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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滨花园——威海

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威海这里成为中国最适

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是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威海与韩国隔海相

望，威海是我国距韩国最近的地区。 

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威海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海边松林成片，可谓海岸有多长，松林就有多长，让威海成为一个天

然氧吧。就连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到访威海后都说：“威海的空气可以原装出口。”沿海地区一

般会有潮湿的缺点，但是威海却是润而不湿，即使是在最热的天气，在树荫下，只需一会儿功夫

周身就会清爽舒服，这让威海人颇具自豪之感。

威海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有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的诞生地刘公岛、秦始皇东巡过的东方好望角"天

尽头"成山头、中国道教全真派发祥地圣经山、凝聚中日韩三国人民友谊的赤山法华院、亚洲最大

的天鹅栖息地天鹅湖、天下第一滩——银滩等名胜景观等。可谓“走遍四海，还是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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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地理位置

最佳旅游时间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皆宜旅游。最佳旅游时间应为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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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海旅游最棒体验

   

1、威海 与大海来个360°接触

蓝天白云、碧海沙滩，拥有中国最长的海岸线，且沿海岸线遍植松林，使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

极高。海边处处是风景，而且免费。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国内一流的天然海水浴场，冬暖夏凉，

滩缓沙细，水质清澈，松林环绕。浴场的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齐全，服务完备。到这里来感受

大海，张开双臂给大海一个大大的拥抱。选一间拥有落地窗的海景房，身边拥着那个“ta”不用

再做其它，执子之手，伴着声声海浪，观日出日落，感受如此甜蜜的浪漫。

   

2、慢行环海路 这边风景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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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海路风光(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不在乎最终的目的地，只在乎沿途的风景，环海路就是这样一条可以欣赏沿途风景的路。从国际

海水浴场开始沿海边一路前行是环海路，沿途有沙滩、有峭壁、有山峰、有渔村，并且大部分路

段车辆稀少，无论是驾车、骑车、徒步都是不错的选择。

   

3、成山头 观最早海上日出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成山头，又名天尽头。这里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自古被认为是日神所居之地。你能感觉

到自己离太阳格外地近。成山头三面环海，一面接陆。放眼望去，群峰苍翠延绵，大海碧波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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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石海岸像一支支或长或短的手臂伸向海面。“天无尽头”几个红字格外醒目，在这蓝天碧海

中成就一抹亮色的点缀。

   

4、荣成烟墩角 与天鹅经历一场美丽邂逅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当冬日到来，美丽的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成群结队的来到威海荣成美丽的烟墩角。因这里独

特的沿海地貌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当地人长期保护环境、保护天鹅的意识使这里成为中国最大

的野生大天鹅越冬栖息地。特别是爱好摄影的朋友，更不要错过这一年一次的美丽邂逅。

旅游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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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交通

a、班车

在长途汽车站34号窗口买票， 威海-成山卫-(烟墩角)-夏庄(车牌 鲁K19408)

时间：上午8：20 下午15：25

电话：13792749622

威海-埠柳-马道(车牌 81382 )

时间：上午8：30 下午 13：00、17：35

电话：13287816869

b、自驾

下了威海高速，沿海滨公路往路标“西霞口动物园”、“天尽头”方向走。离动物园约十公里处

，向右(南)拐弯至成山镇。到了成山镇再打听“烟墩角”就方便了。

c、包车

可联系威海老沙QQ：3632598；msn：dkinn2007＠hotmail.com；联系电话：0631-5781234

13792708981。提供包车，拼车服务，每人50元左右。

提示

a、荣成冬天比较寒冷，注意保暖。因为除宾馆外，其他农家院都没有暖气，在烟墩角农家院有土

炕的房间也不是很多，一般只有一楼有，二楼是没有土炕烧的，因此，多备些衣服是很必要的。

另外，海边湖边风比较大，在外出看天鹅的时候，一定要穿暖和了。

b、吃的就不用多带了，烟墩角和天鹅湖都能买到食品，农家院家庭旅馆的海鲜鱼类也很多，很好

吃。在烟墩角还有一个大的超市，里边东西很齐全。你只要带上相机，坐在海边，静静的拍天鹅

就行了。当然，电池还是要多带些，天冷，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C、荣成天鹅湖为省级旅游度假区（门票：40元/人），也可以看到天鹅，但是有些远，烟墩角无

门票，并可近距离观赏天鹅，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在当地买一点玉米之类的食品喂天鹅。

   

5、面朝大海 畅快吃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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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到了威海吃什么，当然是海鲜了。各种鲜活的鱼、虾、蟹、螺等大多放在饭店门口供你挑选。好

好规划一下，让每顿海鲜大餐成为极品的美食享受。威海带鱼特别的宽大厚实、肉质鲜美；海胆

足有拳头大，这可是高蛋白的美食；海肠海鲜至极，嚼之脆嫩鲜香；各种海鲜饺子，鲅鱼饺子更

是一绝；咸鱼就饼子是地道的威海特色美食，无论大饭馆还是街头排档都可以吃到；对虾、花蟹

、海鱼、海参等，鲜活美味异常，清蒸食用最大限度的保持其营养价值。还等什么让我们面朝大

海畅快吃海鲜吧！

   

6、不出国门 韩国城里感受韩流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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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饰品(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大家喜欢韩国电视，除了精彩的故事情节，主演的亮丽帅气，还有他们的服装服饰搭配，一部剧

集的播放结束，剧集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剧中的服饰总能引领一下时下的流行潮流走向。威海于韩

国隔海相望，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韩国服装集散地，有几十家大型韩国服装批发市场。所以来到威

海，一定要到韩国服饰城来逛逛，保证会让你即使已经战果丰厚，也不忍离开的。

   

7、在胶东渔村 体会地道渔家风情

                                               12 / 6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37&do=album&picid=34769


�������

威海：幸福海岸

海草房(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到渔村去体验地道的渔家风情，结网捕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第一时间品尝鲜活的海鲜。还

有胶东渔村别具特色的海草房，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像文人的水墨画，古朴稚拙又浓淡相宜，

又像老照片斑驳陆离，柔软温馨。

   

8、威海垂钓 独享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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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威海的海岸线曲折漫长，海产品丰富，可以说是个天然的垂钓鱼场，最好的垂钓季节是春季和秋

季。威海的钓鱼场所集中在沿海公园，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威海的钓鱼竿品种繁多，质量上乘，

产品及出口量均占全国70%以上。所以来到威海选上一款得心应手的渔具，去钓鱼场所一显身手

，才不虚此行。

推荐场所：小石岛新世纪钓鱼公园、山大威海分校垂钓园、远遥旅游区垂钓场、海上公园垂钓区

、威海公园垂钓区

   

9、不得不泡的威海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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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威海温泉的区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宝泉路的“温泉一条街”，另一个是位于环翠区的温泉

镇。另外还有文登七里汤、呼里汤、乳山的小汤泉等。尤以市区温泉一条街最为著名。其水温一

般在摄氏50度左右，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医疗价值居诸泉之首，历来为沐浴者和医疗者

所推崇。

   

10、在威海体验高尔夫 我们挥杆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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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场(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高尔夫被誉为三大贵族运动之一，现在这项运动已经开始慢慢的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喜爱。高

尔夫运动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休闲运动，威海的高尔夫球场内青山绿水，且面向大

海，你不仅可以体会挥杆击球的快感，还可以慢慢欣赏大海美景。如此优越的球场环境甚至吸引

许多韩国人常常在假期专程赶来，体验挥杆向海的惬意之感。

推荐场所：泛华高尔夫球俱乐部、锦湖韩亚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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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海市区景点

威海行政区图

威海市包括环翠区、文登市、荣成市、乳山市。环翠区是是威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乳山市拥

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滩”的银滩旅游度假区，境内“山、海、湾、滩、岛、泉”等特色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荣成市的成山头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赤山风景名

胜区更有“佛教圣地”、“森林公园”、“大明圣境”、“海岛民俗”的美誉。文登市依山傍海

，风光秀丽，名胜颇多，被誉为“长寿之乡”，境内的昆嵛山有“海上仙山之祖”的美誉，还有

十分丰富温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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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景点分布

   

1、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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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浴场海岸线东有麻枷山，西有烟墩山，遥相呼应。万亩松林带环绕，沙质柔细，海水清澈，滩坡

平缓。点缀于海岸边的花草、石雕、五色彩棚，更显风光绮丽，构成了一幅山、海、林、人于一

体的美丽图画，是游泳、娱乐、度假的胜地。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有游乐园、水上世界等沙

滩游乐设施，开设了快艇、游船、摩托艇等水上游乐项目，并有与此相配套的高中低档更衣冲洗

室、海上救护。此外，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齐全，可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门票：免费

地址：威海市环海路18号

交通

a、（火车站、汽车站）乘12路公交车（车票1元，车上不找零钱，请提前准备好）到威海电视台

下车换7路公交车（车票也是1元）到国际海水浴场惠园公寓站点下车即到；乘12路车在信息工程

学院下车北行1.5公里即到。

b、自驾车下了烟威高速后第一个丁字路口左转，有路标提示国际海水浴场，到沈阳路与北环海路

交汇处就到了。

c、乘船出码头后右拐50米，坐7路公交车到国际海水浴场惠园公寓站点下车即到。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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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水浴场东部路边有多人自行车出租，20元每辆不限时，可以骑车游览环海路。海边环行山路

蜿蜒曲折，一步一景，需要体力充足哟。

b、浴场东临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学校西门正对海水浴场。在学校西门内向东北几十米有沙滩排球

场，再向山半坡有多个网球场，可以免费玩。顺路爬上山顶观整个海湾全貌。

c、坐7路车向东2公里左右海燕电脑学校站下车路南有夜市，每天下午4点后有大量海鲜出售。

   

2、刘公岛风景区 

刘公岛博览园(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刘公岛自然风光秀美，远眺松涛翠柏，郁郁葱葱，近观鹿群结队，鸟语花香，素有“海上仙山”

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诞生地；是中日甲午海战

的主战场；是全国第一个海上森林公园；是世界上岸最大抹香鲸的安居地；有与天坛、地坛齐名

的中华海坛。

门票：138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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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开放时间：7:30-17:00

地址：威海市新威路52号光孚佳士商城十楼

特色

a、海钓

在刘公岛的海边钓鱼绝对是一种享受，礁石、沙滩，耳边澎湃的海浪，构成了海边垂钓幽雅的环

境。海边抛下钩去，不为鱼儿咬钩，只为享受过程。

b、赶小海

在刘公岛的海边赶海，除去小小的收获，人们更多是为了去享受一种心情的放松，心情的陶醉。

c、豪华游艇婚礼

拍一张别具特色的婚纱照，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来刘公岛吧，蓝天白云、海水游艇，还有

那个相爱的“ta”。

交通

负责威海至刘公岛轮渡任务的旅游船共有22艘，全部为钢壳或玻璃钢结构，客位100-200人不等，

单程航行时间平均为15分钟。

住宿

刘公岛宾馆

位于刘公岛岛内码头东部约1千米处，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乘坐岛上游览车5分钟即可到达。

就餐

刘公岛人家

位于刘公岛旅游主干道丁公路中部，交通便利。以生猛海鲜为主打菜品。

购物

刘公街

刘公岛水师广场北侧，是一条半地下式、长达190米的购物一条街，主要商品有韩国服饰、韩国工

艺品、韩国食品、威海特色海产品及渔具等。

刘公岛鱼行

刘公岛博览园出口南侧，主要经营鱼、虾等各种干、鲜海产品以及海参、鲍鱼等海珍品，现场烤

制鱿鱼丝、鱼片等美味食品。

提示

                                               21 / 60



�������

威海：幸福海岸
a、乘坐威海至刘公岛旅游船，在刘公岛岛内旅游码头8号检票口检票登船，海上环绕刘公岛游览

，约40分钟。

b、乘环岛车在景区主干道可以乘坐的开放式游览车，沿途主要有：旅游码头-刘公岛博览园-索道

站-国家森林公园-水师学堂-博物馆。

c、刘公岛索道从刘公岛丁公路前往旗顶山炮台参观可以乘坐旅游索道。乘坐索道上山，可以免费

进入刘公岛国家森林公园游览。

   

3、仙姑顶景区

(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景区以玉为材精心打造近千件大型玉雕艺术品，数量之多、品相之丰，举世独一。其中，玉仙宫

所供300吨仙姑玉像为世界之最，乃世界级文化瑰宝。仙姑顶背倚巍峰仙境，鸟瞰东方福海，自古

就是东方海文化和仙道文化的灵福圣境。巍峰之上，春夏翠林清泉，流溢海光山色；秋冬彩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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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雪，迷幻琼楼玉阁；真可谓“烟云舒卷览胜景，松石古淡怡远情”。

门票：80元/人

开放时间：7：30-18：00

地址：威海市核心城区环翠区

交通 

仙姑顶景区交通图

1）、公交：乘坐27路公交车可直到景区。也可乘坐1、12、21、26、27、31、36、37、41、42、43

、46、49、50、53、56、101路等公交在青岛路金谷房地产站下车，而后约1公里就可以抵达景区。

2）、自驾：

a、烟威高速方向（烟台）：

路线一，走环山路：

从高速双岛收费站下来，15分钟在大友汽车右转，向南五百米第一个红绿灯左转上环山路，沿环

山路前行，过两个隧道（黄家夼，陶家夼隧道），出陶家夼隧道10分钟路程就到了。

路线二，走市里：

出双岛收费站，上世昌大道直走，直到海边的幸福门右转海滨路，大约25分钟到三角轮胎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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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再右转，直行到山脚下，就到仙姑顶了。

b、青威高速方向（青岛）：

路线一，走环山路:

在江家寨立交桥西走，看到环山路标牌，上环山路，20分钟 --- 半小时左右就到仙姑顶了。

路线二，走市里：

江家寨立交桥下来上青岛路直走，20分钟左右到望岛红绿灯左转，沿河西路或莱西路直行，10多

分钟就到了。

c、大连船方向（大连，东北）：

在旅游码头沿海滨路直行，大约25分钟到三角轮胎加油站右转，直行到山脚下，就到仙姑顶了。

b、飞机场方向：

走威石高速到江家寨。

路线一，走环山路:

在江家寨立交桥西走，看到环山路标牌，上环山路，20分钟 --- 半小时左右就到仙姑顶了。

路线二，走市里：

江家寨立交桥下来上青岛路直走，20分钟左右到望岛红绿灯左转，沿河西路或莱西路直行，10多

分钟就到了。

d、火车站方向：

车在火车站前花坛调头，回至火车站入口处右转，直行500米，至华夏路，前行5分钟至环山路，

大概10分钟就到仙姑顶景区了。

常用电话

咨询：0631-5326888

救援：0631-5302323

投诉：0631-5301999

   

4、华夏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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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华夏阁(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华夏城景区规划为中心服务区、东方文化区、红色圣地、茶马古道、黄金小镇、养生区、世外桃

源、健康运动区、冒险山、民俗风情区等十大功能区。目前国内最宽的古典牌楼华夏第一山门；

太平禅寺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至今香火旺盛；太平庵建筑古朴而宏伟，是胶东历史上最大的

寺庙之一；夏园集南北古建筑的精华，蕴含浓郁的东方古典建筑美；欢乐嘉年华有森林剧场、游

戏街、小碰碰车等游乐项目，成为欢乐的海洋；神游华夏大型山水实景秀，演绎内容从悠远的华

夏文明进程中撷取开天辟地、寻祖溯源、世外桃源、烽火惊涛、九州风情、古道侠影和太平盛世7

个精彩片段，由700多名演出人员在7处实景舞台上震撼呈现。

门票：6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神游华夏表演时间：20：20、表演时长70分钟；检票时间：19：00-20：00

地址：威海市经区华夏路1号华夏集团

交通

市内乘49，50路公交线路可直达景区 。

从威海火车站乘出租车约10元即可到达。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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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济南、淄博方向：济青高速→潍莱高速→同三高速→烟威高速至双岛收费站→世昌大道→青岛路

→华夏路→华夏城（出收费站后行程约20分钟）；

烟台方向：烟威高速至双岛收费站→世昌大道→青岛路→华夏路→华夏城（出收费站后行程约20

分钟）；

青岛方向：青威高速→威海收费站→市区方向至青岛路→华夏路→华夏城（出收费站后行程约10

分钟）。

   

5、海滨公园

海滨公园雕塑(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与著名的刘公岛隔海相望。园内辟有铺装广场、生态停车场及自然休息坪。红色游步小路穿行于

绿地之中，连接自然，贯穿全园。红路绿草形成鲜明的色彩效果。草坪局部用瓜子黄杨组成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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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式图案点缀，加之苍翠的黑松和高大的蜀桧，突出了绿地的立体效果。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交通：乘坐10路，10分钟一个班次，票价每人1元。

   

6、中央电视台威海影视城

(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中央电视台投资建设的唯一的一处具有海滨特色的少儿影视外景基地。目前已建成骑士乐园、正

门城堡、乡村俱乐部、大风车、少年高尔夫等景点。绝对是孩子们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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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门票：4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

交通：乘15路旅游公交车30分钟可到达。

   

7、韩国城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威海是中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有客船直通韩国。在威海可以买到大部分的韩国商品，韩国商

品已成为了威海商品市场的一道风景线。韩国城是由一家一家的小店组成的，这里的服装、鞋帽

、小五金、小装饰品琳琅满目。

提示：如果要购物的话，你要货比三家，还要猛力砍价啊！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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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8、威海环海路旅游风景区

从国际海水浴场开始沿海边一路前行是环海路，大部分路段车辆稀少，沿路有沙滩、峭壁、山峰

、渔村。适合驾车慢行、骑车、徒步。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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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海各市景点

   

1、大乳山海滨旅游度假区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是一处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文化娱乐、养生康体，以及包括旅游房地

产开发在内的综合性大型旅游胜地。景区规划为乳山湾旅游风情镇、母爱文化、修身养性、福文

化四大片区和乳山湾风情镇、母爱文化体验区、养生文化体验区、宗教文化游览区、滨海休闲度

假社区、游乐园区、海岛沙滩活动区、海洋生态体验区、老年养生园区等九大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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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景区景点分布图

推荐线路：

福运天来─欢乐风休闲绿地─春华秋实─和合双福─主题雕塑（“润”）及周边景点─耕渔知趣

景─东方净琉璃世界─水晶誓约─海天康乐园─母爱文化苑及周边景点（注：这里是指当前旅游

区点内的游览线路）

门票：50元/人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山东乳山市海阳所镇龙海山庄

交通：在乳山汽车站乘坐到西山、姜家庄的班车均可到达景区。

   

2、银滩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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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滩旅游度假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温暖，秋季凉爽。景区海岸线全长20公里内，林秀海

碧，礁奇滩曲，山、海、岛、礁、滩、泉、林、河俱全。绵延20公里的沙滩，坡缓滩平，沙质细

腻松软，洁白如银，“银滩”因而得名。被誉为“天下第一滩”、“东方夏威夷”。景区内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丰富，珍珠湾、白银湾、宫家岛、三观亭、仙人桥、锁龙石、垛崮山、和尚洞、

万亩林海等更为银滩增光添彩。

门票：50元/人

开放时间：8：30-16：00（门票最晚售出时间15：30）

地址：威海市乳山市东南海岸

交通：

a、在威海长途汽车站可乘坐威海—海阳所的班车，票价10元，车程约一个半小时间。海阳所离乳

山银滩还有两三公里，可以再坐1元钱的中巴前往。

b、乳山市区有公交车直达旅游区，每八分钟一班车。市内开辟8条至银滩旅游区的公交线路。

乘坐6路公交车或银滩1路公交车可直达景区。

   

3、圣水宫风景区

圣水宫，又名玉虚观。全真七子之一的王玉阳曾在这里演习道法。这里群山绵亘，峰奇谷幽、林

岚深邃、清泉奔涌，素有小昆嵛之美誉，自古就以山异水奇闻名遐迩，自然、人文景观十分丰富

。

门票：5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威海市乳山市冯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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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岛赤山风景名胜区

赤山禅院(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赤山风景名胜区被誉为是“佛教圣地”、“森林公园”、“大明圣境”、“海岛民俗”的旅游胜

地。赤山因石红而得名，以峰奇、洞异、泉清、石怪、寺古而著名。目前，景区有法华院、赤山

明神、张保皋传记馆、赤山禅院、民俗馆、极乐菩萨广尝法华塔、天门潭、天后宫、仙居山庄等

十大景观区，共计三十六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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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分布图

（查看原图：http://1.pic.lvren.cn/p/2011_04_18/2011_04_18_580963_eqemn3.jpg）

门票：102元/人

开放时间：7：00-17：00

地址：威海市荣成市石岛区法华路

交通

a、公交

附近无公交车，有荣成至石岛、开发区至石岛的车，每2分钟一班车，荣成至石岛的车6元/人，开

发区至石岛的车1元/人。

b、自驾

济南方向：

济青高速——潍莱高速——309国道——文登——石岛，总共需要6个小时，下高速后，约需要3个

小时方可到达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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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幸福海岸
青岛方向：

青威高速——宋村出口下——石岛，大约需要3个小时；烟台方向：烟威高速——北海出口下——

石岛，大约需要2个小时；

济青高速——即墨南泉口下——青岛至威海的一级公路向威海方向行驶——泽头附近下按路标指

示走文登方向的路——文登宋村——高村——按石岛的方向指示牌行驶——石岛——沿景区指示

牌行驶——景区，下高速后约4小时。

   

5、成山头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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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尽头礁石(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成山头三面环海，一面接陆群峰苍翠边绵，大海浩潮碧蓝，峭壁巍然，巨浪飞雪，气势恢宏万千

，是理想的旅游避暑胜地。是中国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被誉为“亚细亚—太阳启升的地方

”，又称“中国的好望角”。主要景点有海驴岛、始皇庙、秦代立石、拜日台、秦桥遗迹、望海

亭、观涛阁、镇龙石和野生动物园等。

门票：160元/人

成山头风景区和海驴岛风景区的联票2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

交通

出租车：从威海包出租车往返大约180元(不使用计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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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码头出发：乘西霞口专线游大巴车即可到达景区。

汽车站出发：乘威海西霞口线路车即可到达景区。单程票价10元，90分钟可达。威海发车时间：6

：10、6：40、7：10、7：40、12：15、 12：48、13：20、13：50。成山头返回时间：8：45、9：15

、9：45、10：15、14：30、14：55、15：20、16：30。

提示：如果错过了直达车，亦可乘去龙须岛的车(威海到龙须岛的中巴特多)，龙须岛离成山头只

有三、四里地了。

刘公岛出发：此外，刘公岛每天11：00有船发往成山头，18：00返回威海，包一餐，票价100元。

自驾车：济南高速/维莱高速/同三高速/威海出口下---世昌大道---海滨路---大庆路转环海路按西霞

口路标指示40分钟即可到达景区。

   

6、海驴岛风景区 

(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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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驴岛每逢春季，成千上万的海鸥来此栖息产卵，岩缝中鸟巢鳞次栉比，数不胜数，所以又被称

为海鸥王国。岛上建有游客观鸟台、钓鱼台、穿山隧道、盘山小径、听涛轩。岛上长有成片的芙

蓉丛、芦苇、野枣树，每年春夏芙蓉盛开时节，海鸟们在此孵卵育雏、生息繁衍，白鸟红花相映

成趣。 海驴岛被千万年来不知疲倦的海浪冲刷雕蚀得危峰兀立、怪石嶙峋，与起落的海潮、连天

的波涛、精灵似的鸥鹭共同构成风景独特的海岛风光，令人遐思不断、流连忘返！

门票：100元/人

成山头风景区和海驴岛风景区的联票220元/人

开放时间：7：00 - 17：30

地址：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

交通

成山头有景区公交车将您送至西霞口，乘轮渡前往，每天8：00-18：00，每小时一班。 

自驾

a、济青高速——青威高速——沿新港方向直行——见铁路桥右拐（标志牌上有西霞口42公里，成

山头52公里），沿环海路直达西霞口。

b、济青高速——潍莱高速——烟威高速——威海出口——世昌大道至幸福门——右拐海滨路——

按指示牌直行至转盘处左拐——大庆路——沿新港方向直行——见铁路桥右拐（标志牌上有西霞

口42公里，成山头52公里），沿环海路直达西霞口。

   

7、昆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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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昆嵛山跨文登、牟平、乳山三市区，被誉为“海上仙山之祖”，其秀美神韵匪夷所思。这里是天

然森林公园，乔、灌木品类竟多达200余种，蓬蓬勃勃，郁郁苍苍；这里是天然动物园，仅鸟类就

有48种，到处莺歌燕舞；这里是天然矿泉、山泉水厂，地下矿泉喷涌，地表山泉叮咚，矿泉、山

泉水质极佳，清冽甘醇，富含健康长寿的各种微量元素，沁人心脾。

门票：联票110元（包括泰礴顶景区30元，九龙池景区30元，无染寺景区30元，烟霞景区10元，岳

姑殿景区10元）

开放时间：7：00-18：00

地址：威海市文登市14县道

交通：

自驾

a、威海 → 昆嵛山

烟威高速酒馆出口下→上庄→东殿后村（昆嵛山）；

威海→文登汪疃→界石→走李格庄方向可看到昆嵛山标志。

b、烟台 → 昆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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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牟平（通海路——东关路南行12公里处单向立交桥东行有路标）→昆嵛山。

c、（济南）青岛 → 昆嵛山

（同三高速）烟青一级路→牟平（同上）→昆嵛山

   

8、汤泊温泉 

汤泊温泉源于自然， 温泉出水温度高达78℃，水质清新甘美，水体澄明清澈，四时不竭，日最大

开采量高达4500余立方米。具有祛病、保健等功能，被温泉专家誉为“温泉中的极品”。大型温

泉中心建有天然温泉泡池60余处。移步亦景、动静相宜，

营造一种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宁静，惬意的生活新方式。

门票：168元/人

开放时间：9：00-24：00

地址：威海市文登市经济开发区大连路2号

交通：

自驾：威海-青威高速-草庙子-202国道-汤泊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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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威海交通

   

1、航班

威海机场位于文登市大水泊镇，现有到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长春、延吉、成都、

西安、济南等城市的航线。威海机场距离汉城飞行时间仅为45分钟。

机场到市区交通： 每一航班配一班次的机场大巴。行程线路是从机场到威海市中心的威海卫大厦

，票价10元，车程45分钟。

1）、国际航班市内班车发车情况：

航班起飞前3小时，由威海利群购物广场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50分，由新闻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40分钟，由威海卫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30分钟，由国际金融大酒店院内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25分钟，由威海民航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10分钟，由新海丰物流一楼大厅，经区管委会南发车至威海机场。

2）、国内航班市内班车发车情况：

航班起飞前2小时30分，由威海利群购物广场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15分，由新闻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2小时，由威海卫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1小时50分钟，由威海民航大厦发车至威海机场；

航班起飞前1小时35分钟，由新海丰物流一楼大厅，经区管委会南发车至威海机场。

   

2、铁路

威海火车站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深圳路西首，已开通了威海至北京、济南、汉口的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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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设有一班威海到淄博的假日旅游列车。

威海站始发列车时刻表

K408 20：30发车， 次日6：02到济南 2518 21：28发车， 次日14：03到北京 K412

9：30发车，当日18：03到青岛。

威海站终点列车时刻表

K407 20：10从济南发车，次日5：25到威海 2517 21：33从北京发车，次日13：30到威海 K411

09：21从青岛发车，当日15：01到威海。

   

3、公路

威海到济南：

上午6：00起，每半小时一班车，下午13：30、15：15、16：15、17：00有车，沃尔沃6个小时即到

，票价139.5元，依维柯7.5小时可到，票价86.5元。

威海到青岛：

每天6：00-18：00，15分钟发一班车，沃尔沃3.5小时即到，票价68元，依维柯要4个小时，票价42.

5元。

威海到蓬莱：

直达车每天只有四班：7：15、8：00、13：40、14：40，票价24.5元，车程不到3小时。

非直达车，即先到烟台，再转往蓬莱，这两条线的汽车，每天6：00-18：00，每15分钟一班，威

海到烟台，票价17.5元，烟台到蓬莱，票价10元，车程均为一个多小时。

威海长途汽车总站位于东城路74号（解放路口）。市内可乘坐3、4、6、7、12、13、16、22、23路

公交车前往。

   

4、水运

威海的海运很发达，客轮的班次也比较多，主要港口有威海港、龙眼港和石岛港，其中威海港最

为重要，主要有发往全国各地的海运航线，龙眼和石岛均为国际航线。

每天有四班船发往大连，时间分别是：8：30、9：00、20：00、21：00，航程7-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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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船票价不一，三等舱价格从140-180元不等，四等舱从90-130元不等。

每周三、五、日17：00，每周二、四、六18：00，有发往韩国仁川的国际班轮。次日8: 30到达。

龙眼港每周三、五、日的国际班轮开往韩国平泽，下午2：30-4：30之间出发，当日18:00到达。 石

岛新港每周二、四、日的国际班轮开往韩国仁川，下午15：00-16：30之间出发，当日19：00-21：

00之间到达。

威海港客运站位于海滨北路53号，市内可乘坐7、15路公交车前往。

   

5、市内交通

1）、公交车

市内公交车已发展到20多条线路，通达市内各景点和主要街区。大巴单一票价1元，小巴单一票价

1.5元。

提示

7路和12路公交线路的特点是：可到达威海市内多个购物、景点，以及公路、铁路、海运总站。旅

游期间，这两条线路普遍成为游客乘坐次数最多的公交车。

7路公交车可到：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海港客运站、华联商厦、汽车站；

12路公交车可到：火车站、汽车站和威韩商场。

4路公交线路的特点是：可到达多个威海市内的著名酒店。此线路以汽车站为终点站，依次经过华

联商厦、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大酒店、威海宾馆、华海宾馆。可以为游客选择住宿地点，

提供比较便利的条件。

2）、出租车

威海出租车分为普通型和豪华两种：均以3公里为起码计价里程，豪华型出租车起步价为7元，普

通型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

豪华型出租车，起步价7元(3公里)，3至8公里，每公里1.4元，8公里以上(含8公里)每公里2.1元；

普通型出租车，起步价5元(3公里)，3至8公里，每公里1.2元，8公里以上(含8公里)每公里1.8元。

所有出租车夜间行车，车费均上调20%。

3）、三轮车

一般乘坐三轮车价格在5-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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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威海住宿

   

1、西海岸区

位于威海市西部，靠近国际海水浴场和中央电视台威海影视城等景点，酒店多如牛毛是旅客最为

集中的地方，外地游客首先落脚地。标准间一晚100－400元不等。

1、自由左岸国际青年旅舍

电话：0631-5627770 5781234 

地址：威海市北环海路215号

参考价格：普通海景房：300元

网址：http://www.dkinn.net/

推荐理由：地理位置优越，出门10米就是沙滩，房间类型充足。

2、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家庭旅馆

电话15063166278

参考价格：三室两厅100多平米宽敞住宅可住6-9人，总价200-300元每天

推荐理由：位于浴场中心位置，出门即是松软的沙滩，在家穿上泳装就下海，距沙滩大概100多米

。有客厅厨房的住宅式单元套房，交通方便。

3、听海轩青年旅舍

电话：0631-5675757

地址：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北环海路金海湾山庄5号 

参考价格：普通大床房：198元

网址：http://www.whhostel.net/

推荐理由：位于国际海水浴场，房间房型齐全，房间设施齐备。有自助厨房，自助烧烤设备。

   

2、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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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威海市的东部，面向威海湾，是威海市的政治、经济中心，附近有韩国购物商城，也方便乘

坐游船前往刘公岛。标准间一晚100－500元不等。

1、威海中心大酒店

电话：0631-5222888

地址：威海环翠区新威路58号(近海滨路)

参考价格：标准间：378元

推荐理由：地处威海市中心黄金地段，交通便捷，刘公岛隔海相望。

2、威海威胜大酒店

电话：0631-5189999

地址：威海环翠区海滨北路 46号 (近新威路)

参考价格：标准间：188元

推荐理由：与旅游码头一步之遥，步行仅需2分钟，酒店附近就是海鲜大排档，韩国城商品一条街

，购物很方便。

3、威海抱海大酒店

电话：0631-5315888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海滨中路29号

参考价格：标准间：298元

推荐理由：毗邻威海公园，环境优美。

   

3、东海岸区

位于威海市的东北部，三面环海，是威海的主要旅游景区，拥有悠长的海岸线和多个岛屿，比如

成山头、仙姑顶等景点都在此区域内。住宿价格稍微贵点，旅游旺季，需要提前订房。

1、威海国际商务大厦

电话：0631-5311818

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北路106号

参考价格：标准间：240元

推荐理由：房间设施配套齐备，海景房观赏海景，靠近威海公园，可以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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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望角渔家乐

地址：荣成市成山镇东岗村   

电话：0631-7839132  13963110885 

参考价格：一楼双人间：100元

推荐理由：距离成山头旅游风景区乘车不足5分钟的路程，步行到距离最近的海边只有五分钟的路

程。饮食以渔家口味的各种海鲜为主，胶东的大馒头、 手擀面、 以及大馅鱼水饺非常受欢迎。

3、花大姐渔家乐

电话：0631-7844873 13869019659

地址：山东威海荣城市俚岛镇烟墩角村（黎明小卖店）

参考价格：标准间：120元

推荐理由：房内有空调，可以洗热水澡。每个房间按床位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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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威海餐饮

   

1、威海美食

威海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素有“烹饪之乡”之美誉。以烹制海味而著称，特别是海

鲜货、小海货的制作更具特色。威海菜肴特别讲究刀工、拼摆花样、火候和味道，以清鲜、脆嫩

、原汤原味见长。威海风味除了菜肴以外，面点也享有盛誉。福山拉面、蓬莱小面、硬面锅饼等

都闻名中外。

威海清汤

威海美食中汤类分海参汤、三鲜汤、鱼腐汤、鸡丝汤等多种，其中以鱼腐汤最负盛名，俗称威海

清汤。将牙片鱼肉剁成肉泥，加调味品制成小丸，清水煮熟放在备有香菜的碗内，再把已制好的

清汤调好口味冲入碗中，白丸浮上，清澈见底，鲜嫩无比。一般30元左右一碗。猪脚姜

姜去皮，洗净切片，在锅里放一点油爆透，加一点点盐。猪脚烧毛、斩件、去异味，晾干。鸡蛋

在冷水里煮熟，去壳。把醋和姜放在一起煲滚后，加入熟鸡蛋。慢火煲20分钟，放2天，然后再煲

，第三天加入处理好的猪脚，煲滚5分钟，放1－2天后再煲滚就可以吃了。此菜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通常60元左右一盘。

干炸小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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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是威海的著名特产，干炸小黄鱼在威海市随处可见，通常5－8元一条。将小黄鱼洗净，放

入盐，味精，料酒，葱姜，花椒腌制两小时左右，放入干面粉盆中裹均备用。锅上注油烧到六七

成热，逐个下入裹上面粉的小黄鱼炸至金黄色取出，当油温升至八成热再复炸一遍，使之焦脆即

可。此菜特点是：外酥里嫩，味道鲜美。

红烧对虾

将对虾头部去掉，抽去虾肠，留皮，用清水洗净。炒锅内放猪油，放入对虾，炸至五成熟捞出。

炒锅内留油，下葱、姜炸出香味，再放入鸡汤、白糖、醋、酱油、精盐、绍酒、味精及大虾，用

微火靠5分钟，取出大虾，将原汁浇在大虾上即成。此菜特点是：色泽红润油亮，虾肉鲜嫩，滋味

鲜美，通常50－80元每盘。

炸海蟹

将海蟹去掉脐、蟹盖和鳃，冲洗干净，剁成两块，加料酒，味精、盐、辣椒粉腌片刻。将海蟹刀

口断面处蘸淀粉后，入油中炸呈金黄色时捞起即成。此菜的特点是：螃蟹呈红赤色，味咸香辣，

肉质嫩鲜，是威海的特色菜肴之一。通常情况下螃蟹20－35元一斤，按时价不等。

锅煽海蛎子

锅煽海蛎子是威海的特色菜肴之一，净海蛎子肉，将鸡蛋搅散加入毛姜水、盐调匀，用面粉把海

蛎子肉裹匀后，再放入鸡蛋液中搅匀。平锅上把裹匀鸡蛋液的海蛎子肉放入，待一面煎黄再煎另

一面，烹入料酒，加入鸡汤，待汤汁收净淋入米醋、香油即成。其特点是色泽金黄，鲜嫩味美。

威海市内各大饭店均吃的到，通常30元左右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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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烧海螺

将海螺肉片开，打上刀花，用沸水冲洗，走油，后调料爆锅，将海螺肉与玉兰片、冬菇、木耳等

下勺略炒，用兑好之滋水勾浓芡。色红，鲜嫩可口。

手扒对虾

亦称盐水大虾。将整尾大虾洗净，不加任何佐料，用淡盐水煮沸，手扒而食，故称手扒对虾。此

法保持对虾原味。

媳妇饼 

文登名吃。主要原料：白面、鸡蛋、猪油、白糖，饼做得要厚，要香，要甜，吃了长劲。原是女

方出嫁放在箱底带到婆家送给新郎的“体己干粮”，俗称“媳妇饼”。

起糕

威海著名小吃。把薯面放于瓦盆中，细细洒水，反复搅拌，和匀后放锅内大火蒸，切成方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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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好吃，吃得快，容易噎人，故又称“噎煞狗”，一般要配着稀饭食用。威海小饭馆内2－3

元一块。

   

2、餐饮推荐

a、餐厅推荐

北方饺子王餐厅

离自由左岸青年旅舍不远，推荐品尝鲅鱼水饺，个大鱼肉鲜美细嫩，价格便宜，人均消费50RMB

左右。

神龟馅饼

威海本地非常有名的小吃，馅饼品种多，价格低，卫生好，包装便于携带，菜可以拼，也可以要

半份。推荐品尝牛肉馅饼、荷叶粥、三鲜馅饼。

李朝牛尾汤

韩国城对面的李朝牛尾汤，韩餐很正宗，特别是牛尾汤，味道非常独特，美味。从老板大厨到服

务员都是正宗韩国人或鲜族人。

韩香福 

位于威海市光明路44号，推荐品尝参鸡汤、韩国烧烤牛肉章鱼火锅。

茅草屋

韩国风味的小店，在鑫城大厦北面的一个小胡同里。那里的汤和拌饭都做得不错而且价格相对别

家也算实惠。冷面的口味非常好。

长城餐厅

位于威海市环海路219号孙家潼海水浴场。推荐品尝海鲜鲅鱼馅饺子、软炸海蛎、炒海肠。

一味烧烤

在建设街，推荐他家烧排骨，6元钱一串，非常好吃，值得尝尝。

真利味韩国料理

威海市环翠区纪念路23号（圣子大酒店旁），电话: 0631-5224668。推荐品尝脊骨锅 

鱼子饭光明路的嘉喜亭吃韩国烧烤。

b、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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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韩国菜馆一条 街，位于威海市海港路上，那里集中了威海卫大厦韩国馆、李朝牛汤、三五亭

等多家韩国饭店。平均每人每顿饭50元左右。

交通：市内可乘1、2、9、10、16、26路车前往。

c、海鲜大排档

威海海鲜大排档和烧烤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吃现烤，味道鲜美，而且全部以海鲜为主，绝对是品

尝海鲜的好时机。

海鲜大排档主要有：经四路的“威海渔家海鲜大排挡”、青岛路的“好望角海鲜大排挡”、工业

北路的“威海海鲜大排档”以及威海公园前的“海鲜大排挡”。

交通

市内可乘坐16路公交车到经四路；青道路和威海公园都临近威海火车站，市内可乘坐1、12路公交

车前往；乘坐8路公交车可到达工业北路的海鲜大排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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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威海特产

威海海参 

(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威海的海参属于刺参。目前，我国可供食用的海参有20多种，刺参为上品。海参体近圆柱形，两

端钝圆，多为灰黑色或黄褐色，营养价值丰富，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成参体长为20-40厘

米。威海沿海岩礁众多，海藻茂密，所产海参个个肉质肥厚，鲜嫩可口。

威海对虾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沿岸各大海湾均是对虾洄游、繁衍、栖息的场所，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

捕捞和养殖条件。鲜对虾体色青中衬碧，玲珑剔透。熟后通体橙红，为虾类上品。

荣成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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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荣成黄桃具有果大、肉厚、色黄、耐贮运等特点。营养丰富，是人体营养需要和保健，价值较高

的果品。另外，荣成黄桃加工制成的糖水黄桃罐头，果块整齐、汁液浓稠清晰、便于携带。

绒毛玩具

威海绒毛玩具世界著名，主要产品分为毛绒玩具、布绒玩具、圣诞礼品、木制玩具、搪塑玩具五

大系列五千多个品种，销往德国、荷兰、美国、韩国、日本及香港等世界各地。威海百货大楼、

华联商厦等综合大商场均有出售。

威海扇贝 威海扇贝主要是栉孔扇，其肉汁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蛋白质含量达到60％，比

鸡蛋高四倍。威海市内各大海鲜馆均能吃到。

威海苹果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东端，气候及地理环境都非常适合苹果生长，有利于苹果的糖份积淀和上色，

从而形成威海苹果特有的色、型、味、质，具有酸、甜、香、脆等特点。

威海花生

威海大花生生长期长，养分光照充足，氨基酸合成比较全面，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高，所以花生

果型大，籽粒饱满，果仁色泽鲜艳，口感清脆，营养价值丰富。以此为原料加工制成的烤花生果

、油炸花生仁、脱皮花生仁等系列食品，香甜可口，便于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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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品

例如鱿鱼干，烤鱼片等等。一般购物华联商厦一楼超市了，东西还算全，价格还可以。或者到专

门的海产品专卖店。

锡镶茶具

威海的传统工艺品，具有近百年的历史。将锡锻打、镂雕、镶嵌、抛光、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

成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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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威海购物

威海的购物场所主要集中于三大购物带。

一是以百货大楼、华联商厦、威海卫商场为主体的市中心购物带，高档购物区，其中百货大楼是

威海的老字号商店，是威海当地人购物的普遍选择，华联商厦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交通：乘坐10、12、16、1、21、26、27、28、2、30、3、4、8、9、7、84路车前往。

二是以商业大厦、友谊批发市场、百姓自选商场、家电城为中心的三角花园批发零售购物带，

这里经营的商品主要以威海各色特产为主。

交通：乘坐17路公交车前往。

三是以糖酒超市、威海大世界、韩国服装批发市场为主体的购物带。其中韩国服装城最为著名。

位于威海旅游码头的三海韩国服装城和韩国名品城（原商业大厦）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交通：市内可乘坐2、8、12、18、20、21路公交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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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威海行程推荐

1、荣成观日出、赏天鹅

与天鹅亲密接触，到中国东极地看最早的海上日出，采购韩货。

D1：成山头——烟墩角

清晨到成山头观日出，之后往烟墩角，沿途可欣赏威海海滨风光。在烟墩角可以近距离接触并喂

食野生天鹅，日落前还可在周边村落看看特有的海草房，之后欣赏、拍摄夕阳下的天鹅与海。

D2：烟墩角——天鹅湖或韩国城

早起欣赏并拍摄朝阳下的天鹅与海景，之后可选择前往距烟墩角不远处的荣成天鹅湖。但是这个

天鹅湖需要门票，且天鹅距离较远。若不去天鹅湖，可选择到威海市区的韩国城逛一逛，这里聚

集了大量的韩国商品。

2、威海四日行程推荐

D1：仙姑顶——华夏城景区

仙姑顶景区参观近千件大型玉雕艺术品。在华夏城景区里体验欢乐嘉年华，观看神游华夏大型山

水实景秀。

D2：刘公岛——成山头

在刘公岛赏岛上风光，游览刘公岛博览园、国家森林公园、水师学堂等景点。游览成山头景点，

第二天早起看日出。

D3：赤山——昆嵛山

在成山头看完日出后，游览赤山风景名胜区，感受其奇峰、异洞、清泉、怪石、古寺景观。可昆

嵛山，领略“海上仙山之祖”的秀美神韵。

D4：威海国际海水浴场——韩国城

在威海国际海水浴场享受亲近大海的快乐，在环海路上欣赏沿途风光。去韩国城淘上几件心仪的

服饰。旅行计划：http://d.lvren.cn/plan/iprint/52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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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威海节日活动

威海荣成国际渔民节

举办时间：7月23-26日，每三年一次

举办地点：威海石岛

主要活动：祭海、划船、钓鱼、织网、水产加工等项目的比赛，商品、土特产品展览，还有一系

列灯展、花展、书画展及文艺晚会等活动。

威海荣成谷雨节

举办时间：4月20日或21谷雨日

举办地点：石岛、俚岛等沿海村镇码头

主要活动：庆祝活动分三天。第一天请神，到海神庙接神回家过谷雨节;第二天举行祭海、祭船活

动;第三天渔民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来欢度节日。

威海文登昆嵛山会

举办时间：5月20日—22日

举办地点：文登圣水观

主要活动：节日期间有各种民间艺术表演、道教全真寻根游、书法石刻文化研修等活动，每年都

吸引数百名日本、韩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来宾参加盛会。

威海国际钓鱼节

举办时间：10月1日－15日

主要活动：各种类级别的钓鱼大赛、渔具博览会

威海民俗文化活动和国际性节会丰富多彩。荣成的国际渔民节，展示了胶东渔民文化和渔家风情

；乳山国际侨友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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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威海的海鲜物美价廉，但是也可准备一些肠道药，以备万一。

2、火车站打车到市中心大概15-20元左右，整体上行车路线是向北直行。自己留个备用参考，以

防万一。

3、威海旅游常用电话

威海市旅游投诉电话：0631-5315555

山东省旅游投诉电话：0531-82963423

航空

威海机场（文登市大水泊镇）问询电话：0631-8641172

威海市民航问事处电话： 0631-5317915、5317515、5231737

铁路

威海火车站问事处电话：0631-5928593

公路

联系地址： 威海市青岛中路136号

联系电话： 0631-5969369

威海汽车站服务热线：0631-5968742

威海汽车站咨询电话：0631-96717631

水运

威海港客运站（海滨北路53号）咨询电话：0631-5233220。

龙眼港国际客运站（荣成市成山镇）咨询电话：0631-7837777。

石岛新港客运站（荣成市石岛建设路９号）咨询电话：0631-7281666

公交车

威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投诉电话：0631-5230950

出租车

威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电话：0631-53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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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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