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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好汉坡座落在有“神州第一泉”的美誉的南田温泉区，南田温泉三口井日流量近 1 万立方米，
居全国第一，自喷高度为 7.8 米，接近于三层普通楼房的高度……

景区详情
神州第一泉

“亲亲鱼”

特色温泉

其它热门温泉推荐
珠江南田温泉

亿阳南田温泉养生酒店

海之玉海洋温泉

景区交通
乘车路线

自驾路线

到达三亚
飞机

火车

汽车

轮船

行在三亚
公交

出租车

单车

住宿
景区附近住宿

三亚其他住宿

特色美食
海南四大名菜

海南特色小吃

购物
三亚离岛免税店

三亚购物点

旅行贴士
泡温泉注意事项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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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坡南田温泉
好汉坡座落在有“神州第一泉”的美誉的南田温泉区，
南田温泉三口井日流量近 1 万立方米，居全国第一，自
喷高度为 7.8 米，接近于三层普通楼房的高度！无论从
储量、出水量、自喷高度还是矿物质含量，在全国均属
罕见。
南 田温 泉含 有多 种对 人体 健康 有益 的矿 物质 和微 量元
素，属医疗氟—硅矿泉，地下热矿泉赋存于花岗石断层
储水构造裂缝中，水温 56.5℃，经深循环，各种矿物质
含量丰富，矿物度高，偏硅酸含量达 98.8MGL，不仅
有益皮肤健康，还能对体内各系统的机体产生良好的影
响，能良好地调整人体植物神经的紧张性，改善体质，
增进健康，而且温度适宜。

来好汉坡南田温泉的三个理由
各类特色温泉池 50 余个，

坐落在有“神州第一泉”

南田温泉三口井日流量近

环境清新、格调优雅。

的美誉的南田温泉区。

1 万立方米，居全国第一。

门票

购票须知
1. 军官、学生及教师无优惠。
2. 景区不含小景点门票，温泉园区

门票类型

门市价

同程价

内提供 SPA 理疗等另收费项目。

成人票（旺季）

198 元

128 元

费用不包含门票内；

3. 神泉谷园区小吃、烧烤、饮料等

立
立即
即预
预订
订

4. 可到前台购票进园区亦可先入
园，浴后在园区收银台结算；
5. 入园前请到前台领取储物柜手牌
卡，不须交纳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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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详情
神洲第一泉

“亲亲鱼”

好汉坡坐落在有“神州第一泉”的美誉的南田温泉区，南田温泉

这一人鱼共浴的温泉新概念，改写了温泉史上单一乏趣的传

三口井日流量近 1 万立方米，居全国第一，自喷高度为 7.8 米，

统泡温泉模式。小鱼温泉自推出“亲亲鱼”鱼疗浴以来，备

接近于三层普通楼房的高度，在全国均属罕见。

受八方游客喜爱， 给温泉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色温泉
☆ 酒韵泉

☆ 本草泉

沉淀思绪，放飞往事，在酒香四溢的温泉水中，让青春和活力再

精选数十种名贵中药材，采用古法炮制，使药效悉数溶于泉

次飞扬。

水中，恰似一煲天然药汤，浸浴其中，尽享百草汤疗之乐，

☆ 花瓣泉

悄然间恢复健康身心。

精采花瓣及花蕊分入五池，令您沉浸于花瓣浴的浪漫氛围，全身

☆ 鱼疗泉

排毒收香、润丽肌体、永葆青春，高雅的甜香具有消除沮丧和不

亲亲鱼能帮您推拿按摩，为您啃去足部老化的皮质、毛孔里

安的效果。

面堵塞的细菌和汗渍，使您身轻体健，经常亲近亲亲鱼，能
让肌肤变得清爽通透。

☆ 茗香泉
茶礼精俭诚敬，茶会陶冶情操。以最具特色的茶融入泉汤中，平
衡人体阴阳、调节机能、提高抵抗力，彰显日月谷温泉理疗作用
的养生至理。

☆ 石板温泉
石 板 温泉 利用 丰富 的温 泉 热能 进行 均匀 导热 ，人 躺 在石 板
上，可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对风湿病、关节炎有独
到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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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热门温泉推荐
珠江南田温泉
这里有形态、功能各异的温泉池 60 个，分布在天然椰林中，一池一景，水吧
温泉泳池犹如巴厘岛风情。儿童动感池也极富童趣，景区内还有多种理疗、水
疗项目供选择，可以让你舒服地享受一番。

交通

门票
门票类型

门市价

同程价

成人门票

192 元

120 元

★ 从三亚市区往东北面行驶至南田农场，南田温泉就在农场内。或坐 5 路公交

>> 立即预订

车也可以到达.票价 2 元。
★ 三亚市区到南田温泉坐出租车 150 元左右，从亚龙湾坐出租车 100 元左右。

三亚亿阳南田温泉养生酒店
亿阳南田温泉养生酒店位于中国三亚滨海旅游度假胜地—— 南田温泉度假区，
酒店依山傍海，所处地区风景旖旎集碧海，蓝天、青山、银沙、绿州、奇岬于

门票

一体，周围分布着丰富多样的生态与旅游资源，拥有蜈支洲岛、椰子洲岛、伊

门票类型

门市价

同程价

斯兰古墓群、新千年观日出点、藤海湾等胜景，原生态之美一览无遗。

成人票

198 元

108 元

交通

儿童票

98 元

78 元

★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距酒店约 40 公里，出租车 1 小时可到酒店，费用 100 元。

>> 立即预订

★ 三亚火车站距酒店约 37 公里，出租车正常 5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 80 元。
★ 三亚步行街距酒店约 35 公里，租车正常 5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 100 元。

海之玉海洋温泉
海之玉海洋温泉位于三亚玉海国际度假酒店热带黎苗风情花园内，是三亚首家
以海洋为主题的温泉, 建有不同功能的温泉池 20 余个,汇聚了各类温泉文化的
精华，将小鱼温泉池、烤盐房、原汤池、情侣泡泡池、激流戏水池、漩涡池、

门票

气泡池、花式养生池、热石板浴、独特的“海の玉 SPA”
、风味美食一条街及演

门票类型

门市价

同程价

成人票

138 元

68 元

艺广场等融为一体，让您在 15~45℃的不同温度中体验海温泉的魅力。

交通
在市区可乘坐 6 路公交直接抵达三亚湾玉海国际度假酒店前的公交车站票价全

>> 立即预订

程为 3 元，时间 6：30-23：30，每 10 分钟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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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交通
乘车路线
① 三亚—海 口—东线高速 —40 余公 里—出租车或 乘三亚 -藤桥公 交
车，到藤桥后改乘三轮风采车
② 海口—三亚—东线高速—227 公里—出租车或海口-三亚汽车，到
藤桥后改乘三轮风采车。

自驾路线
① 三亚地区：走东线高速，藤桥站点下高速，沿路标到达“神州第一
泉南田好汉坡度假村”。
海口地区：东线高速 227 公里处藤桥站下高速，沿路标到达“神州第
一泉南田好汉坡度假村”。
②（自驾车）近东线高速藤桥段路与南田温泉旅游城神泉大道路交叉
看路标

到达三亚
飞机

>> 预订三亚特价机票

三亚凤凰机场位于三亚市 西部的羊栏镇凤凰 村附近，全国各地 均有直飞三亚的航 班。

机场交通
民航巴士

机场公交

凤凰机场至三亚大东海

凤凰机场—汽 车东站的 8 路公交 车请在国

只要有航 班到 港就有 民航巴 士在候 机楼 出港口 等候（ 正常情 况下末 班车 收车时

内候机楼正前方公路侧上 落站点乘坐

间为 00：30）。

运行时间：6：00—23：00（发车间 隔 10

行车路线：凤凰 机场—滨海 路—三亚度假 村—金鸡岭 路—解放路—汽 车总站—

分钟左右）

下洋田—大东海。

收费：机场—市内 5 元/人。

收费：机场—三亚度假村 10 元/人；机 场—市内 15 元/人。
凤凰机场至亚龙湾
前去亚龙湾，可以乘坐机 场发往市内 的 8 路公交 车，到大东海站点 下车后再转
乘开往亚龙湾的公交专线 。或在大东海下车 后乘坐出租车前往 亚龙湾。
若想乘坐出租车来往于机 场-市内间， 单程需时约 20 分钟，价格 一般在 30-40
元左右。

出租车
下飞机后若选择出租车离 开，建议在机场二
层打车，因为是返程 车，价格可以 便宜。若
打车前往亚龙湾，建议选泽乘坐 8 路公交或
者是机场巴士到达大东海 后，打车前往。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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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轮船

三亚新火车站位于荔枝沟 工业园区附近，可 乘坐 4 路公交车直达。

三亚港

公交：经过三亚新火车站的 公交线路有 2 路、4 路等。两路公交车

三亚港位于海南省南部著 名的旅游胜地——“天涯海角”

均可到达大东海。

东侧 25 公里的海岸线上三亚河在港口处注 入海，与榆林
港相毗邻，东南与西沙群 岛隔海遥望背依三 亚市。
交通：乘坐 1、10、3、11、16、19、21 路等公交可到。

汽车
三亚市汽车总站位于解放 二路，海口与三亚 每隔 20 分 钟就有一班
专线快车。广东、广西、河南、江 西、湖南等地都有长 途汽车发往
三亚。2 路、4 路、7 路、10 路等 公交车均经过，市 区内打车在 5
至 10 元左右。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口
凤凰岛国 际邮轮 港口位 于三 亚市河 口外， 距三亚 湾光明
路海边西南岸 400 米。是从大海礁盘上围海 吹填出来的
人工岛。
交通：乘 9 路车即可到达 ，或者从市区打车 至港口，费
用在 10 元左右。

行在三亚
公交

出租车

三亚公交运营的时间基本 在早 6 点到晚 11 点左右，票价实行分段收费，

三 亚 出 租 车车 身 为蓝 色 ，车 型 多 为大 众 捷达 、 东

1—4 元不等。另外，私 营的专线中巴也很 多。不少酒店（度 假村）还有

风雪铁龙、东风富康。起 步价为 2 公里 5 元，2

开往市区和景点的免费观 光车，可以说是非 常方便。

公里后每公里 2 元，超出市城区 20 公里以上回程
空驶费每公里 1 元，等候费每 10 分钟 2 元。春节、
是以黄金周期间每车次加收 5 元。

旅游专线双层观光巴士
观光巴士上层为敞棚，下 层有空调，6：00—19：40（1 小时 一班），票
价 8 元。
运营线路：亚龙湾假 日酒店、田独 、大东海（瑞 海广场）、下洋 田、美丽
之冠、金鸡岭路（法郊法 院）、兰海花园、东 方海景酒店（西站 ）、绿海田
园（咖啡时间）椰林滩大 酒店、西岛码头、 爱心大世界、天涯 海角。

新国线旅游公交

但 是 三 亚 出租 车 计价 不 规范 ， 到 景区 的 话一 般 要
和司机先谈好价格，一般 到市区到三亚湾 25 元，
到大东海 10 元，到亚龙 湾 50 元。谈 价格时要切
记砍价，谨防司机漫天要 价。
部 分 星 级酒 店 还有 “ 奔驰 ”、“ 劳 斯 莱 斯 ”等 世 界
名牌小轿车出租。

全程 57 公里，每隔十分钟发车，分站售票 ，全程 18 元。
运营时间为 6：00—18：00。
运营线路：大小洞天、南 山、天涯镇、天涯 海角、西岛码头、 海航酒店、

单车

天福源酒店、椰林滩酒店、华源酒店、三亚渡假 村、兰海城市花园、胜意
海景酒店、红太阳酒楼、总站市场、水利大 厦、市中医院、创 业大厦、市
政府、美丽之冠、下洋田 、夏威夷大酒店、 大东海广场、东站 、御海楼、
南都国际大酒店、豪门山 庄、奥林匹克射击 中心、红沙、田独 、六盘村、
亚龙湾中心广场、希尔顿 酒店、海底世界、 蝴蝶谷。

在 三 亚 许 多酒 店 和旅 游 公司 都 设 有自 行 车出 租 服
务 。 如 凯 莱度 假 酒店 、 青龙 旅 行 社等 。 在海 滩 边
骑着自行车兜风也是不错 的选择。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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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珠江南田温泉附近

（→ 查看好汉 坡温泉附近酒 店

→ 查看三亚 特价酒店 ）

三亚二月海海景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453ygkmyz] 便宜，舒适！交通方便！离海近！！

园景房

328 元

[13987nhutss] 酒店设施不错，公寓式住房很温馨，

豪华海景大床房

428 元
→ 预 订此 酒 店

→ 查 看更 多 景区 附 近酒 店

三亚其他住宿

不足之处是离机场近，听得见飞机起降的轰鸣声。
[15814jtoeik] 这次带了小孩一起去，住的是一房一
厅公寓，环境不错，室内装修舒适，小孩还可以有充
足的地方玩。

→ 查 看酒 店 点评

（→ 查看三亚 特价酒店 ）

亚龙湾寰岛海底世界酒店
同程价

[13605bamyri] 有阳台很爽。潜水买一送一。很

豪华标准间

508 元

划算。就沙滩椅上网都收费三十一天。

豪华套房

1380 元

房型

→ 预 订此 酒 店
→ 查看三亚特 价酒店

[13651ggjzdp] 海底世界整体性价比非常高，离
海很近，推荐！
[18604wsvddt] 酒店比较新，挺不错的，还有免
费的早餐

→ 查看 酒店 点 评

三亚远方有个村精品酒店
同程价

[13830xbiunm] 很舒适，不同于一般酒店，房间设

休闲大床房

468 元

施很贴心，让人感觉像回家的感觉。满意。

榻榻米大床房

488 元

房型

→ 预 订此 酒 店
→ 查看三亚特 价酒店

[六一乖乖] 房间干净，温馨，服务员态度好，还有车
免费接送到海边，房价也算合理，如果有机会还会再
住，同时，也会推荐朋友入住。
→ 查 看酒 店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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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
海南四大名菜

海南特色小吃

和乐蟹

海南椰子船

海南最负盛名的传统名菜。号称“四大名菜”之一。

又称“珍珠柳子船”，是海南琼海、文昌一带民间传统小

产于万宁县和乐镇一带海中，膏满肉肥为其它蟹种罕见，特别是其脂

吃。用鲜椰子装入糯米、味料煮熟而成，具有浓厚的椰

膏，金黄油亮，尤如咸鸭蛋黄，香味扑鼻，营养丰富。最常见食法是

乡气息。

清蒸，蘸以姜蒜醋配成的调料，原汁原味，美在其中。

海南早茶
东山羊

海南的大宾馆、小酒店以及茶坊皆有早茶。茶无名茶，

东山羊之所能列为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因其有独特的一面；与北方羊

点则花样繁多，有小、中、大点和顶点、特点之分。

肉对比它有独特的一面，没有膻味。东山羊肉肥汤浓、腻而不膻；自
宋朝以来就已享有盛名，并曾被列为“贡品”。

抱罗粉
抱罗粉因盛起文昌市的抱罗镇而得名，抱罗粉属汤粉类，

加积鸭

其贵在汤好，汤质清幽、鲜美可口、香甜麻辣。

加积鸭，俗称“番鸭”。其特点是，鸭肉肥厚，皮白滑脆，皮肉之间
夹一薄 层脂肪，特别甘美。一般有白切、板鸭、烤鸭三食法；但以

海南粉

“白斩”（又称“白切”）最能体现原质原味，因之最为有名 。

海南粉有两种：一种是粗粉，一种是细粉。粗粉的配料
比较简单，细粉则比较讲究。

文昌鸡
是中国最佳食用型鸡种之一，在海南素有“没有文昌鸡不成席”之说。

鸡屎藤粑仔

食法以白切为主，另有椰汁郛鸡、酥鸡炸子鸡等。

鸡屎藤粑仔，是海南米粉小食中的另类，不过这东西确
实是好食又健体！

陵水酸粉
陵水酸粉属“腌粉”类，陵水酸粉与其它海南腌粉有所
不同，其腌料既香又酸。喜欢吃辣的人加上一勺陵水产
的“黄灯笼”辣酱，更是香、酸、辣三味俱全，十分开
胃！

清补凉
将鲜椰肉，芋头、红枣、绿豆、鹌鹑蛋等煮熟，然后加
冰、加椰子水或糖水食用。该食品清凉可口，消暑健胃，
在海南炎热的夜晚喝上一碗，清爽彻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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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三亚离岛免税店

三亚购物点

三亚免税店主要经营国际 一流品牌的香水、化妆品、首饰、中 国及海南特

三亚购买省力的地方——万福隆超市

产等十个大类，近百个国 际知名品牌的上万 种商品。这些商品 的价格低于

目 前 是 三 亚市 最 大的 购 物场 所 。 在万 福 隆的 二 楼

国内百货商场 15%～35%。

还 有 一 个 超市 中 的超 市 ，所 有 商 品全 部 是海 南 特
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把“ 海南”带回家。

购买对象必须是年满１８ 周岁、乘飞机离开 海南本岛但不离境 的国内外旅

地址：万福隆超市区位于 三亚市解放二路 69 号

客，包括海南省居民。

三亚购买省钱的地方——第一市场
地址：三亚免税店地处三 亚市大东海旅游区 榆亚大道（下洋 田鹿回头广

三亚人气最旺的商业区， 长达 600 多 米的购物一

场对面），距机场、亚龙湾仅 20 分钟车程 。

条街也是三亚的步行街 。晚间第一市 场还有夜市，
当 然 价 格 更是 低 得令 人 吃惊 ， 不 过前 提 就是 你 会

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砍价！

1、已经购买离岛机票和持有效 的身份证件，国内旅客 持居民身份证（港

地址：第一市场位于三亚 市红旗街，2、4 公交到

澳台旅客持有效旅行证件），
2、国外旅客持护照；

三亚购买特色的地方——商业街

3、在指定的离岛免税店 内付款购买免税商 品，商品品种和免税 购物次数、

商 业 街 也 可以 叫 旅游 产 品一 条 街 ，不 到 三百 米 的

金额、数量在国家规定的 范围内，并按规定 取得购物凭证；

路段工艺品店一家挨着一 家。

4、在机场隔离区凭身份证件及购 物凭证，在指定的提货点提 取所购免税

地址：商业街位于第一市 北端入口处，2、 4 路公

商品，并由旅客本人乘机 随身携运离岛。

交都到达

免税购物金额和数量：

三亚购买个性的地方——商品街

离岛旅客（包括岛 内居民旅客 ）每人每次免税购 物金额为人民币 5000 元

商品街主要以工艺精品、 服饰精品店为主。

以内(含 5000 元)的免税商品，每人每次累计购 买金额不得超过 5000 元。

地址：商品街位于河东区 ，4 路车可至

购买免税商品数量上，除 化妆品、笔、服装 服饰、小皮件和糖 果最高不超

三亚购买海味的地方——鸿港市场

过５件外，其余均限定为 ２件。

一 个 专 业 性很 强 的市 场 ，由 于 位 置稍 僻 。这 里 是
三 亚 海 味 干货 的 集散 地 ，鲍 鱼 干 、海 参 、虾 米 、

此外，旅客在按完税价格 全额缴纳进境物品 进口税的条件下，每人每次还

腰果，应有尽有。

可以购买１件单价 5000 元以上的商品 。

地址：鸿港市场位于水 产码头旁边，无公交到达，
打车 5 元

1、先买好回程机票，带好身份证
2、在航班起飞前 6 小时完成购买
3、坐火车汽车离开海南不能免税
4、非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最多可以享受２次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旅客购物后乘机离岛记为１次免税购物。
5、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最多可以享受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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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贴士

泡温泉注意事项
1、温泉不 宜长时间 浸泡， 否则会有 胸闷、口 渴、头晕 等现象 。在泉水 中感觉口 干、胸闷 时，就得上 池边歇歇 ，或喝点 饮料补充
水分。
2、过烫过酸的温泉不要 泡，温度在 30～45℃比 较适宜。
3、皮肤干燥者浸泡温泉 之后最好立刻抹上 滋润乳液，以免肌 肤水分大量流失引 起不适。
4、泡完温 泉后不必 再用清 水冲洗， 但是强酸 性温泉和 硫化氢 温泉刺激 性较大， 最好还是 再冲洗一下 ，以防有 副作用， 皮肤容易
过敏的人更要注意了。
5、有心脏 病、高血 压及有 动脉硬化 的人，要 浸温泉之 前，要 先慢慢地 用温泉擦 身体，再 泡温泉，不 可以一下 子就去泡 温泉，才
不会影响血管收缩。高血 压患者出浴时不要 马上接触冷空气（ 容易造成脑中风）。
6、温泉所 含的硫磺 及其它 酸碱物质 可以消炎 杀菌，对 一般感 染性或寄 生性皮肤 病颇有疗 效，但有时 也会刺激 皮肤伤口 而造成恶
化，甚至导致“温泉性皮 肤病”。
7、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在规则服药的前 提下，可以泡温泉，但每一次以 不超过 20 分钟为限。起身时应谨慎缓慢，以防因血管
扩张、血压下降导致头昏 眼花而跌倒。
8、部分皮 肤病患者 ，不宜 泡温泉， 民间向来 盛传泡温 泉有美 肤的疗效 ，但对于 患冬季痒 、湿疹、异 位性皮肤 炎等的人 ，泡在热
水中过久，由于加速皮肤 水分的蒸发，破坏 皮肤保护层，会恶 化症状。
9、孕妇不宜。有研究证 实，“高热”具畸胎 作用。
10、泡温泉后，人体水 分迅速蒸发，要喝 水补充。
11、泡温泉时，记住合 上双眼，以冥想的 心情，缓缓地深呼 吸数次，才能真正 地释放身心 压力。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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