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兜直通车>江门古兜温泉 2 天 1 晚半自助游

2021 年 2 月 3 月天天出发

收费标准 价格（节假日除外）： 包含内容

成人（入住喜泰酒店景观房）

套餐一

2 月平日：299 元/人

2 月周五：329 元/人

2 月周六：349 元/人

用车+住宿 1 晚+1 正 1 早+2 次温泉谷温

泉+无限次星球银河滩+导游服务

成人（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

景房）

套餐二

2 月平日：299 元/人

2 月周五：329 元/人

2 月周六：349 元/人

用车+住宿 1 晚+1 正 1 早+2 次温泉谷温

泉+无限次会所温泉+导游服务

套餐二

3 月平日：299 元/人

3 月周六：359 元/人

用车+住宿 1 晚+1 正 1 早+2 次温泉谷温

泉+2次会所温泉+鱼疗+导游服务

套餐三

3 月平日：259 元/人

3 月周六：319 元/人

用车+住宿 1 晚+1 早+2 次温泉谷温泉+2

次会所温泉+鱼疗+导游服务

1.2M 以下单车位 110 元/人 单占车位+导游服务，其他自理

注意：

1. 酒店房型为大床/双床，没有三人房，成人一定要占床，单男女请自补房差：

喜泰酒店景观客房/山海温泉园景客房：2月平日房差:230 元/人、2 月周五房差 255 元/人、2 月周六房差 280 元/人；

山海温泉客房（套餐二）：3月平日房差 230 元/人、3 月周六 280 元/人（不设减房差）。

山海温泉园景房（套餐三）：3 月平日 190 元/人，3月周六 240 元/人；

单车位儿童请客人在酒店前台自补早餐费用（旅行社前台不收）。



行程特色：

1.【度假优选】纯玩，无购物，休闲的度假模式，畅玩古兜温泉小镇；

2.【品味美食】赠送古兜温泉风味养生自助早餐

3.【优选房型】入住古兜喜泰酒店景观客房或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或入住不低于以上档次的酒店；

4.【温泉养生】泡温泉谷“一地两泉”双料温泉，共有中式、日式及欧式等多个温泉池任君选择。

精彩行程：

第一天:广州—古兜温泉—午餐（自理）—入住酒店—晚餐（套餐三不含）

早上于指定时间地点集中（参考上车点：09:00 团一大广场（地铁 B 出口）、09:30 乐峰广场（沙园地

铁 A 出口）；具体上车时间地点以导游通知为准），后乘旅游车前往【古兜温泉综合旅游区】；

1.中途会有午餐时间（午餐自理），不用餐的团友们可自由活动；午餐后送客人到达酒店！

2.客人自行凭姓名和身份证到酒店前台交押金办理入住。后不妨睡个美美的午觉缓解上午的舟车劳顿，

醒后前往古兜温泉各处游玩。

3.套餐一（入住喜泰酒店景观客房）：晚餐时间（18:00-20:00），请客人移步酒店餐厅，享用【古兜

特色陈皮灵芝宴】（备注：如不足 10 人，则安排双人套餐）

套餐二（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晚餐时间（18:00-20:00），请客人移步酒店餐厅，享用【山海

小厨双人养生火锅套餐】

套餐三（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晚餐时间（18:00-20:00），请客人移步酒店餐厅

4.自由活动时间，可前往温泉区浸泡温泉，享受养生时光，沐浴双泉，或者结识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自由活动期间需注意人身财物安全，听从景区工作人员指引，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休闲方式）

第二天:早餐—自由浸泡温泉—午餐（自理）—返回广州

自然醒后，自行前往餐厅享用早餐（自助早餐参考时间：7:30～10:00），游客可在度假村内自由活动，

也可以继续浸泡温泉，更可自行自费观光【财神山】、【东方红水库】等景点。

12：00 前客人自行退房，午餐自理；

指定时间集合乘车返程广州，结束愉快行程！（具体以导游通知为准）。

行程时间仅供参考，因当天出团日期未能意料是否交通畅通，旅行社将有权在当天调整行程景点顺序.

景点介绍：

【古兜温泉小镇】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古兜山下，靠山面海，拥有山、泉、湖、海于一体的自然风光资源和丰富的地

下温泉资源。现已建成四大主题酒店：皇家 SPA 酒店、温泉别墅酒店、假日湖景酒店、古兜山海度假公寓酒店及五

大功能项目配套：古兜温泉谷、山泉水世界、餐饮与国际会议中心、古兜财神缆车、泉天地商业街等服务设施，是

一个集自然风光、温泉养生、康体娱乐、美食购物、商务会议于一体的四季旅游度假胜地。

【古兜温泉谷】是温泉浸泡、休闲养生区域，融合了东西方建筑文化和风格，温泉谷三面环山，占地面积 10 万平

方米，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温泉，一种是海洋温泉、另一种是氡温泉。是目前广东省内唯一的双料温泉，堪称“一

地两泉、双重享受”。温泉谷分为唐式、欧式及日式三个不同风格的温泉区，共有 62 个温泉池、包括 32 个中式区

温泉池、19 个日式区温泉池及 11 个欧式区温泉池。



一．费用包含：

1.交通：按实际人数安排旅游大巴，保证一人一正位。

2.住宿：入住古兜溫泉小鎮喜泰酒店景观客房或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或入住不低于以上档次的酒店 1 晚（房型随机

安排，不得指定），房型均为大床/双床，没有三人房，不可以三人住一间房，

单人请自觉补房差：

喜泰酒店景观客房/山海温泉园景客房：2 月平日房差:230 元/人、2 月周五房差 255 元/人、2 月周六房差 280 元/

人；

山海温泉客房（套餐二）：3月平日房差 230 元/人、3 月周六 280 元/人（不设减房差）。

山海温泉园景房（套餐三）：3 月平日 190 元/人，3月周六 240 元/人；

3.用餐：①套餐一（入住喜泰酒店景观客房）含：1早餐+1 正餐（陈皮灵芝宴）；

②套餐二（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1 早餐+1 正餐（山海小厨双人养生火锅套餐）；

③套餐三（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1 早餐

用餐是房间包含内容，不吃不退，请知悉！

4. 门票：①套餐一（入住喜泰酒店景观客房）含：古兜温泉小镇入住期间含 2次温泉谷门票+星球银河滩（冬季

水上乐园关闭）。

②套餐二（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古兜温泉小镇入住期间含 2次温泉谷门票+2 次会所温泉+鱼疗。

③套餐三（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古兜温泉小镇入住期间含 2次温泉谷门票+2 次会所温泉+鱼疗。

5.儿童价：含单车位费，其他敬请客人自理。

二.费用不含：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内容、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及一切个人开支

1.个人购物、娱乐等消费。

2.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外费用，及个人所产生的费用等。

3.旅游意外保险；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4.补票价格参考：（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以酒店公示为准）：补票客人请自觉在酒店前台补票，旅行社不代

收

古兜温泉谷：

①2 位大人可以免费带 1位 1.2 米以下的小孩入园；带 2位小孩或以上的需要另行购票。

②超出的小孩如在选择在旅行社前台购票，收费标准为：收费标准为：1.2 米-1.5 米，平日需补 108 元，周末需补

118 元；1.5 米以上，平日需补 128 元，周末需补 138 元。温泉门票是单次有效，敬请留意）。

早餐：0.9－1.2 米：25 元/人，超 1.2 米：35 元/人

5.此团是直通车工作人员一般不留夜，司机和工作人员当天来回，烦请各位贵宾自行前往酒店前台，住房押金由客

人自行交付取房入住



三、预定须知

1、当天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办理登记入住手续，小孩凭户口簿，否则不能办理入住酒店，后果自负；

2、此团是直通车工作人员一般不留夜，司机和工作人员当天来回，烦请各位贵宾自行前往酒店前台，住房押

金由客人自行交付取房入住，以酒店当天收取为准约 200-500 元/间，退房退回押金。

3、因旅游旺季，入住酒店时间为 14：00—16：00 分之间，视酒店当天安排为准，敬请耐心等候！

备注说明：

1、住宿安排：古兜溫泉小鎮喜泰酒店景观客房或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 1晚，费用只含每人每天一个床位，若

出现单男单女，需自补房差价，不安排加床；

2、用餐安排：①套餐一（入住喜泰酒店景观客房）含：1早餐+1 正餐（陈皮灵芝宴）；

②套餐二（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1 早餐+1 正餐（山海小厨双人养生火锅套餐）；

③套餐三（入住山海温泉酒店园景房）含：1 早餐

用餐是房间包含内容，不吃不退，请知悉！；

3、交通安排：全程选用 22-53 座空调旅游车，根据实际人数安排车辆，保证一人一个正座；

4、门票费用：见本团行程标准说明，其它产生费用需由客人自行补差价；

5、购物安排：全程不进特产店，绝对纯玩，质量保证；

6、小孩费用： 儿童价含单车位，不占床位、其它产生费用由客人自行补差价；

7、其它安排：为了满足游客能够坐大巴出游，此线路为直通车可能与其它同方向线路（上下川岛线路、海泉

湾线路、福永温泉、富丽湾温泉线路等）同车往返，不影响行程原定标准及景点，行程游览顺序以出发当天导

游安排为准，但绝不减少原定标准及景点。

8、65 岁长者必须有年轻人陪同出团，65岁以上务须签老人参团免责声明书。另外外籍人士要附加费用（具体

要查询）

9、上下车点可能会增加黄埔、金沙洲、番禺、花都、大沥高速路口或周边地区，以当天安排为准。

10、注意：古兜温泉小镇别墅客房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无法预订及安排入住，敬请客人留意！

四.注意事项：
1.请游客准时到达出团集合地点，过时不候

2.旅行社会按照本团游客的报名先后顺序统一安排坐车座位。如车上有老弱妇孺需要照顾的，请游客自觉礼让

3.游客在旅途中应时刻留意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游客应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尤其是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旅行

社对财物丢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交通阻塞、塌方、台风、地震、洪水、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行程变更或取消行程，不

视为旅行社违约，未能完成游览的景点我社只按旅行社协议门票价格退还，并参照按《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

处理

5.离团说明：客人擅自、强行离团或不参加行程内的某项团队活动（含酒店、用餐、景点等），我社视客人自动放

弃行程，发生此类情况一切后果请客人自行承担，客人离团期间的一切行为与旅行社无关

6.成团说明：此团 1 人以上成团出发，不成团我社将提前 1 天通知客人，全额将退回团款或改期，不另作补偿。

7.景点游览、住宿的先后顺序以旅行社安排为准，将严格执行行程标准承诺；我社按客人报名先后顺序排位，预先

给客人编排好车位，请客人自觉礼让，听从导游安排。

8.根据交通部门的通知，为保证游客乘车安全，严格要求旅行社的用车不能超载，若超载司机会被扣分或吊销牌照，

并会进行罚款，所以即使是手抱婴儿也会安排一正座。一般 1.2 米以下的婴儿只收往返车位费，如出发当天携带合

同外（没有提前报名的）人员（包括婴儿在内）出行，我司有权拒绝其上车随团出发!因此造成客人不能正常如期

出发或退团的，所产生的损失费用全部由客人自行承担！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9.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参团需监护人陪同或授权委托书；65 岁以上老人参团需填写健康申明，70-75 周岁（孕妇及

超 75 周岁恕不接待）的老人须需填写健康申明、免责声明并有看护人陪同方可参团，否则不予接待，见谅！

10. 泡温泉注意事项：请客人进行娱乐项目、泡温泉或自由活动时应注意自身及小童的安全，以免发生事故，酒后、

空腹、孕妇或患有精神病、心脏病等游客谢绝浸泡温泉，定要记得把身上的金属饰品摘下来,不然你会很难过地发现



自己心爱的首饰已经被硫泡成黑色的了，忌空腹或太饱时入浴,泡温泉时应多喝水,随时补充流失的水分，选择适应

自身的高、中、低温度的温泉池,一般从低温到高温,每次 15－20 分钟即可。

温泉不宜长时间浸泡，否则会有胸闷、口渴、头晕等现象。

11.古兜温泉双人 2 次温泉谷温泉等项目为入住酒店套餐所含内容（每房 2 人），超出人数请客人自

觉在酒店前台补票，旅行社不代收。

五、特别约定：
1、客人出团当天需要出示穗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视为因客人原因退团，按照《广州市国

内旅游组团合同》第 28 条约定处理。旅行社有权拒绝客人上车，客人应自觉配合。

（1）客人不能出示穗康码或穗康码过期无效；

（2）客人出示的穗康码背景颜色为 “红码”高风险状态的；

（3）客人拒绝接受旅行社或相关部门体温测量；或受相关部门要求进行留观处理无法跟随团队行进的；

（4）客人通过药物等其他方式降低体温，隐瞒病情。

2、如客人出团当天出示的穗康码处于有效期内，且穗康码背景颜色为“ 蓝码”或“绿码”低风险状态的，但体温

测量超过（含）37.3℃，旅行社有权拒绝客人上车，并视为双方解除合同，客人应自觉配合。

3、客人在车内、室内、人多的地方必须配带口罩，在游览过程中不聚众，与前后游客保持安全的距离。

4、旅行社强烈建议出行游客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具体保险险种请在报名时向销售人员咨询并购买，出行时请

将该保单资料随身携带。

5、旅行社已经按照国家规定购买了旅行社责任保险。

6、安全注意事项：本线路含有涉水游乐及登山等的高风险项目，客人应遵照该活动项目经营者对年龄、身体的要

求而谨慎选择参加；参加者须遵守活动项目要求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穿好救生衣；切忌单独游玩，并应要在

规定的安全区域内活动，切忌麻痹大意，一旦在水中感觉不适时应尽快上岸休息。雷雨天和夜晚均不准下水游泳。

未成年人一定要在成人的陪同和看护下方可参加，水上活动结束后不宜立即食用冷饮、西瓜、海鲜等食品。敬请客

人务必在参加以上项目前充分了解项目的安全须知并确保身体状况能适应此类活动。敬请客人务必在参加以上项目

前充分了解项目的安全须知并确保身体状况能适应此类活动。如发生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意外伤害，旅行社不承担

赔偿责任。”

委托者（客人）声明：本人及本人代表报名的全体客人，对以上《行程及注意内容》表示备注内容已详细阅读，了

解并同意相关条款的约定，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旅游者（代表）签字： 旅行社（经办人）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