧的妙金
山菩提园之侧，酒店按五星级标准投资兴，
建具佛教、黎苗文化特色和热带雨林风格墅
式酒店 ，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大佛
——108 米南山海上观音圣像。

特别精选海南八大经典景观：Eight

classics

views

1.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著名亚洲论坛国际会议组织；Conference of Bo’ao furam of Asia.
2.南湾猴岛：亚洲跨海最长的索道，世界唯一岛屿型猕猴保护区。 Nanwan macaque island
3.鹿回头山顶公园：三亚鹿城标志性景观。 Luhuitou Park
4.南山文化旅游区：国家五 A 级佛教主题文化景区。108 米 南山海上观音圣像-世界上最大 露天大佛。
南山金玉观世音-海南镇岛之宝，以纯金打造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Nanshan cultural tourist zone
5.美丽之冠：53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举办会场 Site of the Crowning of Miss World.
6.天涯海角：海南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景区。Ends of the earth
7.亚龙湾：东方夏威夷。Yalong bay : East Hawaii.
8.黎村苗寨：海南独有的民族。LI and Miao Nationality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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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吉隆坡—海口 AK62 0700/1020 景点：博鏊亚洲论坛永久会
秘 制 猪 农家宴
兴隆银湖温泉假日酒
海口
址、国药宝树堂、接机后前往琼海，游览每年举行亚洲论
手 宴 Local
店或同级
坛，著名的国际会议组织——亚洲永久会址，乘船游览荣
Pighock food
XingLong
YinHu
兴隆
膺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割湖海最狭长的海滩——玉带滩。
dinner
Argent
Lake
KuLHak
TEL：62573888
Xinglong 参观宝树堂，感受神奇的中医文化。Sightseeing:Tropical
Brids World;Baoshu Herbal Shop ; Conference of Bo’ao
http://www.hnxlyh.co
furam of Asia Jade belt beach
m/（四星）
D2
兴隆
景点：南湾猴岛、亚龙湾沙滩、鹿回头山顶公园、茶艺、 酒店 水果宴 海 鲜 风 三亚汇融大酒店或同
陵水
丝绸、美丽之冠乘坐亚洲跨海最长的索道，观看独一无二、 早餐 Fruit
味
级 Huirong Hotel
三亚
世界唯一岛屿型猕猴保护区——南湾猴岛。游览“天下第 B
Seafood TEL：88677888
Xinglong 一湾”
，感受“东方夏威夷”的魅力。游览鹿回头公园，品
flavor
http://www.huirongho
Lingshui 尝生态茗茶，欣赏茶艺表演，参观中国丝绸馆。晚上在美
tel.com/
Sanya
丽之冠欣赏“浪漫天涯”大型歌舞秀（自费项目）。Views:
（四星）
Nanwan macaque island,Yalong Bay ，Luhuitou Park，Tea
Ceremony performance and Chinese silkSite of Crowning of
Beauty Queen。
D3
三亚
景点：椰梦长廊、天涯海角、石碌刀具、南山文化旅游区、 酒店 海南
南山
南山迎宾馆或同级
南山
南山金玉观世音、108 米南山海上观音圣像
早餐
四大
宫廷
Nanshan Hotel
Sanya
车览最长的海滨景观椰梦长廊，游览海南最著名、具有代 B
名菜
素斋
TEL：88838002
Nanshan 表性的景点：天涯海角。参观中国刀具展览馆，游览佛教
four
nanshan www.nsybg.com
文化主题景区——南山文化旅游区，参拜世界上最大的露
tradition vegetari （准五星）
天大佛——108 米海上观音，赠送抱佛脚，祈平安活动（如
al
an food
遇施工或重大活动则不能安排此项活动）
，参拜海南镇岛之
cuisine
宝——南山金玉观世音。晚上下榻与 108 米观音像面对的
南山迎宾馆。Views：Sightseeing: Coconut palm Corridor，
Last Corner of the Earth，Nanshan cultural tourist zone、Pay
homage to the world’s biggest outdoor Buddha of the Sea
(108 meter high)for luck and peace.
D4
南山
景点：黎苗寨、海南特产拜访海南独有的民族——槟榔谷 酒店 黎 苗 土 海南
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
三亚
黎村苗寨，探访黎苗族的神秘文化，观赏独具特色民族歌 早餐 家宴
鸡饭
或同级（四星）
海口
舞表演。
，游览海南土特产，给亲朋好友带份特别的礼品。 B
Li
& Hainan
Oscar Hotel
Nanshan Sightseeing: Minority Dance at LI and Miao Village ，
Mao
Chicken TEL:66530666
Sanya
Shopping for Hainan souvenirs
flavor
& Rice
http://www.oscarho
Haikou
tel.cn
D5
海口
海口——吉隆坡 AK63 1055/1415 早餐后乘机返回吉隆 酒店
吉隆坡
坡。 Haikou_/ Kuala Lumpur AK63 1055/1415
早餐
HaK-KuL Back to Kuala Lumpur after breakfast.
备注
Notes

自费套餐：玉带滩游船+美丽之冠·
“浪漫天涯”大型歌舞秀+中医足疗+商业步行街 = RMB300/人
2009 年元月 1-3 日，1 月 26 日-2 月 1 日春节，3 月 15 日（农历二月十九）
、8 月 19 日（阴历六月十九）
，11 月 5 日（阴历
九月十九）价格另议！

报价

成人团费：RM699/人
小童用床位 Child with bed：RM699/人

单房差 Single room supplement：RM320/人
小童不用床位 Child without bed：RM38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