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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过大年广东过大年 珠海珠海GOGO浪漫浪漫

“广东过大年 珠海GO浪漫”2018珠海新春主要旅游活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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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烟火声光秀
盛典欢庆新年

TEA杰出成就奖
海洋夜光大巡游
福临海洋贺新春

瑞犬贺春 奇技迎新火
热世界马戏
打响新年首炮

旅行蛙的新春露营游

2018第三届珠港澳国
花 牡丹精品博览会

大型山水实景演艺
《印象珠海 千年铁魂》

第一届小丑嘉年华
第八届圆明新园美食节

2018年
第一届文化艺术节
——迎春花市
——新春嘉年华

第十三届迎春大庙会

桃花盛放，春日吉祥
郁金香花展

泡真温泉 过健康年
新春宫灯展

天塔狮舞
火龙钢花表演

首届原创春联书法大赛
烟花汇演

海泉湾亲子主题客房
海泉湾美食嘉年华

荷包岛美食一天游
新春贺岁套餐

温泉及新春大餐庙会

花彩世界 童话新年

白蕉风情·新春庙会

我和萌宠过大年

畅享海岛春节
欢聚大美万山

2018金湾区新春惠民
欢乐嘉年华

观光游及特色体验

唐家肴系列美食活动

活动时间

2月16日
-2月25日

2月16日
-2月22日

2月14日-3
月2日

2月12日
-2月23日
（其中大年
三十闭园）
每天9：00-

17：00
2月16日
-3月18日
每晚19：00

2月16日-2
月20日

2月2日-2月
14日

2月16日-2
月22日

2月16日
-2月22日

2月16日
-2月22日

2月15日
-3月2日

2月16日
-2月22日

2月15日
-2月21日

2月16日
-2月22日

2月14日
-2月22日

2月16日
-3月2日

2月16日
-2月21日

2月16日
-3月16日

2月15日
-2月21日

2月16日
-2月18日

2月16日
-3月31日

2月15日
-2月22日

活动地点

横琴长隆海洋
王国

长隆横琴国际
马戏城

星乐度·横琴
露营乐园

圆明新园

农科奇观

梅溪牌坊

海滨公园

海泉湾
度假区

荷包岛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御温泉

逸丰生态养生
园

白蕉镇南澳村
虾山村
盖山村

十里莲江

各大海岛酒店

金沙滩景区

花田水乡

唐家、会同、
鸡山、淇澳

辖区

横
琴
新
区

香
洲
区

高
栏
港
区

斗
门
区

万
山
区

金
湾

高
新
区

活动内容
每晚“海洋保卫战”再次升级，长达15分钟盛世烟
花，光影科技无人机来做“伴舞”，载上烟花翅膀，与
焰火燃放同步飞行。16辆海洋花车集结号齐齐开年
开运来！跟随巡游队伍，追着“金龙”遨游新春海
洋。“亚洲最低纬度帝企鹅宝宝”“海洋国宝”中华白
海豚，还有鲸鲨馆超200种近2000多万种珍稀海洋
生物，送来海底深深的祝福。
邂逅奇幻马戏：《双人空中技巧——皮条》《我——吊
环》《驭风使者——自由马术》《驭风使者——自由马
术》
以“琴岛奇航”为主题，融合多种新奇特色宿营单元，
配备沙坑遗址乐园、儿童游乐园等全龄段的游玩设
施。春节期间推出“旅行蛙的新春露营游”主题活
动，在营地感受房车入住体验，十里桃花的浪漫，新
春喜庆的气氛，这个春节就来星乐度，别让“蛙”代你
去旅行！

第三届珠港澳国花牡丹精品博览会将在御花园召开，
届时数万朵牡丹惊艳亮相珠海。票价信息：30元/人，
大小同价，1.2米以下免票。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品珠海渔女传说，观世界铁
花奇技，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上婚嫁、打铁花将在龙泉
湖再现。票价信息：70-120元/人不等。
每天11：00、15：00，在中心剧场看小丑滑稽的表演、
踩高跷、神奇近景魔术！票价：1.2米以上30元/人，
1.2米以下免票。看累了，在东配殿广场帮您搜罗世
界各地美食，大饱口福过个美满幸福年。
1.迎春花市设置“港珠澳”“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区”、

“文艺轻食长廊”等展区，为期两周。公众微信号活
动内容分享朋友圈可免费领取门票。2.新春嘉年华
分珠港澳台主题，展示各地特产美食、地方品牌、文
创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特色巡游、互动游戏和探秘农
科奇观等活动。
东北“大秧歌”“杂耍”“划旱船”，山西“威风锣鼓”，四
川国剧精粹“川剧变脸秀”等表演全天轮番上演。票
价信息：1.门票门市价65元/人享八折优惠；2.1.2米
至1.5米的儿童，6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残疾
人持相关证件可享受优惠价30元。
春节期间，海滨公园花展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
种植面积为3208平方米，区域内主要花卉品种为桃
花、郁金香、紫罗兰和波斯菊。
海洋温泉2017年全面升级，无边界观海池、儿童池、
极速漂流池、南洋风情汤苑全新面客。春节期间还
将大型宫灯展，并精彩演艺“泉回大唐”展现中国传
统沐浴文化，凸显节日的祥和热烈气息。
渔人码头和神秘岛乐园将邀请非遗民俗演出天塔舞
狮和火龙钢花，以及原创春联书法大赛，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喜过祥和中国年。除夕夜00：00和初一到
初五的21：30更有璀璨的烟火汇演。
春节期间，海泉湾推出“星空”“海盗”“小资”三款亲
子主题客房，各中西餐厅推出“欢欢喜喜闹新春”自
助晚餐、“除夕团圆宴”和“岭南美食节”，中餐厅元宵
节当晚有猜灯谜的活动，赠汤圆一份。
一日游238元/人，套餐包含市区往返荷包岛码头专
车接送、码头往返船票、岛内车接送、门票、海鲜午
餐、岛内专业管家导游等服务。
每晚18点至22点，集合风土玩意、民间艺术、民俗杂
趣、特色小吃等中国传统风俗文化，食足四小时，出
入无限次。届时更有击鼓祈福、转轮求福、礼拜神庙
等活动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2018年春节，逸丰生态养生园将以“花花世界，童话
新年”为主题的春节活动，现场搭建多个童话布景，
与“花海”相互映衬，赏花、拍照、玩游戏、品丰富美
食，体验不一样的“童话”年味。
白蕉镇三村联动，齐闹新春佳节。百亩花海烂漫：七
彩花田+紫云英花海；亲子乐园、花海音乐会；客家传
统巡游、疍家水上表演、千人祈福；新春盆菜宴、乡村
大锅饭、泥煨鸡、传统糍类小吃。
珠海首家萌宠乐园，数十种可爱温顺萌宠、新春盛宴
油菜花海、桃花、格桑花、十里荧光，荧光花海、灯光
节、十里情缘 情锁莲廊、新海利美食节、斗门财神
福洒莲江、心系萌宠 公益领养、乐驱BMW小赛手
乐园、旗袍秀、趣味小活动。

2018春节期间，以东澳岛格力东澳大酒店、万山岛静
云山庄、外伶仃岛海馨酒店、桂山岛海星度假酒店为
代表的海岛酒店均推出特惠套餐，入住可享受除夕
守岁派对、新春游园会、度假套票、自助大餐、传统特
色家宴。可登录官网或官微了解详情。

活动期间将开展舞龙舞狮庆新春、新春猜灯谜、金湾
区非遗文化展演、新春全民K歌大赛等多项活动。
千叶佛莲、新春灯笼墙、七彩心型隧道、花田花海花
船、免费VR体验、品尝品尝花田泥煨鸡、四驱卡丁
车、水乡游船体验，特色农副产品。成人票优惠价30
元/人。身高1.2米-1.5米儿童和60岁以上，65岁以
下老人可享受半价票。
以唐家美食文化为主线，突出唐家“珠海溯源”、鸡山

“教育为本”、会同“买办世家”、淇澳“红色英模”4条
旅游路线，结合各会员餐饮企业以及“唐家肴”品牌
菜式，吸引广大游客。

咨询热线

400-883-0083

0756-8119888

0756-8610388

0756-8535888

0756-8635652

0756-7728888

400-693-1037
18578201339

0756-5797128

400-822-3208
0756-6207018

13928090015

0756-6316666

春节期间，香洲
港每日均增发各
岛往返航班，咨
询热线2119915
或“香洲港”微信
公众号订票。

0756-7262095

0765-7739982

0756-3629663

想玩新花样？
新春旅游新品推荐

【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长隆海洋王国推出烟火声光秀、海洋
夜光大巡游和福临海洋贺新春三大活动，
浓浓年味将从这里开始弥漫。两档新的
马戏表演节目《双人空中技巧——皮条》
《我——吊环》将于长隆国际马戏城隆重
上演。

【星乐度·横琴露营乐园】

开启野趣休闲新潮流，首创“自驾+露
营+乐园”模式，融合房车、集装箱、木屋、
帐篷等多种新奇特宿营单元，也是广东省
第一个休闲露营地国家标准执行营地！

【海泉湾度假区】

除夕夜00：00和初一到初五的21：30
有璀璨的烟火汇演，还将邀请非遗民俗山
西天塔舞狮和重庆火龙钢花演出。海洋温
泉2017年全面升级，春节新添年味十足的
宫灯展，并精彩演绎“泉回大唐”，展现中国
传统沐浴文化，凸显节日祥和气息。

【圆明新园】

全新推出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
珠海 千年铁魂》，演绎珠海渔女传说，同
时在龙泉湖上演打钢花以及我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水上婚嫁，极具视觉冲击力。此
外，2018第三届国花牡丹精品博览会、第
一届小丑嘉年华、第八届美食节同样不容
错过。

【御温泉】

大年期间每日18点至22点上演温泉
及新春大餐庙会。集合风土玩意、民间艺
术、民俗杂趣、特色小吃等中国传统风俗
文化，食足四小时，出入无限次。届时更
有击鼓祈福、转轮求福、礼拜神庙等活动
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海滨公园】

邀游客赴一场“花样无比”的约会。
3208平方米的种植区内种植了以郁金
香、紫罗兰和波斯菊等为主的花卉，在花
海中喜迎新春，祈愿来年如意吉祥。

【香山驿站】

不用去青海、西藏，在珠海市区有一
万多平方米、200万株粉红色的格桑花海，
让整个驿站生机勃勃。

【感受古镇之旅·品尝唐家美食】

在探访高新区共乐园（唐绍仪故居）、
唐国安纪念馆、苏兆征故居的闲暇之时，
可以品尝唐家肴的老珠海味道。

备用查询

旅游服务、消费投诉：12345
珠海旅游微信公众号：OK珠海
珠海市旅游发展中心网址：
www.tourzhuhai.com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陈颖 通讯员 孙亮

戊戌狗年新春的脚步已悄然走近，山海相拥，陆岛相
望的珠海，正致力于打造文化旅游之城，围绕精细化管理，
城市品质大幅度提升。近年来珠海深挖自然景观以外的
文化旅游资源，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深度和广度。
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央视春晚广东分会场的取景地又恰
好选择在珠海，于是，到珠海过一个浪漫的农历新年，寻找
珠海“幸福之城”的独特元素，已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

珠海旅游惊喜不断。今年的房车露营等全新旅游模
式，赋予游客更多选择空间，温泉游继续在品质提升的道
路上创新发展，海岛游、乡村游、主题公园游等项目不断推
陈出新。在珠海过大年如何玩得尽兴？怎样才能感受文
化旅游之城的魅力？珠海市旅游发展中心联合珠海特区
报社推出专题报道，详尽介绍珠海新春旅游产品，为游客
提供最贴心的旅游指南。

什么路线最好玩？
2018新春线路推荐

一日游线路
想赏花？

新春赏花推荐线路A：香山驿站—海滨
公园—石景山公园—白莲洞公园

新春赏花推荐线路B：斗门区白蕉镇南
澳村—逸丰生态养生园—十里莲江—莲洲镇东
湾村—莲洲镇耕管村—斗门镇上洲村—金湾花
田水乡

想感受人文风情？
人文历史推荐线路：唐家古镇（唐国安纪

念馆、会同村、共乐园、淇澳白石街、苏兆征故
居）—梅溪牌坊—北山大院（杨氏大宗祠、杨匏
安纪念馆）

滨海观光推荐线路：情侣路—珠海大剧
院—珠海渔女—（远眺）港珠澳大桥—爱情邮局
—城市客厅—拱北口岸

民俗风情推荐线路：农科奇观（4A）
—梅溪牌坊—斗门白蕉镇南澳村—虾山村—盖
山村—斗门古镇

美食自驾推荐线路：高新区唐家肴（会同
泥煨鸡、鸡山蟹黄鸡、官塘茶果）或斗门区非遗
美食（大赤坎叉烧排骨、赵氏鸭扎包、白蕉海鲈、
金巢琵琶鸭、横山粉葛）

大桥及澳门观景推荐线路：情侣路—拱
北口岸—湾仔码头—澳门环岛游或珠澳海湾游
（看港珠澳大桥、澳门各地标建筑、珠海国际会
展中心）

二日游线路
1. 主题公园游推荐线路：圆明新园

（4A）—星乐度·横琴露营乐园——横琴长隆国
际海洋度假区（长隆海洋王国、国际马戏城和三
大主题酒店）

2.温泉乡村养生推荐线路A：绿手指有
机餐厅方野农园—高栏港区海泉湾度假区

3.温泉乡村养生推荐线路B：逸丰生态
养生园—十里莲江—石龙村—斗门区御温泉

4.海岛度假推荐线路：香洲港—东澳岛
（4A）、外伶仃岛（4A）、万山岛或者桂山岛（品海
岛美食：海胆、狗爪螺、将军帽、石九公）

5.人文历史推荐线路：唐家古镇（会同
村、共乐园）—梅溪牌坊—北山大院（杨氏大宗
祠）—金台寺—斗门旧街—菉猗堂—接霞庄

港珠澳“一程多站”
精品线路四天游

第一天：珠海城轨／机场—横琴长隆国际
海洋度假区

第二天：经横琴口岸前往澳门—威尼斯人
购物—官也街—大三巴牌坊—古炮台—葡式建
筑博物馆—金莲花回归广场—议事厅前地

第三天：乘船前往香港—迪士尼或海洋公
园主题乐园—星光大道—维多利亚港

第四天：尖沙咀/铜锣湾—乘船返回

“珠中江”三天游线路推荐
第一天：珠海—江门
珠海—新会崖门古战场—午餐（古井荔枝

柴烧鹅宴）—新会陈皮村——开平碉楼—锦江
温泉体验

第二天：江门—中山—珠海
孙中山故居—午餐石岐乳鸽宴—珠海海泉

湾度假区
第三天：珠海
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圆明新园—珠

海情侣路

海岛来场自由行？
海岛旅游攻略：春节期间，香洲港每日均

有增发往桂山岛、东澳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的
往返航班，详情可咨询相关热线2119915和关
注“香洲港”微信公众号。

海泉湾重庆火龙钢花表演。
市旅游发展中心供图

2月12日，横琴长隆海洋世界鲸鲨
雕 塑 上 打 出 了 " 恭 贺 新 春 " 字 样 。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冬日海岛游浪漫不减。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海滨公园春节花展已基本搭设完毕，
静待游客到来。 本报记者 吴长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