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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山水凤城
  

一、清远：上青水秀后花园

清远是珠三角的“后花园”，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仅30公里，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清远又是广

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约占全省总面积1/10，清远旅游发展着力打造清新生态、飞霞风景名胜

、英西奇特峰林、英佛湖光山色、连阳民族风情等“五条热线”和温泉休闲、漂流感受、山水风

光、溶洞奇观、民族风情等“五大品牌”，彰显清远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彩和高雅品位。 

(图片由网友 @追风少年 提供)

  北江明珠、香清溢远。清远是一座年轻而充满魅力的城市。它以山地丘陵为主，大龙山、瑶山

、云开大山与北江、连江、滃江、潖江在这里交汇，从而孕育出雄奇险陵的高山峡谷，松涛如海

的原始森林、纯如深闺的湖泊温泉，以及豪放古朴的瑶、壮民族风情。飞霞风景名胜区、广东第

一峰、清新温矿泉、宝晶宫、英西峰林、连州地下河、湟川三峡、三排瑶寨、大旭山瀑布群等等

，正是清远风光的代表之作。近年来，清远漂流、四驱越野车节更是塑造“山水清远，活力之乡

”旅游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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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山水凤城

最佳旅游时间：

4-10月雨量充沛的季节，山清水绿，是最佳旅游时间。清远市位于广东省北江中下游，没有寒冷

的冬天，年平均气温21.6℃，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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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远景点

清远以山地丘陵为主，大龙山、瑶山、云开大山与北江、连江、滃江、潖江在这里交汇，从而孕

育出雄奇险陵的高山峡谷，松涛如海的原始森林、纯如深闺的湖泊温泉，以及豪放古朴的瑶、壮

民族风情。飞霞风景名胜区、广东第一峰、清新温矿泉、宝晶宫、英西峰林、连州地下河、湟川

三峡、三排瑶寨、大旭山瀑布群等等，正是清远风光的代表之作。

清远连州地下河

洞中有洞、洞中有河、洞中有桥是连州地下河独有的特色。我国著名作家秦牧作文章赞曰：“神

秘瑰丽的地下河” 。现代名作家杨羽说它是“永远没有满足的艺术品”。现代名诗人杨应彬说它

“胜似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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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山水凤城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阳山水口连江画廊

水口连江画廊就像是一幅完整的泼墨山水画，呈现出山清水秀、峰峦连云的景象。到达水口镇前

后的一段水域，是连江山水景色之冠，连江流到此地，转了个九十度的大弯。以悠闲的心情，乘

一叶小舟，随水飘荡，便最能领略其中韵味。

广东第一峰

景区内深壑幽谷，清溪长流，飞瀑连缀，一瀑一景，绚丽壮观，水质清澈，空气清新，犹如长长

的风景画廊，动人心弦。春天花山似海，夏天飞瀑流泉，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

三排瑶寨

三排瑶寨是一个集中反映排瑶族源历史、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居住建筑、服饰特色、民间歌舞

、体育娱乐等民族风情最为丰富、最为全面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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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山水凤城
宝晶宫

全国唯一的飘雪溶洞，进入童话式梦幻飘雪溶洞，不仅可欣赏奇异的自然景观，还可欣赏到全国

溶洞第一“飘雪”奇景，体验“雪花漫天飞舞”，领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情。

牛鱼嘴

牛鱼嘴原始生态风景区位于清远市东城秀田螺村，依附着大帽山。景区占地面积3800亩，距广州8

3公里，是经过中科院植物研究专家考察证实的一个原始亚热带野生植物园。其中，国家一、二类

保护的珍稀植物——古藤类如禾雀花和蕨类植物如刺桫椤等特别多，属于典型的原始次生林带。

清远古龙峡

浪尖上的过山车——古龙峡漂流，被誉为中国漂流的巅峰之作，高差达678米古龙大峡谷赋予了漂

流与众不同的特色，集瀑布、深潭、奇石、丛林、珍稀植物于一体，悬崖对峙、奇峰耸立、滩多

水急，银瀑飞溅，自然景色之美令人为止震撼。

清远黄腾峡漂流

黄腾峡生态旅游景区位于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黄腾峡海拔683米，山势雄伟壮观；8公里长的大

峡谷，常年烟雨弥漫，蜿蜒崎岖的峡谷恰似一条腾飞的巨龙，游戏于丛林山峦间，峡谷入口处的

一座山峰像似一尊弥勒大佛笑迎天下宾客。

清远玄真古洞

这是一个以“享受山水乐趣、探索自然奥妙、休闲度假”为主题的综合旅游区。集山水、奇石等

自然景观，宗教文化，漂流、探险、野战、钓鱼、天然山水泳场、拓展基地、别墅酒店、风味餐

厅、特色表演等娱乐项目于一体。

牛仔谷漂流

牛仔谷漂流，位于广东清远市清新县太和镇五星管理区。作为全国首创的“主题漂流景区”，整

体围绕以美国西部牛仔文化而营造，将漂流的过程，变成一场牛仔闯关大冒险！

清远笔架山

笔架山原生态旅游风景区位于笔架山林场腹地，距离市区仅七公里，集度假休闲、文娱体育、商

务会议一体。以峡谷漂流和千谷溪溯溪探险闻名遐迩。

森波拉奇妙世界、森波拉火山温泉

森波拉度假森林开创了在省级森林公园发展复合型旅游观光、娱乐、度假产业新局面，打造了中

国山地旅游、温泉疗养和森林度假的又一张旅游王牌。

清新温矿泉旅游渡假区

林阴河堤旁的河中温泉 ，泉水清澈透明，温泉区内建有六十八个风格各异的温泉池，这些露天与

半露天的温泉池镶嵌在鲜花碧草中，浓缩了东方园林艺术的精华，将亚洲温泉的古朴与浪漫发挥

得淋漓尽致。

清远新银盏温泉度假村

新银盏温泉度假村，广东省十佳温泉景区之一，十万亩银盏林场和5千亩银盏水库环立四周，是珠

三角地区珍罕的世外桃源.新银盏温泉泉源引自100多米地底深处，经岩层过滤为无污染的泉脉。

聚龙湾温泉度假区

聚龙湾天然温泉独具东南亚园林风格的露天温泉区，近四十余个特色各异的温泉池错落有致分布

在绿树林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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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山瀑布群

景区山高林深、溪水清冽、地势起伏、瀑布成群，空气特别清新。在大旭山，最大的享受当然是

观瀑和玩瀑。沿着山径悠然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蕉石鸣琴”，蕉林成荫，山石玲珑，溪水

迤逦，仿如幽雅琴声。

英西峰林

置身其间，大有蓝天、青山、碧水回归大自然的神韵。风光绮丽、景致醉人，除迷倒中外游客外

，也成为摄影爱好者猎影之地。共有数十个景点，峰林风光较为集中的地方是公正、溪村峰林和

千军峰林。

湟川三峡

湟川三峡位于连州市连州镇与龙潭镇之间，全长20多公里，分龙泉峡、楞伽峡和羊跳峡，两岸茂

林修竹、山花烂漫。瀑布一幅接一幅，似帘，似练，似玉带；山势收缩如刀切之齐；水势逼仄如

束薪之急。坐在船上，仰而观峡，俯而观滩，心目不暇。湟川之美，仅历代骚人墨客赞叹不已。

飞霞风景名胜区

景区的主要特色有：“一古、二雄、三大、四奇、五游”。景区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

有山有水，有古有今；游客可畅游南方的“小三峡”；可亲临道教七十二福地的第十九福地--飞

霞山，体验这里的仙境生活；可目著称西藏布达拉宫之称的飞霞古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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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远推荐行程

清远山水一日游：

清远珠三角的后花园，这里山清水秀，用上一天时间看山玩水，亲近自然好不自在。

牛鱼嘴→阳山水口连江画廊

清远三日休闲游：

头一天游览三排瑶寨，感受瑶族的民族风情，次日到达连州地下河欣赏千年形成的地下奇观，最

后一天去牛鱼嘴观赏原始风景。

D1：三排瑶寨

D2：连州地下河→温矿泉

D3：牛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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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远娱乐

清远市内的娱乐场所众多，酒吧、娱乐城、夜总会散布在市内各地，是人们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东湖、笔架河、北江沿岸绿化良好、环境优美，是人们健身、散步的最佳场所。

1、咖啡厅推荐：

橘子咖啡猫

地址:清城区女人街

橘子咖啡猫

地址:清城区东升里

咖啡猫专门店

地址:清城区北门路朝阳花园

松林驿站

地址:清新县清新大道松林公园内

卡法小镇

地址:清城区大观街86号

依莱特宫馆咖啡店

地址:清城区下廓一街2号铺1楼

洛琳咖啡厅

地址:清城区下廓街7座2号

上岛咖啡

地址:清城区新城连江路63号富域银座2楼

江边名典

地址:清城区滨江路

风雅老树咖啡

地址:清城区北江二路9号

名典咖啡语系

地址:清城区人民二路8号凤城世家小区商铺2楼

遇见么么茶

地址:英德市建设路

moka

地址:英德市教育路金华大厦1楼商铺

慢板生活咖啡店

地址:阳山县阳山县北门路富百氏大厦

慢板生活

地址:阳山县阳山县北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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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山水凤城
2、酒吧推荐：

新力量酒吧

地址:清城区清城酒吧街

新地俱乐部

地址:清城区下郭街

东城喜喜酒吧

地址:清城区金碧湾a号楼1楼

暮色酒吧

地址:清城区松岗路原流行前线

玛雅酒吧

地址:清城区桥北路汇博美居广场c31楼

玛雅

地址:和平路

茶馆推荐：

快乐点

地址:清城区清城仓后街

权祥凉茶铺

地址:鹿城路

忌廉狗

地址:清城区广泰商业街1楼567号

一起休闲吧

地址:清城区南门街50号百顺大厦附近

爱厨坊分店

地址:清城区南门街50号星光新天地3楼f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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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远美食 美味不停

清远市区及清新县城有不少餐馆，高、中、低档一应俱全，消费水平比广州略低。到清远一定要

尝尝白切清远鸡、刀切糍等。

清城区：

特色小吃：猪肚鸡、白切清远鸡、吊烧清远鸡、母鹅煲、母鸡煲、刀切糍、艾糍、洲心烧肉、洲

心大粥。

 清新：

特色小吃：全菇宴、全羊宴、全鹿宴、石潭豉油鸡、浸潭豆腐、浸潭山坑鱼仔、浸潭山坑螺。

阳山：

特色小吃：白切阳山鸡、麦羹（即玉米羹）等。

 连州：

特色小吃：白切狗、瑶胞糍、狗脑煲、连州花肠、酿田螺、东陂水角、酸辣豆角干、黄茅粽等。

英德：

特色小吃：擂茶粥、卷筒糍、大湾菜包、东乡蒸肉等。

清远没事地推荐：

佛冈聚福客家皇大酒店、人民公社大食堂、清远华景海鲜酒楼 、清远京华食街、清远表哥酒楼、

奀记美食街、咖啡猫专门店、农家风味特色美食城、龙湖山庄、粤北行农家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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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远购物

清远特产：

清城区特产：清远鸡、乌鬃鹅。

清新特产：骆坑笋、蒲坑茶、山塘腊肉、洲心烧肉。

阳山特产：板栗、阳山鸡、阳山酥李、玉米、无花果、桐冠梨、粤北生态茶、红薯干。

连州特产：连州白茶、蜜枣、黄精、东陂腊乳狗、瑶安冬菇、星子黄烟、孔塘烟、黄精、龙须草

、东陂马蹄、星子红葱、水晶梨以及根雕、汉白玉工艺品，丰阳牛肉干。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连南特产：猴头菇、山楂干、无核山楂果、无花果、山菊花、红薯干、萝卜干、百合、蜜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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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特产：沙田柚、梅洞肉姜、太保白果、连山大糯、香粳米。

英德特产：英德红茶：英红九号、英德绿茶：英州一号、苦丁茶、西牛笋干、英石。

佛冈县特产：琶江鸡、芦笋、竹山粉葛。

购物场所：

清远市内的购物场所众多，位于先锋中路的城市广场是清远的中心商业区，这里大型购物商场、

品牌商店、特色商店众多，购物方便。此外，还有名都亚太百货等清远旅游购物指定单位，在这

里可以买到放心满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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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远住宿 甜美入睡

清远全市至今已有星级饭店40多家，各县（市、区）均有星级饭店，标准床位8000多个。除了星

级酒店，全市还有许多温泉度假村，村内热水均直接引自地下的温泉水。而且，度假村一般临近

各大景区，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游客来清远，不妨选择当地的温泉度假村，既有良好的住宿条

件，又可以在温泉放松心情。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清城区：

清远格豪假日酒店、清远天湖大酒店、清远国赋园宾馆、清远华冠大酒店、清远丁香花园酒店、

金佰利酒店、华航酒店、永安大酒店、清远国际酒店、清远索菲特丽豪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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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县：

清新泉之谷、清新新乐大酒店、清新田园牧歌、清新花园酒店、清远凱逸大酒店

连州市：

连州威斯特大酒店、连州国际大酒店、连州市顺达大酒店、连州大厦、连州红楼宾馆、连州大酒

店、连州鸿都大酒店

英德市：

英德海螺国际大酒店、英德英洲大酒店、英德花园大厦、英德长湖山庄、英德美华大酒店、英德

俊兴宾馆、英德华侨大厦酒店、英德金都大酒店、英德花园大酒店

阳山县：

阳山雄风大酒店、阳山天泉度假村、阳山森林温泉度假山庄、阳山宾馆

佛冈县：

佛冈三泰商务酒店、佛冈星光大酒店、佛冈白云温泉山庄、佛冈爱德华宾馆

连南县：

连南华泰酒店、连南迎宾馆、连南瑶族村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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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远交通

   

1、铁路

清远火车站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火车站建于1908年。离北京西站2226公里，离广州站6

8公里，隶属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羊城铁路总公司管辖。现为四等站。客运：办理旅客乘降；行

李、包裹托运。货运：办理整车、零担货物发到。自2009年更名为源潭站。

源潭站：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

交通：清远市区的班车，价格7元，一般30分钟每班。

   

2、公路

清远的公路四通八达，107国道贯穿全市，沿广清高速公路从清远市区到广州只需1个小时，从广

州至清远，可以到环市西路省汽车站、市汽车以及罗冲围汽车站乘班车，从6：30～19：30都有固

定班车，票价15～25元，全程约1．5小时。通过106国道可以直接到达韶关、江西，从323国道又

可以到广西，“清四公路”直达肇庆。

从清远市区出发，30分钟车程到广州、60 分钟车程到佛山、90分钟车程到深圳。形成了以京珠高

速、广清高速公路为主骨架，国道106、107、323线为主干线的公路交通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发达

地区联成一体，已经完全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接纳港澳台和珠三角辐射的最前沿

。市区以北江为界形成了新城和旧城的格局。

新城客运站：

地址：清远市新城6号区鸿运广场

主要是发往外地班车，公交9路 4路 17路 22路 14路 19路 7路 5路 广州后花园线 6路 18路 8路

10路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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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站：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北门街92号，主要承担清远市区与各下属县市的交通，2路 6路 18路

3路可达。

中冠客运站：

地址：清远市新城东17号区西半区

主要有深圳，珠海和香港方向的班车。

   

3、市内交通

公交车：

整个市区基本都有公交覆盖，票价1—3元不等，发车时间大都在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左右。

出租车：

清远市目前有二运、晨光等五家出租车公司共200多台出租车。出租车全部实行按表计价，日间起

步价5元，夜间起步价6元，3公里后每公里单价2.4元。

班车：

1、市区至飞霞旅游专线车（空调中巴），票价8元，全程约1．5小时；

2、至飞来峡水利枢纽无专线车，需乘搭英德班车于飞来峡区下车，票价10元，全程约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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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清远节庆

河源龙舟赛

将龙舟与恐龙联系起来，以恐龙的名字来命名各条参赛的龙舟。届时，风景如画、漫江碧透的黄

金水道上，条条龙舟犹如恐龙再世，群龙起舞，倒海翻江，奋发奔腾⋯⋯以此生动地展示河源丰

富的恐龙文化，宣传河源“中华恐龙之乡”的形象。

阳山四驱越野车节

阳山县被誉为“四驱之城，越野之都”。每年10月份，阳山县将举办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

届时将有十多个全国各地的俱乐部、百台越野车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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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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