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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长岛最棒的旅游体验

长岛，历称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长岛县位于胶东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渤海交汇处，由3

2个岛屿组成，岛陆面积55.96平方公里，全县海域面积87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46公里。

长岛天蓝、海碧、岛秀、礁奇、湾美、滩洁、林密，自然景观非常迷人，是一个不加人工修饰的

天然海上公园。这里是鸟的天堂，有“候鸟旅站”之称，每年途经这里的候鸟有19目58科320种，

岛上万鸟凌飞、鸣声萦耳；这里是海豹的乐园，每年有大批西太平洋斑海豹在此逗留休憩，憨态

可掬的海豹宝宝又是海岛旅游的一大亮点。这里还有浓郁的海岛民俗风情，独特的婚丧嫁娶、民

间节庆、海上生产习俗，让人耳目一新，倍感新奇。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呼吸异常清新的海岛

空气；拥抱大海，荡涤心灵，洗却生活工作的压力；揽胜探幽，享受视觉大餐，增添人生的情趣

；走进渔家，体验渔民生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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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海、打鱼，做一天纯粹的渔民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长岛旅游资源、海洋资源和环境生态资源既独特又丰富。海岛生态环境优良，岛屿海岸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原生态的高品质山海人文景观物不但让出海人赏心悦目，更为各种海产品繁衍创造

了绝佳的自然环境。长岛海参、鲍鱼等顶级海珍品资源享誉海内外，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鲍鱼之

乡”、“扇贝之乡”、“海带之乡”，是我国重要的海珍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因此出一天海，跟

着渔民在海上捕鱼、捉海参、采鲍鱼，要的不仅是新鲜与好奇，更多的是满足与欣喜！

   

2、在月亮湾发一回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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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月牙湾怀抱的一泓碧水，蓝得象玛瑙，清的似明镜，诱人不由得跳进去，把大海揽入自己的怀里

。风高浪急时，满湾翡翠，银雪飘飘；晴空万里时，安逸俊美，妩媚可人。千百年来，大海以美

的心灵、美的纤手磨饰出这岸边的万斛珠玑。

而逃离了都市的喧哗，让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安下心来在月牙湾发半天呆，只为听那涛声，阵阵

拍岸； 只为迎接那海风，拂过耳畔。于是一切积压已久的莫名烦恼和惆怅，都会风清云淡了。或

者牵着他（她）的手，只是安静地坐着，天地便不存在了，只有你的呼吸还在我的耳边。或许，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天长地久吧。月牙湾还是个设施比较齐全的海水浴场，最好的下水季节是七

到九月之间。不过对于想来发的人来说，除了冬季，其它季节都可以。

   

3、去林海深呼吸，一脚踏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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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林海被誉为天然的“休闲氧吧区”，尤其夏季进入“林海”，海风习习，山风清香，大自然处处

赐给阴凉。“翡翠谷”中，蝶舞蝉鸣，鸟语花香，可谓四季常绿，三季花馨，春来秋去的候鸟云

集山林，形成独特的奇观。

黄渤海分界碑处两边海的颜色泾渭分明，一个是黄海一个是渤海，而且随线，岛下蜿蜒伸出一长

截名位长山尾的滩陆，看来这山还真有点灵气。在这里你可以一脚跨两海，这是何等威风，何等

豪气！

   

4、吃正宗渔家乐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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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说到吃海鲜，可能有人会不屑，现在交通这样发达，物流这样丰富，哪里吃不到海鲜呀？其实什

么叫海鲜？就是从海里刚刚打捞上来的，还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到处乱蹿的那能才叫海鲜，我们在

城市里看到的，都是坐了飞机又坐汽车也晕头转向但已浑浑噩噩的那叫海产品。我们平时吃个扇

贝，海蟹，海虾，鲍鱼呀，都得按个，按只，按两来买，许多人一提海鲜，都肝颤，为什么呀？

那叫一个贵呀。可在长岛上，吃啥都按盆，结帐还不贵，海鲜都原味，住宿都按位。长岛开发渔

家乐已有好几年了，渔家乐不仅是长岛旅游一块金字招牌，也确实为旅游者提供了方便。尤其是

长岛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山东人的豪爽，加上旅游管理者的指导，长岛渔家乐已成为自助旅游者

的首选。如今借助网络的优势，长岛渔家乐早已实现了跨区域突破性的宣传和经营，在旅游旺季

到来的时候，长岛有名气的渔家乐都被预订一空，生意非常红火。住渔家乐，包吃包住，按人头

算钱，从60元/位—150元/位不等，丰廉自选。

   

5、在九丈崖海誓山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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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九丈崖并非真的就是九丈，它是取十个数字中最大的一个数字“九”来命名。它以其崖壁罕见的

石质组合和险峻壮观而著称，远望九丈崖就像一幅天然石画，让您领略精彩的花纹图案，目睹天

人所留下的水墨丹青。景区占地2平方公里，崖壁绵延400余米，这里山崖险峻，水深流急，岩礁

棋布，自然景观独树一帜，尤以其崖壁罕见的石质组合和高峻险要而著称，气势挥宏，在全国众

多海蚀崖中独占鳌头。

据说这些险象环生的崖壁都是经历了上亿年的地质运动，才有了今天的风貌。古人所谓的海誓山

盟，指着山，面着海，互相约定今生今世爱情如岩石般忠贞，如海水般不枯竭，此时此地真仍最

绝佳之地。有山有海，惊涛拍岸，如果再有一对璧人面海相拥，那真是人间最美的情景了。所以

如果有要求爱或求婚的，到此地来，面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和心上人的用心良苦，十有八九都会

被打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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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去万鸟岛看海鸥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万鸟岛又称车由岛，坐落于长岛诸岛中部偏东，这个海拔73.5米、仅有0.05平方公里的小岛，在浩

渺的汪洋大海之中，简直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粒，然而海深魅力大，岛小情趣多，因岛上栖居着

几万只黑尾鸥、海鸬鹚、白腰雨燕等海鸟，后称万鸟岛。海岸地貌悬崖陡壁占90％以上，断崖系

石英岩与板岩互层，节理发育，破碎性强，经千百年风化和海蚀，崖壁此凸彼凹，石阶、石台、

石窟、石穴鳞次栉比，形成一座自然的“海鸥石楼”。成千上万只海鸥在此安家，觅食、嬉戏、

休憩、生儿育女。这时的小岛变成了喧嚣的鸟国、沸腾的剧场、海鸥的天堂。

去万鸟岛必须出海坐船，船行时间往返需要半天，但沿途经庙岛烧饼岛，大小黑山岛，宝塔礁、

马枪石、军舰岛高山岛等众多岛屿，风景非常独特，一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建议带点面包，饼

干等食物，靠近万鸟岛时，扔给海鸥，会有成百上千只海鸥飞来争食，场面非常壮观（不要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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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带奶油或色素的食物，容易使它不消化）。

当游船离开时，会有成千上百的海鸥一路追随，恋恋不舍地与游客告别，为游客送行，那场面又

是如此眷恋如此缠绵，当然它们只是留恋你手中的食物而已。但万鸟岛的海鸥通人性，这倒是真

的。这得益于长岛这几年坚持不懈的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也得益于长岛自身的深切体

会，只有与海洋和谐相处，保护好懒于生存的家园，长岛的前景才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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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岛值得去的景点

   

1、九丈崖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九丈崖公园是1991年新开辟的一处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公园，占地37公顷，水域面积1万平方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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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3.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50平方米。它位于北长山岛的西北角，西依珍珠门水道，北临国

际航线长山水道。壁立实际高度为69.7米。其崖壁的巍峨与险峻而得名。由于千万年乃至上亿年

海浪不舍昼夜的淘涤，那本来垂直的石壁底凹上凸，出现了大于90 °的倾斜，即使是盛夏酷暑烈

日当头，崖下却总能保留着一片阴凉，使崖上崖下形成两个天地，大有“阴阳割昏晓”的意境。

这里山崖险峻，岩礁棋布，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海蚀地貌十分突出。九丈崖由于崖壁的高险而

得名，景点集山、海、崖、礁、洞于一体，融奇、秀、雄、美、幽于一隅。崖壁切削千仞，崖下

寒气逼人，海浪呼啸，崖后草绿花红，阳光明媚。

九丈崖的主要景点有：“望崖台”、“鸥翅湾”、“九叠石塔”、“八仙石洞”、“龙舌垂钓”

和“水门赏古”等。在九丈崖的南坡，即是被考古学家于1976年发现的珍珠门遗址，属四千年前

的东夷文化。站在这长满蒿草、开遍黄花的山坡上，眼前就会浮现出我们祖先在狩猎、捕鱼、修

造茅舍的情景，再回望九丈崖层层斑驳裸裂的岩隙，那可否就是古人攀援留下的痕迹？

   

2、林海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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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林海公园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北接烽山凌空的鸟展馆，南衔玉滩堆雪的长山尾，是一处集山、

林、海、滩、礁、崖、洞于一身的新景点，也是1992年公布的长岛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主体部分。

公园因空气清新、无污染、负氧离子含量高而闻名中外，素有“森林氧吧”之称。它占地90公顷

，水域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1996年建成对外开放。 

林海公园风格为“原始、神秘、清新、幽静”。林海景观以“黄渤海交汇处--长山尾”为重头戏

，立于交汇处界碑下，朝可看黄海喷薄日出蒸蒸日上，暮可观渤海夕阳西下残阳如血，而黄渤二

海海流对峙的壮观情景更为天下罕见。“拂云亭”上，有幸可揽赏海上三大奇观--海滋、平流雾

和海市蜃楼。369级“海天梯”下，有1千米长的沙质海滩，是一处天然浴场。沿海滩涂有形状各

异的礁石：达摩石、情侣鸳鸯、海豹出水、天马行空⋯⋯游人可漫步过“鸳鸯洞”许愿，可泛舟

入“水晶洞”猎奇。 

烽山公园烽山候鸟馆位于长岛县南长山岛烽山。是一座仿清代北方园林式建筑，下基座悬空挑出

，气势雄伟，古朴典雅，有“鸟阁凌空”之称。建筑面积230平方米，内设标本室和活禽室，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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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鸟类标本有200多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标本有白鹳、黄嘴白鹭、中华秋沙鸭、大天鹅

、鹗、游隼、蜂鹰、苍鹰、鸢、红隼、燕隼、长耳号鸟和短耳号鸟等。  候鸟馆东侧，一条石级

小路直达烽山主峰，峰顶建有雄鹰雕塑，高8米，宽4米，与蓬莱阁遥相对。站在峰顶举目四眺，

不仅长岛城区尽收眼底，而且长岛诸岛的风姿也一览无余。这里也是观海、观潮、观日出日落的

佳地。现以候鸟馆为中心，建成了烽山公园。 

   

3、月牙湾（又称半月湾、月亮湾）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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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湾又称半月湾或月亮湾，古称北口，位于北长山岛嵩前村北，长约1公里，依山而促，抱海而

卧，形如峨眉。50年代末，驻军在此建靶场，据海湾形状取名半月湾。1979年叶剑英副主席至此

，赋诗称月牙湾。

海湾的神奇之处在于滩上、水中，无泥无沙，无岩石，全是一湾圆润晶亮的卵石。风起风落，浪

来浪去，漱得一片刷刷声。水色清亮，沿水边走，见水底卵石，五光十色，动荡摇晃，有千百种

变幻的色彩。坐滩上拣选，可以得到意想之外的石品。有人曾在这里拣成一套红白两色的围棋子

儿，不少人得到过有图画的卵石。

春夏时节，湾内波平浪缓，水似明镜，山石树木映入海中，与蓝天白云倒影相映，宛如神仙府第

；秋冬之际，波涌浪翻，玉飞珠溅，如积千层白雪。滩头五彩球石，珠圆玉润，令人爱不释手。

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作《北海十二石记》赞美过球石。月牙湾水质纯净，是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

  

   

4、望夫礁、仙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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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望夫礁因景区内有一尊酷似怀抱婴儿的渔妇的礁石而得名。相传，一位渔夫在冬日冒着狂风巨浪

被船主逼迫出海，因遭遇风浪不幸未归，新婚不久的妻子悲痛欲绝，怀抱婴儿终日守望在海边，

天长日久，化作石像屹立海边。主要景观：望夫石、长山列岛国家地质公园陈列馆、龙头礁。

仙境源占地200公顷，水域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绿地面积22万平方米，距长岛

县城约20里。因此地历代有“仙境”之称，所以起名“仙境源”。  仙境源东面开口处临海而立

，顿感开阔，村人在此建一亭阁，高约16米，顺悬崖之势造陡峭台阶，左拐延伸出一架栈桥，栈

桥周围划出几处钓鱼台和海上游乐场；右拐直达海滩，四周悬崖峭壁围成一处半圆的湾，实属一

静谧之所，滩上卵石约3米厚，光洁柔润。身临仙境源，心情舒畅，飘然欲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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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岛海上好玩的旅游景点

   

1、宝塔礁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宝塔礁因形似宝塔而得名，系由地层断裂所塑，年久海蚀而成。它位于长岛县犁犋把岛北端，高2

1米，直径约5米，其状巍然。宝塔礁由石英岩和页岩交替叠压而成，石纹清晰，层次分明，自上

而下一条条横绕的纹路将塔分成几十层，裂隙竖垂的岩线，又将每一层次都割裂成数段，仿佛这

塔并不是严密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石块堆砌而成的松散的建筑。在距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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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约3米高的地方，宝塔又生出一圈环形的断裂层，将整座塔身的1/3悬在空中，显得格外雄奇

。 

于宝塔礁处不仅可以领略水光塔影的妙景，而且观日出日落更为壮观。清晨，置身于庙岛塘外，

看着一轮红日跳出海面，好似贴着塔身冉冉升起。特别是当灿烂的朝阳跃上塔尖的时候，整个宝

塔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中，仿佛披上了偌大的一块红绸，这就是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浮图映辉”。

傍晚，来至庙岛塘内，看那落日由浮云托捧着徐徐落下，特别是当那火红的球体滚动在宝塔断层

中间的时候，仿佛是一颗赤珠嵌进塔身，红珠烧红了塔身，霞霓辉映着碧海，这就是长岛十景之

一的“宝塔含珠”景观。

   

2、庙岛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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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岛，一座神秘的岛屿，她的神秘在于岛上有800多年历史的妈祖庙，还在于她奇特的岛屿形状和

位置。据说，空中俯瞰庙岛，那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传说，很早以前，这座岛屿也叫凤凰

岛。在庙岛北面，是太阳岛（烧饼岛），二岛相对，形成了丹凤朝阳之势，据说，当年显应宫选

址时，风水先生就是看好了这点，特意将庙建在了“凤凰”脖颈处。奇妙的是，庙岛东面的南北

长山岛蜿蜒如龙，西面的大小黑山岛状如黑虎，从而形成丹凤朝阳，龙绕红日，虎吞金乌之势。

庙岛塘南接登州水道，北靠长山水道、珍珠门水道和宝塔门水道，可谓四通八达，进出自如，这

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良港，每当四周海面白浪排空时，庙岛塘内却涟漪微动，正如欧阳修诗句所

描述：“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在当今世界，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妈祖文化，已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姓林

名默，是宋代福建莆田人，她有不少特异功能且自小立志济世救人、扬善除恶。她短暂的一生中

，留下了无数拯救海难的动人事迹，因而死后被人们奉为海神。

长岛的庙岛显应宫始建于北宋宣和四年，是我国北方建造最早、影响最大的妈祖庙。明代，随着

香火与声名的日益隆盛，海神娘娘庙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与妈祖文化的传播中

心，其影响遍布黄渤海沿岸，而且远播到朝鲜和日本。崇祯帝下诏立官庙，并御赐额“显应官”

，显应宫的声名与规模达到了鼎盛。当时在各船帮中流传着一句俗语：“天津海口有一座好庙岛

，宝刹多间，娘娘最灵，七月十五有戏听”，足见庙岛显应宫的盛名。改革开放以来，长岛县先

后三次对显应宫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改造，基本恢复了显应宫的历史原貌。二零零二年阴历七月

十五，新增了福建的白脸妈祖和台湾的黑脸妈祖，至此，加上原有的金身妈祖，长岛妈祖庙成为

我国惟一的安奉“三身”妈祖的庙宇。

   

3、万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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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万鸟岛，远远望去，酷似一艘锚泊的登陆舰。全岛海岸线长1．25公里，车由岛环岛无路，唯中部

有一涵洞可至山腰，人称“通天路”，极其险峻.但勇攀而上，可领略无限风光。走在通天路上，

宛如置身于海鸥的王国，随手可以触及到鸟儿的羽翼；美妙的鸥鸟之曲悠扬不息。登上山顶，密

密扎扎的鸥鸟围着你上下翻飞，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这绝世的“鸥鸟百态图”。

乘船临岛，仰望岩壁，鸥影绰约，鸟声盈耳，几万只海鸥与常住这里的白腰雨燕、海鸬鹚、扁嘴

海雀构成千羽万翼之下，成为鸟的天，鸟的海，鸟的岛，景象颇为壮观。

   

4、大黑山、海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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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龙爪山景区位于长岛县大黑山岛北端，由五座险峭的绝壁并肩联结而成，耸立于海岸边，占地30

多公顷。该山海蚀洞十分发育，大小涵洞20多个贯穿山间，其中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海蚀洞—聚仙

洞，洞深近百米。龙爪山山势雄壮，巨石玄妙，涵洞奇幻。几乎是山山有传说，洞洞出掌故，整

个一座龙爪山，仿佛就是用神话堆砌起来的。相传龙爪山原来并非现在这样直露峥嵘，而是一座

非常笑逐颜开的青山。有一年的一月初二，随着山摇地动的一声巨响，风烟滚滚之中，一条巨龙

抓起半座山峰向北腾空而去，剩余的半座山留下了四道深深的山垭沟，变成了五峰并立的雄姿。

被巨龙抓走的那半座山落入东北海滨，若两座半山相合，十分完整。如今的砣矶岛和高山岛就是

当年巨龙北送半山时，坠入海中的两块巨石。

在前往大黑山的途中，你可能会亲眼看见在岩石上嬉戏的海豹哦。成群的野生斑海豹集体亮相于

大片的礁石上，慵懒地晒着太阳，这不是电视里的画面，活生生的就在你的眼前，非常生动，超

级可爱。不过只有每年的4月份左右斑海豹才会从俄罗斯海域南下到这片海域产崽育崽，遇上晴天

还能看到它们晒太阳的慵懒模样，或者偶尔看到海豹在水中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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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岛门票

1、往返船票：蓬莱－长岛46元/人 渡船大概140/车 人员另记 

2、景点门票：

北线：半月湾、九丈崖、望福礁、仙境源、历史博物馆套票100元/人

南线：烽山、林海、仙境源、望福礁、历史博物馆套票100元/人

联票：半月湾、九丈崖、望福礁、烽山、林海、仙境源、历史博物馆150元/人

3、妈祖香缘之旅：60元/人

4、渔家海上游览：120元/人

注：现在实行通票制，不能分别买各个景点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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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岛交通

   

1、火车来岛路线

从当地火车站提前订购火车票（最好订往返票）到烟台（长岛是烟台一个县），到了烟台下火车

后，可以到烟台长途汽车站乘车到蓬莱，全程大约50分钟（长途汽车票价17元，每20分钟发一班

车），到蓬莱汽车站下车后，再到蓬莱码头坐船来长岛（船票价23元，现在最晚一班船是下午6：

30）。

   

2、省内乘车路线

  省内－蓬莱（蓬莱长途客车站问询处电话：0535-5642018）、济南、青岛、淄博等省内游客最

好通过当地长途汽车站了解一下到蓬莱的班次，下面是省内部分地区票价：

济南－蓬莱 5－6小时 票价106元（沃尔沃） 103（金龙）

青岛－蓬莱 3－4小时 票价62元（沃尔沃） 62（金龙）

淄博－蓬莱 4－5小时 票价82元（中型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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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驾车进岛线路

１、北京（南三环）分钟寺-杨村-天津外环（112公里）-沧州（120公里）-德州（115公里）-济南

（125公里）

２、太原-石家庄（224公里）-德州（198公里）-济南（125公里）

３、洛阳-郑州（144公里）-途径菏泽-济南（434公里）

４、上海-途径江阴、江都-淮安（435公里）-灌云北（120公里）-日照（110公里）-蓬莱（333公里

）

５、哈尔滨-长春（360公里）-沈阳（315公里）-大连（419公里）-烟台（轮渡6小时），烟台-蓬莱

（75公里）

６、济南-潍坊（211公里）-途径潍莱高速-威乌高速-蓬莱西-蓬莱（207公里）下高速后到蓬莱港

码头-长岛（乘船30分钟）

询问处电话

蓬莱码头：0535-5642551   长岛码头：0535-32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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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1、渔家乐

海水渔家

房间是自己住的渔家院改造而成的,一般是2、3、4人间都有,旅游旺季提前联系。床单、被罩保证

一客一换，住的时间长的中途也会换洗，洗澡有太阳能，也有电热水器。提供各种海鲜渔家宴，

吃住每人每天60元。

地址：从长岛码头出来后左边有条往上（往东，长岛码头朝东）走的路，50来米左转再前行300米

就到了。

联系方式：玉秋嫂手机：15106525568   座机：0535-3210688  QQ：840131121

长岛南城渔家0865号

自家二层楼房，院内有宽敞安全的停车场，方便自驾车是长岛为数不多的高档渔家之一，所有客

房均配备有新空调、新电视，以及全新的白床单被罩等。家里有宽带接入，并且配备有无线路由

器，方便游客自带笔记本上网。里可一次接待30人入往，客房多为两人间、三人间，也有少量四

人间，可满足不同人数的住宿需求。客房内干净卫生，床单一人一换还将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

同时也可以为您在长岛旅游期间提供随时周到的便利。

地址：距海边只有一百米，离长岛码头（出港左拐直行）仅有一千米路，开车仅需1分钟（步行10

分钟）即到。

收费标准：每人每天100元（三餐一宿。五一、十一假期，以及暑期周六、周日，收费标准另议。

联系人：李景林

手机：1336139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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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5-3210997

丹雪渔家（长岛渔家乐0123号）

地处山东省长岛县的北城村西端，依山傍海，距离海边仅五十米，两分钟就可以走到，游客们随

时都可以去海边散步、看海、溜湾、垂钓。丹雪渔家为六间大瓦房，院内罩顶，宽敞明亮，上到

房顶就能眺望大海，了望青山。

  为满足现代游客的消费需求，丹雪渔家经过两次精新改造装修，现有10间客房，其中：空调、

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器洗澡客房7间，设：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普通客房

 3间。同时ADSL宽带接入，配备无线路由，为出游的朋友们自带笔记本提供方便。

  另外，自家有车，为游客朋友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以及更优质更优惠的包车服务；自家有船

，可以领略游客朋友体验渔民养殖生活。

收费标准：独卫房间：150-200元/人/天（含三餐）推荐价：180元

普通房间：80-120/人/天（含三餐）    推荐价：100元

 联系人：苏雪

电话：0535－3219669

手机：13864529029

QQ：599142010 155062804

   

2、宾馆酒店

丽晶假日酒店

坐落在长岛南岛海边，文化路20号，是一家新建酒店。酒店地理位置极佳，距长岛海滨浴场约20

米，北临长岛最繁华的街区。酒店装修豪华、环境优美，浩瀚大海近在眼前，美丽长岛，天蓝海

碧，空气清新，是鲜有的滨海式酒店。

                                               28 / 32



�������

长岛：黄渤二海
电话：0535－3092888  3092999

长岛世纪假日酒店

酒店坐落于长岛王牌景点—月牙湾北岸，临国家地质公园九丈崖，地处两大景点中心，与极富人

文传说和神话色彩的仙境源、望夫礁两大景点紧密相连，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园林式建筑，海

边别墅。

电话：0535－3993018

长岛万辉酒店

位于长岛县中心区乐园大街，距长岛港口及海滨浴场仅五分钟路程，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

捷。而紧挨着的长岛商业步行街，是该县商业最繁华街区，因此，无论是旅游观光、商务会议，

还是休闲娱乐、疗养度假，鸿辉酒店都是最理想的场所。室内按三星级酒店标准配套，从海景房

间和观景台，可饱览烟波浩渺的大海和长山列岛的美丽风光。

电话：0535－3090018  3216369

中国工商银行长岛接待处

座落在南长山岛海水浴场的正中央，距海滩仅28米。接待处拥有客房45间，床位97张，大小餐厅6

个，会议室，豪华KTV及其它娱乐设施一应俱全。门前风光秀丽的海水浴场，映衬着室内优雅的

环境，临窗远眺，大海尽收眼底，45间客房全部为海景房。

联系电话：0535－3213240    3216025

长岛宾馆

长岛县宾馆座落在长岛县迎宾街，与蓬莱阁隔海相望，北依长岛水岸高档住宅社区。东临峰山、

林海景区，西临长岛港，地理位置优越。现有豪华包房餐厅6间，1个观海就餐大厅,30间客房（豪

华套房、豪华海景房、标准间），可容纳80人住宿，220就餐。

电话：0535－3115666  13688689229  1338638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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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黄渤二海
  

七、长岛气候

长岛“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11.9℃，夏季平均气温24℃，是人们消暑纳

凉、休闲度假的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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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黄渤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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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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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