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份专场！稻田花香+水禾田泉世界温泉

连住两晚恩平爱必侬泉林酒店，纯玩 3 天 2 晚半自助游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出发日期：4 月 2/4/6/8/10/12/14/16/18/20/22/24/26/28 日

周末同价

标准 周日至周四 周五至周六 包含内容内容

华侨公馆标双房 399 元/人 399 元/人 连住 2 晚+无限次水禾田温泉+那金谷景区游船+2 天

自助早+往返交通

1.19M 以下婴儿以及单车位 199 元/人 199 元/人 只占车位，其他费用自理

备注：酒店没有三人房，不设减房差；单人入住 1 间房请补房差平日 300 元/2 晚、周末 350 元/2 晚，不占床位的客人

只含车位，其他敬请自行在景区前台购买需要包含的费用。

不占床位补票提示：

1、两位大人可以免费带 1位 1.19 米以下的小孩入园温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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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1.4 米（含 1.2 米）儿童 88 元，

1.4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128 元/人（温泉门票是单次有效，敬请留意）；

3、旅行社门票价格是协议价格，可能与实际门票价格存在差异。



提示：行程插图仅供参考，观赏效果受天气变化、季节等因素影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请以景区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如有变化不属旅行社违约。

景区介绍：

【爱必侬泉林酒店·那金谷景区】是粤西一站式休闲旅游目的地，拥有近百栋有独立泳池组成的别墅酒店、户户

环绕活水景观与自然园林的华侨公馆酒店；四周山水环绕、林木茂密、呼吸负离子自然养吧的悦湖公馆，充满速度与

激情的广东大河马赛车场，利用原有金矿遗址和山林地貌开发的的华侨淘金文化的那金谷景区，泡在稻田景观的水禾

田泉世界，多达 33 个以上养生氤氲泡池，儿童欢乐世界亲子水上乐园是家庭旅游，亲子度假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参考行程：

第一天:广州-途经开平-恩平爱必侬泉林酒店办理入住手续-自由活动；

早上 8:30 地铁 6号线团一大广场（地铁 6 号线 A出口）/9:20 番禺百越广场东门（集中时间地点如有变动按导游

通知为准），乘车前往素有“中国华侨之乡、碉楼之乡”美誉之称--江门开平（车程约 2小时），途经开平塘口镇【网

红景观厕所】：位于著名的华侨之乡，碉楼之乡开平市中部，设计选址在祖宅村旧公厕原址，将旧公厕拆除后的旧材



料进行重新利用，完成了旧公厕和旧材料的双重新生。祖宅旅游厕所的前身，也是一处厕所，原属文园——座具有百

年历史的老住宅。然后在周边农庄自理午餐（用餐时间约 1 小时，午餐自理）。

午餐后，乘车前往素有“中国华侨之乡、温泉之镇”美誉之称--江门·恩平（车程约 1小时）【恩平爱必侬泉林】

酒店办理入住。下午客人自由活动，可前往温泉区或酒店周边自由活动。水禾田温泉区设有：干蒸房、休息区（美食

长廊）有免费小吃、饮品供应；水禾田温泉区有 40 多个养生氤氲泡池（仅参考，开放池数视温泉区当天安排为准），

有稻香泉、养生泉、山体泉等，对于身体乏力、皮肤白皙、养身它都是不二之选，消散疲倦，为您补充活力。在稻香

池里一边泡温泉一边听着虫鸣鸟叫，闻花香、感受大自然轻拂的微风，感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独

有体验，更有网红无边际泡池、船型香舟池，绝美景色助您霸屏朋友圈。

第二天: 早餐-恩平爱必侬泉林酒店（全天自由活动）；

享用酒店自助早餐时间 7：30—10:00（过时不候），自由活动。可前往温泉区浸泡温泉或自由选择前往那金谷景

区游玩（赠送景区大门票及万泉湖游船，其他游乐设施费用自理，酒店有免费接送车）。那金谷景区开放时间 9:00—

17:00，是一个集淘金体验、淘金文化、水稻文化、佛学文化、山水文化、探险猎奇及观赏、娱乐、饮食于一体的综合

旅游景区，它是华南地区较原始、较具趣味和较有特色的淘金文化体验景区。景区有有三条长 60 米的网红彩虹滑道、

小小动物园里孔雀、萌宠兔子、白鸽…等着你的投喂、万泉湖游船、5D 影院，等您来打卡！

景区介绍：

【爱必侬泉林酒店·那金谷景区】：爱必侬泉林酒店·那金谷景区是粤西一站式休闲旅游目的地，拥有近百栋有独立

泳池组成的别墅酒店、户户环绕活水景观与自然园林的华侨公馆 酒店；四周山水环绕、林木茂密、呼吸负离子自然养

吧的悦湖公馆，充满速 度与激情的广东大河马赛车场，利用原有金矿遗址和山林地貌开发的的华侨 淘金文化的那金

谷景区，泡在稻田景观的水禾田泉世界，儿童欢乐世界亲子水上乐园是家庭旅游，亲子度假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水禾田泉世界：共 33 个汤池；结合中国传统养身文化特色，汤池采用天然材质全手工打制， 打造成中国最具特色的

风情养生家汤池。在稻香麦浪中，低调的汤池于静谧中呈现顶级的传统中国汤池养生文化。园区内还设有休闲区、养

生区、情侣区、亲子乐园、SPA 服务，给忙碌的你提供一处释放心灵的空间。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看月光洒满山间之

时，稻浪起伏、稻香弥漫；与三五好友对影清泉，惬意悠然。

那金谷景区：集淘金文化、探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是华南地区原始，富有趣 味和内涵的特色淘金文化的景

区。那金谷以“千年金矿遗址”和自然山水 为依托，结合那金谷的地理特色自然分布，其丰富的内涵给游客带来超凡

脱俗的视觉效果。

彩虹滑道：拥有 3 条 60 米滑道波澜起伏、宛如鲜艳的彩 虹；从高处倾泻而下，动感十足、刺激好玩， 老少皆宜。

万泉河游船：在碧绿的万泉泉湖泊上，乘船观光、休闲当 下，全程观光时长约 20 分钟。

第三天：早餐-恩平爱必侬泉林酒店-午餐自理-回程广州；

享用酒店自助早餐时间 7：30—10:00（过时不候），请于中午 12：00 前自行办理退房，午餐自理；集中乘车返

回广州（车程约 3 小时，统一下车地点：团一大广场/番禺百越广场东门，中途不设下车点）结束愉快的旅程。

温馨提示：因温泉直通车线路，去程与回程座位有可能不一致，敬请谅解。

参考返程交通时间：

返程交通集合地点：酒店办理入住/退房大堂

返程交通集合时间：14：00
返程交通发车时间：14：30（因交通路况及直通车其他温泉拼车原因，发车时间可能推迟 30 分钟，请以导游通知的

具体时间为准）。



本《产品介绍》是《代订合同》不可分割的内容，因本项目是我社接受客人的委托，除以上代订的服务项目外，

其他所介绍参观活动项目仅供参考。 为保障客人权益，请客人认真阅读，并请关注以下内容：

一、代订报价：

1、费用已含：

（1）本表所列往返交通费；

（2）本表所列住宿费 2 晚（含早餐，凭房卡无限次进入水禾田世界，赠送那金谷景区大门票及万泉湖游船）；

（3）导游随车服务，不停留在景区或酒店住宿；

2、费用未含：

（1）个人旅游意外保险费（建议客人报名时购买）；

（2）上述已含费用中未约定的费用；

（3）小孩收费：2-11 周岁的执行小孩收费，此收费仅包括车位费（其余全不包含），由于各景点对小孩门票收费的身

高标准规定不同，其景点门票费用由客人按各景点的收费标准自行购买。

（4）婴儿收费：2 岁以下执行婴儿收费，此收费仅包括车位费（其余全不包含）。

（5）进入水禾田世界温泉的限制说明：凭房卡两位大人可以免费带 1 位 1.19 米以下的小孩入园温泉，带 2 位小孩或

以上的需要另行购票；超出的小孩如在选择在旅行社前台购票，收费标准为：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1.4 米（含 1.2

米）儿童 88 元，1.4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128 元/人（温泉门票是单次有效，敬请留意）；旅行社门票价格是协议

价格，可能与实际门票价格存在差异。

周边景点价格门票参考（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以酒店公布为准）：

自助早餐：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1.4 米（含 1.2 米）儿童 48 元/人，1.4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88 元/人；

水禾田泉世界+亲子水上乐园：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1.4 米（含 1.2 米）儿童 88 元，1.4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128 元/人；

那金谷景区门票：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35 元/人；

彩虹滑道：1.2 米以下儿童谢绝游玩，1.2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10 元/次；

万泉湖游船：0.8 米以下儿童免票，0.8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30 元/人；

冰泉泳池：0.8 米以下儿童免票，0.8-1.5 米儿童 15 元/人，1.5 米（含）以上按成人价 30 元/人

二、代订服务项目标准：

1、住宿：入住华侨公馆(标双)两晚；

2、用车：将根据团队人数安排 19 座至 55 座空调旅游车，保证每人 1个正座。（用车安排旅行社会根据情况与帝都温

泉、锦江温泉、山泉湾直通车线路拼车出发，会根据交通情况调整抵达爱必侬泉林酒店、帝都温泉酒店、锦江温泉

酒店、山泉湾温泉酒店的先后顺序，会安排上下客），上下车点有可能会增加黄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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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排 1 名工作人员随车服务。

三、友情提示：

1、酒店房间约 14-15 点后才能安排入住，客人入住前需要到酒店前台交付押金约 300 元/间；

2、本线路涉及浸泡温泉，建议酒后切勿浸泡，否则容易醉酒或出现其它不适症状。患有急性病症、传染病、高血压等

症状的患者，不宜浸泡温泉，如要浸泡，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浸泡。肚子太饿或太饱都不适宜浸泡温泉，须稍作休息

后方可浸泡温泉。此外，在温泉景区行走过程中，请小心慢行，注意防滑；



3、若客人擅自与非合同约定的人员（包括婴儿/小孩等）出行，因其与旅行社不存在合同关系，旅行社一旦发现，有

权拒绝其上车且不予接待，并按客人因自身原因退团处理，所产生的费用及一切风险、损失，均由客人自行承担，敬

请注意；

4、由于此线路不含团队午餐，午餐时间，直通车会在所经过农庄或餐厅餐厅停车给客人用餐（停留时间约 1 小时，请

注意：客人自行选择餐厅或者农家乐用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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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75 周岁

或孕妇不建议参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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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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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行当天携带合同外（没有提前

报名的）人员（包括手抱婴儿在内）出行，我社有权拒绝其上车随团出发，因此造成客人不能正常如期出行或退团，

所产生的损失费用全部由客人自行承担，如不便，敬请谅解。

四、▲关于温泉项目的温馨提示：

浸泡温泉请避免空腹、饭后、酒后进行；不要长期在水里浸泡太久，浸泡 10-15 分钟应上岸适量喝水补充身体水分；

温泉区域地面湿滑，特别要留意温泉区地面湿滑，避免摔倒；请客人根据自身情况而参加，例如有皮肤感染、传染病

或身体不适等，切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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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体验的特殊性，若客人在行程中对任何旅游服务质量存有异议，请立即向工作人员提出，

以便旅行社能及时核查及采取补救措施，若客人没有及时提出或擅自解决而导致旅行社错过补救解决机会的，由此产

生的扩大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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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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