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简介 
蜈支洲岛坐落于三亚市北部的海棠湾内、距三亚林旺镇后海村 2.7 公里的海面上，北与南湾猴岛遥遥相对，南邻亚龙

湾，距三亚市中心 30 公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38 公里，紧邻海南东线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快捷。全岛呈不规则蝴

蝶状，面积 1.48 平方公里，东西长 1500 米，南北宽 1100 米，海岸线全长 5.7 公里，南部最高峰海拔 79.9 米。 
 
岛东、南、西三面漫山叠翠，85 科 2700 多种原生植物郁郁葱葱，不但有高大挺拔的乔木，也有繁茂葳蕤的灌木, 其

中不但有从恐龙时代流传下来的沙椤这样的奇异花木，还生长着迄今为止地球上留存下来最古老的植物，号称“地球

植物老寿星”的龙血树，寄生、绞杀等热带植物景观随处可见。临海山石嶙峋陡峭，直插海底，惊涛拍岸，蔚为壮观。

中部山林草地起伏逶迤，绿影婆娑。北部滩平浪静，沙质洁白细腻，恍若玉带天成。 
 
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 6—27 米，水域中盛产夜光螺、海参、龙虾、马鲛鱼、海胆、鲳鱼及五颜六色的热带

鱼，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惟一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是国内最佳潜

水基地。极目远眺，烟波浩渺，海天一色。 
 
岛上有极具特色的各类度假别墅、木屋及酒吧、网球场、海鲜餐厅等配套设施，已开展了包括潜水、滑水、摩托艇、

拖伞、香蕉船、飞鱼船、电动船、动感飞艇、独木舟、海钓、沙滩摩托车、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 30 余项海上和沙

滩娱乐项目。 

 

门票 
门票类型 门市价 同程价 预订地址 

成人船票（含门票及基金） 168 元 168 元 >> 立即预订 

娱乐潜水项目 168-1380 元 168-1380 元 >> 立即预订 
 

岛上景点介绍 

海上娱乐&潜水活动 

地图 

旅游贴士 

如
何
上
岛 

住
宿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07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35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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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岛上景点介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四驱蚂蚁提供） 

 

妈祖庙 
清光绪年间，海南省有位游方道人吴华存游遍海南诸岛，寻访炼丹修身之处，最终看中了蜈支洲岛的风水，欲在此结

庐而居，炼丹修身。此事，被当时的崖州知府钟元棣获悉，随即他也来到蜈支洲岛，看到如此美丽的小岛和絶佳的风

水后，他认为这块宝地不应为个人所用，理应造福于民。于是他制止了吴道人的行为，由州府集资在岛上修建了一处

庵堂，取名“海上涵三观”，供奉的是中国方块汉字的创造者仓颉。建庵时间是公元 1893 年，距今已有 100 多年的

历史。清政府倒台后，庵堂无人管理，渔民不知所供何神，遂推倒塑像，改奉自己的航海保护神妈祖。原建庙宇早已

坍塌破败，1993 年岛屿的开发建设者又将其重建。 

 

 

观日岩 
观日岩位于蜈支洲岛的东南悬崖处. 站在岩上凭海临风，俯瞰全岛，辽阔的南海尽收眼底。悬崖下面 ,怪石嶙峋。每天

第一缕曙光从这里升起，绯红的太阳从海面上徐徐上升，形成一絶佳的海上观日点。每逢风起，激浪拍石，这一带浪

峰高达十几米。浪峰过后，海面上一片雪白的浪花，那才叫“卷起千堆雪”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935794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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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情人桥 
情人桥，原是座铁索桥，是当年守岛部队的海上了望点。走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需要几分胆量和机灵。有些美女

既想过桥到了望点里体会一下，又怕掉进海水里，过桥时紧紧抓住朋友的手不放，因此这桥又被戏称为“情人桥”。

后来为客人安全着想，故将原来的铁索桥改造成现在的木板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happy 默默提供） 

金龟探海 
在蜈支洲岛东南的观日岩下，有一天然形成的巨石如一只巨

大的海龟，头、甲等都清晰可辨，尤值得称道的是，在整块

巨石的左前方有一露出海面的条状长型岩石，当海水袭来，

犹如海龟用脚在划水，动态逼真，仿佛一只巨大的海龟期望

回到自己的故乡，正缓缓爬向大海，故称“金龟探海”。 

  

情人岛 
情人岛，是经历了千百年潮起潮落洗礼却依然矗立、静静相

望的两座大石。传说是古时人们为了纪念一对因相恋而被恼

怒的龙王变成石头的痴情恋人而起名的。现在这里成了蜈支

洲岛的一大景点，是青年男女耳语、听涛的好地方。 

  

生命井 
据三亚志记载：相传以前，有一户渔民靠出海打鱼为生。有一天突遇台风，父子三人落水，凭着船板，经过几天的挣

扎，在饥饿、口渴难耐时三人漂到了蜈支洲岛的沙滩上，突然看见离沙滩不远处有一小水洼，三人得救。后在岛上安

家，并在水洼处挖出一水井取名“生命井”，供过往出海打鱼的渔民使用，一直沿用至今。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提供） 

 

http://www.17u.com/blog/1637734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62680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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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观海长廊 
在蜈支洲岛西侧，沿海边地形修建了木质走廊和平台，可以沿着走廊观看蜈支洲岛清澈的海水，这一带因为礁石比较

多，所以可以看到很螃蟹在礁石上“行走”，如果运气好，在平台上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热带鱼。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青山绿水天马行空提供） 

 

观鱼平台 
蜈支洲岛海水清澈，在码头平台上可以观看到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水中嬉戏，一群群的热带鱼在水中游动，场面甚为

壮观，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比较名贵的青衣、石斑鱼等，让您领略大海的神奇世界。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四驱蚂蚁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8432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935794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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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地图 

 



                                   

6 

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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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如何上岛 
一、游客可搭乘公交车至蜈支洲岛码头 

28 路公交车：水利大厦至蜈支州岛公交线路具体票价标准为：水利大厦←(1 元)→榆林市场←(1 元)→市民族中学←

(1 元)→上廖村路口←(2 元)→林旺市场←(1 元)→蜈支洲岛路口←(1 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1 元)→蜈支洲岛，

全程票价 11 元。每 30 分钟一班，需时约 60 分钟。 
 
23 路公交车：汽车总站-胜利路-新风路-滨海路-迎宾路-新红村-南新农场连队-青田路口-青田专厂-蜈支洲岛路口-林

旺-洪李村-风塘村-藤桥-南田农场。在蜈支洲岛路口下车后需转乘当地小三轮摩托，建议乘坐 28 路。 
 
海棠 1 号公交车：该路公交车已于 2012 年底开通，线路为三亚蜈支洲岛度假中心——南田温泉。途径主要站点：凯

宾斯基酒店、万达希尔顿酒店、喜来登酒店、御海棠度假酒店、免税广场。首班 7:00，末班 18:50，均在蜈支洲景区

门口发车，每隔 10-15 分钟发一班车，全程 2 元。 
  

二、游客可搭乘出租车至蜈支洲码头 

市区单程至蜈支洲岛码头路费：约为 80 元左右；亚龙湾地区单程至蜈

支洲岛码头路费：约为 50 元左右；如若包车往返（三亚至蜈支洲岛），

约 150 元-200 元。（建议游客朋友搭乘出租车打表计费。） 
  

三、自驾车游客行走路线 

海口→蜈支洲岛：东线高速公路→海棠湾高速路口→公路标志牌"蜈支洲

岛" →10 分钟左右蜈支洲码头→乘坐 15 分钟豪华游轮抵岛。 
 
三亚→蜈支洲岛：田独→亚龙湾分叉路口→东线公路（国道 223）→（途

经原青田村路口向前约 10 分钟）→路边标志牌"蜈支洲岛"右转→10 分

钟左右到达蜈支洲码头→乘坐 15 分钟豪华游轮抵岛。 
  

四、往返蜈支洲码头和蜈支洲岛的海上交通 

早上 8：00 开船，下午 16：00(随当天的天气情况而定)最后一班船上岛，

当日最后一班船离岛时间为晚上 17：00(随当天的天气情况而定)。每

20 分钟一班船往返与蜈支洲岛与海南岛陆地之间，团队随到随开。 
 

五、接送服务 

您可以通过蜈支洲岛网络预订中心或营销部直接预订蜈支洲岛客房并提前预付全额房款，则可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

三亚市大东海南中国酒店、亚龙湾地区酒店、三亚凤凰机场至蜈支洲岛码头的免费接送服务。 

 >>蜈支洲岛官网预订指南 
 
大东海南中国大酒店接送班车：发车时间为 9 点、13 点准时发车；返程班车发车时间为 12 点、16 点准时发车。 
 
亚龙湾地区酒店接送班车：接的时间为 9 点、13 点，送的时间为 12 点、16 点。（亚龙湾地区酒店需按顺序接送，

接送时间会相隔 10 分钟。） 
 
三亚机场接机时间为每天下午 15 点以前落地的航班可提供接机服务。送机时间为 12 点、16 点准时发车。送至机

场时间约为 60 分钟。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如何前往三亚旅游，请下载 
《一起游三亚旅游攻略》 

 

http://www.wuzhizhou.com/order.html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602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602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602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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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海上娱乐 
 

动感飞艇  

在水面上顺畅的疾驶，水上休闲运动的新冒险！ 一刻都不

敢掉以轻心的紧张的连续滑行。在水面上以时速 80 千米

的速度疾驶，360 度回转的滑行。 
 
参考价：190 元/位/10 分钟 

TIPS：环岛一圈，1 米 2 一下儿童、60 岁以上老人及孕妇

不能玩。 

  

电动船  

海上游乐电动船是广大爱好水上运动朋友的首选伙伴，它

具有清洁、环保、噪音小等优点。适用与朋友休闲游乐，

也有适合谈情说爱的情侣电动船。 
 
参考价：200 元/艘/2 位/20 分。 

TIPS：电动船可多坐一位小朋友不限年龄，按身高收费，

1.1 米以下 50 元，1.1 至 1.4 米 100 元，请勿带照相机、

手机及一切不防水的物品。 

 

飞鱼船  

飞鱼船是由一部摩托艇牵引行驶，速度是香蕉船的 2 倍。坐在飞鱼船上随着海浪的高低起伏，可以感受坐在香蕉船的

感觉， 当摩托艇加速时，飞鱼飞离海面，您同时又可以感觉坐在一只风筝上感受放飞心灵的乐趣，当摩托艇急转弯

时，整个飞鱼会在空中转弯，感受赛车时飘移的刺激，这时您可要抓稳哦。如果您没有抓稳把手，可能会被甩到海里，

但是不要紧，因为您是穿上救生衣参与此项活动的，工作人员会快速地到达您的身旁，帮助您再次回到船上 。 
 
参考价：小飞鱼价格为：250 元/艘/2 位/10 分（可坐两位），大飞鱼价格为：170 元/位/10 分(可坐 3-5 位）。 

TIPS：小飞鱼 7 岁以上（大飞鱼 13 岁以上）、60 岁以下方可参加，请勿带照相机、手机及一切不防水的物品。 

 

豪华冲浪摩托艇  

豪华摩托艇外形豪华、霸气，被众多游客给予“变形金刚”之美誉。 

参考价：2500 元/位/30 分（可由教练带游或者双人自驾） 

 

摩托艇  

摩托艇是海上惊险刺激的海上娱乐项目之一，也是近年来日渐流行的一项水上休闲娱乐活动。它刺激又充满挑战，驾

驶着摩托艇在海上飞驰。 

参考价：160 元/位/10 分（可由教练带游或者双人自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立即预订娱乐项目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阿滋猫■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3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79881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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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程摩托艇  

四冲程摩托艇是集高科技、观赏、竞争和惊险刺激于一体，富有现代文明特征的高速水上运动。其比赛的场面壮观激

烈、精彩纷呈、惊心动魄，是世界公认的具有较大影响力海上惊险刺激的海上娱乐项目之一，也是近年来日渐流行的

一项水上休闲娱乐活动。  
 
参考价：450 元/位/20 分 

TIPS：前 10 分钟需教练陪同，后 10 分钟可由游客自驾并携带一名同伴。 

 

摩托艇环岛 / 快艇环岛 

可由您自己驾驶摩托艇环岛，从另一角度欣赏美丽的蜈支洲岛。或者乘坐快艇在海上观看蜈支洲岛秀丽的景色，陆地

上看不到的奇异景色都将会在快艇环岛中体现，从而欣赏蜈支洲岛的奇特与美丽，并真正的了解蜈支洲岛。 
 
参考价：摩托艇环岛 280 元/位/约为 15 分；快艇环岛 120 元/位/约为 20 分 

 

拖伞  

拖伞从起飞到降落一切动作均在快艇上完成。在拖伞船上自由起落，在浩瀚无限的天空中随意翱翔，把自己融入碧海

蓝天之间，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翱翔……  
 
参考价：300 元/位/10 分 

TIPS：请勿带照相机、手机及一切不防水的物品。60 斤-200 斤之间、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且健康的情况下，

才能消费。如当天不能消费此项目，可更改其他娱乐项目消费，但不能退款。 

 

香蕉船  

香蕉船是惊险、刺激的海上娱乐活动之一。一个类似香蕉型状的橡胶皮筏因而得名为“香蕉船”，坐在香蕉船上由一

艘快艇约以 50 公里/小时的时速拉动。 
 
参考价：100 元/位/15 分 

  

快艇海钓  

乘坐快艇出海钓鱼。蜈支洲岛周边海域是天然的渔场，盛产马鲛鱼、青衣、石斑、莲尖及苏眉等各式各样的热带鱼。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您一定会满载而归。 
 
参考价：500 元/位/2 小时 

TIPS：注意涂抹防晒霜，以免阳光晒伤皮肤。 

  

滑水  

滑水刺激又充满挑战。站在滑水板上由一艘豪华快艇从海里将您托起，此时的您就站在海面上，跟随着豪华快艇的在

海面上飞驰。 
 
参考价：280 元/位/10 分 

TIPS：当您是第一次体验划水时，如身体不能保持平衡时，请您立即松开手中的绳索，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如擦伤、

摔伤或是滑板碰到自己）。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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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潜水活动 
浮潜 

浮潜（skin diving）是在潜水者能屏息的时间里潜泳，直到无法憋气时

浮出水面。穿一套泳装，戴一付潜水镜，一支呼吸管，着一付蛙鞋，漂

浮于碧海之间，轻松自如地看神秘的海底世界…… 

参考价：200 元/位/30 分 

 

岸潜 

岸潜是穿上潜水服，经过潜水培训后背上氧气瓶，戴上潜水镜，在潜水教练的陪伴下，从岸边慢慢潜下去。根据您的

身体状态一般可潜 4—10 米深，您将轻松的成为一位海底使者，去打开海底世界的奥妙之窗…… 

参考价：280 元/位/30 分 

 

船潜 

船潜是穿上潜水服，经过培训后乘坐快艇到海上的一艘舶船上，然后背上氧气瓶，戴上潜水镜，在潜水教练的陪伴下，

直接从船上入水，慢慢地潜入较深的海底。根据您的身体状态一般可潜 10—18 米深，您将轻松的成为一位海底使者…… 

参考价：580 元/人/30 分 

 

专业潜水 

穿上潜水服，经过培训后乘坐快艇到海上的一艘舶船上，然后背上氧气瓶，戴上潜水镜，穿上蛙鞋在潜水教练的陪伴

下，直接从船上入水，教练带领慢慢潜入较深的海底，根据您的身体状态一般可潜 10—18 米深，您将会轻松的成为

一位海底使者，去打开海底世界的奥妙之窗，看到各式各样的珊瑚，形色各异的热带鱼...... 

参考价：680 元/位/30 分 

TIPS：须出示国际潜联颁发的潜水证书及符合岛上要求。 

 

精品潜水 

精品潜水是二个潜水点二瓶气，一个潜水点在船潜区、一个潜水点在

后山环境更优美的潜水区，每个潜区各 30 分钟。穿上潜水服，经过培

训后乘坐快艇到海上的一艘舶船上，然后背上氧气瓶，戴上潜水镜，

在潜水教练的陪伴下，直接从船上入水，慢慢地潜入较深的海底…… 

参考价：980 元/位/60 分 

 

夜潜 

夜潜是晚上潜水穿上潜水服，经过潜水培训后背上氧气瓶，戴上潜水

镜，在潜水教练的陪伴下，从岸边慢慢潜下去。根据您的身体状态一

般可潜 4—10 米深，您将会轻松的成为一位海底使者，去打开海底世

界的奥妙之窗，深切感受这黑魁魁的海底世界…… 

参考价：680 元/位/30 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7 岁以上、60 岁以下。患有中

耳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

病、哮喘的人及孕妇不能从事

潜水活动。 

 

立即预订潜水项目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阿滋猫■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3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79881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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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住宿 
住在蜈支洲岛 
豪华山景房  
仿欧式建筑（由原部队营房改建而成），座

落 于蜈支洲 岛最高 峰下。最 近的山 景房只

需 2 分钟步行即到海边。 
 
参考价：870 元/间/晚，周末（周五、周六）

优惠价 1020 元/间/晚，如新婚夫妻，可免

费提供布置蜜月房服务。 

 

海韵木楼  
木 制楼房建 筑，座 落于蜈支 洲岛中 间的山

坡上，距海边大约 300 米左右。是看景、

聆 听鸟类鸣 声的最 佳之处。 从房间 阳台上

俯 瞰岛上茂 盛的热 带雨林等 美丽的 景色尽

收眼底。 
 
套房内部装修达五星标准，配有分体空调、冰箱、保险柜、电视、电话等齐全设备。房间面积约 45 平方米，均为

一室一厅一卫结构。  
 
参考价：1150 元/间/晚 周末（周五、周六）优惠价 1350 元/间/晚，如新婚夫妻，可免费提供布置蜜月房服务。 

 

临海木屋  
木制建筑，座落于蜈支洲岛最高峰下，直面大海，距离海边仅 58 米，站在阳台上即可看海。是观海、听涛、聆听鸟

类鸣声的绝佳之处。从房间俯瞰蔚蓝的大海、佼洁的沙滩等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套房内部装修达五星标准，配有分

体空调、冰箱、电脑（宽带上网）、保险柜、电视、电话等齐全设备。房间面积约 66 平方米，房间均为一室一厅一卫

结构，均为大床房。  
 
参考价：1830 元/间/晚，周末（周五、周六)优惠价 2130 元/间/晚，如新婚夫妻，可免费提供布置蜜月房服务。 

 

豪华别墅（小别墅）  
木制建筑，座落于蜈支洲岛最高峰下，直面大海，距离海边仅 18 米。从房间观看外面的景色，蔚蓝的大海、佼洁的

沙滩等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别墅内部装修达五星标准，房间内配有分体空调、冰箱、电脑（宽带上网）、保险柜、

电视、电话等齐全设备。每栋别墅设有客房两套，房间面积约 130 平方米，均为二室一厅二卫结构，大床房，每套客

房的家具配置都不相同。  
 
参考价：3430 元/套/晚，周末（周五、周六）优惠价 3830 元/间/晚，可免费蜜月布置。 

 

新别墅  
依山傍海，绿树葱郁，宽广的露台清风送爽。内部装修达五星级标准，配有分体空调、冰箱、电视、宽带上网端口、

保险柜、电话等齐全设备；部分别墅设有露台、专用泳池等。 
 
参考价：2000 元-7000 元/间/晚，如新婚夫妻，可免费提供布置蜜月房服务。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景区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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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攻略 

住在三亚其他区域 （>>查看三亚 特价酒店） 
 

①住在亚龙湾：亚龙湾拥有三亚最好的海景和沙滩。酒店一般都提供餐饮，但价格较贵。           

    >> 查看亚龙湾附近酒店 
②住在三亚湾：三亚湾的交通虽然不是特别方便，但是这里是看日出最好的海滩。                  

     >> 查看三亚湾附近酒店 
③住在大东海：这里是三亚地区最热闹的海滩，人多，老外也多，很热闹。酒店价格相比其他两地，较为便宜。这

里离市区很近，交通方便，餐厅多，吃饭方便，还有大型的购物商场——夏日百货。       
>> 查看大东海附近酒店 

                        

 

 

三亚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 

 

 

 

 

 

 

 

  

三亚银天度假酒店 

 

 

 

 

 

 

 

  

三亚兰海度假酒店公寓 

别墅山景房      830 元 

豪华山景房      930 元 

 立即预订  

标准双床房     198 元 

豪华双床房     258 元 

 立即预订  

五期高级园景大床房    258 元 

三期豪华海景两房一厅  528 元 

 立即预订  

 

 

 

旅游贴士 
① 请勿携带宠物、椰子、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岛。 

② 为了保障您的安全，岛上谢绝搭建帐篷。 

③ 为保护海岛四周生态环境，请勿携带钓具上岛。蜈支洲岛可提供快艇出海钓鱼服务。 

④ 蜈支洲岛自然风光秀丽，植被覆盖率高，游客朋友可携带清凉油或是爽肤水预防蚊虫叮咬。 

⑤ 夏季来岛阳光充足紫外线属中等强度，建议涂擦 SPF 高于 30PA+的防晒护肤品，戴帽子、太阳镜，避免晒伤皮肤。 

⑥ 冬季岛上温差较大，白天可视天气情况穿单衣。夜晚住岛的客人需要准备外套，以免着凉感冒。 

⑦ 蜈支洲岛上下岛渡轮受海流影响，航行中可能会出现颠簸。 

⑧ 70 岁以上老人或行动不便的朋友建议不要上岛。孕妇乘船有风险，不能上岛。 

⑨ 娱乐项目可适当选择活动套餐价格会有优惠，如在岛上住宿也可以提前预订有优惠。 

⑩ 岛上设有公用电话停，房间的电话在总台交押金后就可开通外线，度假村及附近的海滩、山上的观日岩都有手机

信号。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60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602_bid-34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602_bid-32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602_bid-34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8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26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8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26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86.html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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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攻略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602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502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6_2.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063_20.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378_20.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501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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