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泉河

東方市
大田坡鹿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東方縣公路綫上，距東

方縣城20餘公里。佔地133.2平方公里，有坡鹿2000

餘隻。坡鹿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喜歡活動在灌木叢

生、雜草茂密的山坡邊緣，視覺、聽覺和嗅覺都很敏

銳。登上保護區眺望塔，可觀群鹿嬉戲。坡鹿最喜歡

紅色，常於朝陽初昇或殘陽夕照時分成群出來活動，

此時觀鹿最佳。

樂東縣
尖峰嶺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樂東縣、

東方縣交界處。園區總面積447平方公里。林地最低海

拔約200米，尖峰嶺主峰海拔1412米，1200多米的垂直

帶上，分佈着7層不同類型的植物生態體系，堪稱天然

的「物種基因庫」。這 有7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3種

國家一級保護植物，具備很高的科學和經濟價值。

中綫旅遊
海南中部地區包括五指山市、瓊中縣等地。這裏山巒起伏，植物茂密，山水風光名勝集中。

保亭的熱帶雨林、五指山的水鄉風情、黎母山的森林風光、楓木鹿場的鹿群展示在全省佔有重要

地位。目前，五指山的探險觀光遊、峽谷漂流得到開發，提高了該景區的觀光價值。

南山文化旅遊區
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位於三亞市西部。景

區面臨南海，北倚南山，有完善的生態環境、豐富

的歷史文化，是應「壽比南山」吉祥語和觀音常居

南海的傳說而興建的超大型文化和生態旅遊園區。

主要景點有南山海上觀音聖像、不二法門、慈航普

渡、金玉觀音、吉祥如意園、天下第一龍硯、南山

寺等。4000多平方米的緣起樓餐廳，是亞洲最大的

素食餐廳，可同時容納1000多人就餐。

東綫旅遊
海南東部地區包括海口、三亞、文昌、瓊海、萬寧等城市。這裏陽光充足，雨水豐富，椰林

海韻，綺麗迷人，交通也最為便捷。火山口公園、亞龍灣、東郊椰林、萬泉河、興隆熱帶植物園

等自然風光最為著名，五公祠、海瑞墓園等人文景觀同樣吸引着廣大遊客。

海口市
五公祠

位於海口與瓊山府城鎮接壤處，距市中心約5公里。是為紀念古代貶謫到海南島的五位著名歷史人物
而建，故名五公祠。這五位歷史人物是：唐代（618—907年）名相李德裕（787—850年），宋代（960—
1279年）名相李綱（1083—1140年）、李光、趙鼎（1085—1147年），宋代名臣胡銓（1102—1180
年）。五公祠始建於明萬曆（1573—1620年）年間，建築面積2.8平方公里，由觀稼堂、學圃堂、東齋、西
齋等組成。

瓊海市
萬泉河

位於海南島東部，全長163公里，流經瓊

海的河段約佔全長的1/2。在瓊海境內的上游

河段，奇峰競秀，萬物崢嶸。熱帶雨林鬱鬱葱

葱，遮天蔽日，無邊無際，終年煙繞霧罩，虛

幻而奇美。中下游河段則充滿田園牧歌式的風

光，同樣令人愛戀癡迷。寬闊的河床，舒緩的

河水，埠頭密佈，舟楫穿梭。

概 況

名稱 星級 地址 電話
三亞·亞特蘭蒂斯 5 三亞市海棠區海棠北路 0898-88986666

三亞海棠灣紅樹林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北路58號 0898-31877777

三亞保利瑰麗酒店 5 三亞市海棠區海棠北路6號 0898-88716666

三亞海棠灣御海棠豪華精選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北路 0898-38859999

三亞海棠灣喜來登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北路76號 0898-38851111

三亞海棠灣康萊德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路 0898-88208888

三亞海棠灣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北路116號（免稅購物
中心旁） 0898-88658888

三亞海棠灣天房洲際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北路128號 0898-88658888

三亞海棠灣9號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301路海棠灣9號 0898-38888855

三亞海棠灣萬達希爾頓逸林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北路 0898-88826666

三亞嘉佩樂度假酒店 5 三亞市陵水縣英州鎮土福灣度假區 0898-83099999

三亞海棠灣開維萬達文華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灣海棠北路2號 0898-88655555

三亞海棠灣君悅酒店 5 三亞市灣鎮海棠北路68號 0898-88811234

三亞海棠灣仁恆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5 三亞市海棠區海棠北路98號 0898-88759888

海口觀瀾湖酒店 5 海口美蘭區觀瀾湖大道1號 0898-68683888 
轉分機 63333

三亞山海天大酒店·傲途格精選 5 三亞市大東海海韻路 77 號 0898-88285688

金茂三亞亞龍灣麗思卡爾頓酒店 5 三亞市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 0898-88988888

海南神州半島溫德姆度假酒店 5 萬寧市禮紀鎮坡頭港86號 0898-32018888

旅遊綫路推薦 旅遊資訊 美食 購物 住宿

海南省簡稱瓊，面積約3.53萬平方公里，人口934.32
萬，其中黎、苗、回等少數民族約120多萬。海南省下轄海
南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的島嶼及其海域，其
中海南島是祖國第二大島。全省在熱帶季風氣候影響下，常
年溫熱濕潤，夏無酷暑，冬無嚴寒。

海南風光旖旎，稱得上是度假的天堂。大自然將蔚藍的
天空、廣闊的大海、明媚的陽光、清新的空氣、銀色的沙
灘、葱綠的島嶼、搖曳的椰影，一起賜予海南，從而造就了
頂級的黃金海岸度假勝地。來到這裏，可以躺在柔軟的沙灘
之上享受陽光與海風；還可潛水入海，體驗海底世界的繽紛
多彩；到高爾夫球場揮舞球杆，自得一份歡愉；到溫泉去泡
一泡，來次SPA水療。

海南物種繁盛，處處透着一股神秀。大海里有五彩斑斕
的熱帶海生動植物，群山中有珍奇繁多的草木花果，還有大
片的熱帶雨林和原始森林布於島上。海南還是一個民俗風情
的畫廊。獨特的風俗、奇異的建築、熱情的歌舞、艷麗的服
飾……向世人展露着海南少數民族的智慧與勤勞。

造化所鍾的海南，總能以她東方的韻味和浪漫撩動人們
的心弦。她敞開大海般的胸懷，迎候您的到來！

主要景點

大小洞天旅遊區
國家AAAAA級景區，位於三亞市區以西40公里的南山西南隅，總面積為22.5平方公里，已有800多年

歷史，是著名的道教文化風景區。風景區內至今仍有

「小洞天」「釣臺」「海山奇觀」「仙人足」「試劍

峰」等歷代詩文摩崖石刻。

文昌市
東郊椰林

位於文昌市東郊鎮海濱，與清瀾港相鄰。這 有

椰樹50多萬株，面積達20平方公里，有紅椰、青椰、

良種矮椰、高椰、水椰等。身處這椰樹王國，不管把

視綫投向哪 ，都會看到高矮不等、斜直各異、婆娑多姿的椰樹倩影。漫步海灘，欣賞椰風海韻，吮吸新

鮮的椰汁，傾聽遠處浪潮的流響，真是一種極為愜意的享受。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文昌市龍樓鎮。主峰海拔338米。山勢綿延起伏，長達20餘公里。相傳東漢

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將軍馬援（前14—49年）於此遺下銅鼓，後為人掘得，故名銅鼓嶺。銅鼓嶺重

巒疊翠，怪石崢嶸，風光奇秀，古今文人多有詩文贊頌。山頂有一塊巨石，名「風動石」，高3米，重約20

噸，形如芒果，立於斧形燈座式嶺岩上，用手推之不動，海風輕拂，則微微晃動。

【東綫3日遊】 
第1天：海口市區—五公祠—海瑞墓園—東寨港紅樹

林自然保護區—萬泉河—興隆溫泉（宿萬寧）

第2天：三亞市區—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大小洞

天旅遊區—天涯海角風景區（宿三亞） 

第3天：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址

景區—海南省博物館—瓊洲文化風情街

【東綫4日遊】
第1天：海口市區—五公祠—東郊椰林—萬泉河—博

鰲亞洲論壇永久會址景區—白石嶺風景區（宿瓊海） 

第2天：三亞市區—大小洞天旅遊區—西島海上遊樂

世界— 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大東海旅遊區（宿

三亞） 

第3天：天涯海角風景區—南山文化旅遊區—興隆熱

帶植物園（宿萬寧） 

第4天：東山嶺—海口市區 

【環島3日遊】
第1天：三亞市區—南山文化旅遊區—五指山熱帶雨

林風景區（宿五指山市） 

鳥西

海判南天

海南省博物館

亞龍灣

大小洞天旅遊區

東郊椰林

三亞市
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

亞龍灣位於三亞市東南面25公里處。擁有濱海

浴場、豪華別墅、會議中心、星級賓館、度假村、

海底觀光世界、海上運動中心、高爾夫球場、遊艇

俱樂部等國際一流服務設施。亞龍灣氣候宜人，

冬可避寒，夏可消暑。青山連綿起伏，海灣波平浪

靜，湛藍的海水清澈如鏡，柔軟的沙灘潔白如銀。

海灣面積66平方公里，可同時容納10萬人嬉水暢

遊，數千隻遊艇遊弋追逐。此外又有奇石、怪灘、

田園風光構成各具特色的風景。

天涯海角風景區
位於三亞市西北海濱。名稱取意為天之邊緣，

海之盡頭。這 融碧水、藍天於一色，刻有「天涯」

「海角」「南天一柱」「海判南天」的巨石雄峙南海

之濱，為海南一絕。景區內有海水浴場、釣魚臺及海

上遊艇等設施，有點火臺、望海閣、懷蘇亭等遊覽

勝地。「天涯漫遊區」「天涯畫廊」「天涯民族風情

園」「天涯歷史名人雕像」等景點融現代建築與古典

園林於一體，頗具特色。

第2天：楓木鹿場—百花嶺旅遊區—海南博物館—海

瑞墓園（宿海口）

第3天：海口市區—大小洞天旅遊區（宿三亞）

【環島4日遊】
第1天：海口市區—紅色娘

子軍雕像—萬泉河—萬泉河

峽谷漂流—博鰲亞洲論壇永

久會址景區—興隆熱帶植物

園（宿萬寧） 

第2天：五指山—天涯海角

旅遊區—鹿回頭山頂公園—

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宿

三亞） 

第3天：南山文化旅遊區—

東坡書院—海南熱帶野生動

植物園

第4天： 東寨港紅樹林自然

保護區—海南省博物館

東方市

呀諾達雨林文化旅遊區

大田坡鹿自然保護區

呀諾達雨林文化旅遊區

海南檳榔谷黎苗文化旅遊區

東坡書院堂門

尖峰嶺自然保護區

黎錦

椰雕

三亞國際免稅城嘉積鴨文昌鷄和樂蟹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

時間：每年8月左右

地址：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

【南山長壽文化節】
以「生態健康、國泰民安、長壽延生」為主題，開展

百歲老人觀看文藝演出、徒步登南山等活動。

時間：農曆九月初九

地址：三亞市南山佛教文化苑

【七仙嶺溫泉嬉水節】
七仙嶺嬉水節結合七夕傳統節日，突出黎族苗族文

化特色。人民通常在這個節日潑水、打水漂、過浮

橋、打水仗。

時間：農曆七月初七

地址：保亭縣

【海南儋州調聲文化節】
儋州中秋歌節由儋州民歌活動演變而來，最初產生

在宋代末期，發源於儋州市北部的沿海地區。歌節

的主要活動內容是山歌劇表演、民間賽歌會、中秋

情歌酒會等項目。

時間：農曆八月十五

地址：儋州市

民俗節慶
【三月三節】
三月三節是黎族苗族人民悼念

祖先、慶賀新生、贊美生活和

歌頌英雄、歌頌愛情的傳統節

日，主要活動內容有對歌、射

箭、摔跤、蕩鞦韆、跳打柴

舞、粉槍射擊等。

時間：農曆三月三

地址：海南各市縣輪辦

【換花節】

海南美視高爾夫球會

三月三節

環島高鐵

黎苗文化實景演出

紅色娘子軍雕像

萬寧市
興隆熱帶植物園

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位於萬寧縣興隆鎮。園內

廣植熱帶經濟作物、林木及園藝植物，其中野生植物、

珍稀植物物種豐富。景區還引進國內外名貴的熱帶植物

種類，進行合理配置，形成設計適度、主次分明的景觀

佈局。興隆熱帶植物園包括觀賞遊覽區、科研示範區、

南山文化旅遊區

保亭縣
呀諾達雨林文化旅遊區

位於保亭縣三道農場，是中崋惟一地處北緯18

度的熱帶雨林。以天然自然景觀為基礎，保護和強

化景區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融 「原始生態綠色

文化、黎苗文化、南藥文化、民俗文化」等優秀文

化理念，集雨林圖騰、傳統文化、自然風光、民俗

風情，休閑度假，觀光娛樂以及生態示範功能為一

體，是海南島五大熱帶雨林精品的濃縮，堪稱中崋

鑽石級雨林景區。

五指山市
五指山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海南第一高山。位於海南

島中部。峰巒起伏成鋸齒狀，形似五指，故得名。

五指以第二指為最高，海拔1 867米，一指與二指之

間有深谷相隔，遙相對峙。五指山邊佈熱帶原始森

林，層層疊疊，逶迤不盡。海南主要的河流於此地

發源，山光水色交相輝映，構成奇特瑰麗的風光。

瓊中縣
黎母山森林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位於瓊中縣、儋州市、白沙縣

交界處，距海口市165公里。這 是海南的熱帶植物

王國，能預測天氣的「知風草」以及墨蘭、鳳蝶、粉

蝶、異蝶等植物，是黎母山特有的珍稀物種。主要景

點由黎母婆石景區、吊燈嶺景區、翠園景區、天河景

區、鸚哥傲景區、天河瀑布等六大景區組成。

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址景區
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是世界著名的論

壇會址。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總面積

37000平方米，共分三層。該景區坐落在東嶼

島上，全島面積2600餘畝，酷似一只巨鰲遊向

南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界上河流

海口保存最完美的處女地之一」。

西綫旅遊
海南西部地區包括儋州市、東方市、樂東縣等地。這裏景觀衆多，有藍洋溫泉、大田坡鹿自然

保護區、尖峰嶺等。儋州因民歌多而出色，被譽為「詩鄉歌海」，東方市則具有獨特的黎族風情。

儋州市
東坡書院

位於儋州市中和鎮的東坡書院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時候是儋州府所在地，彎彎曲曲的村街，全

用青石板鋪成，古廟、古寺、石碑隨處可見。古老的東坡書院就在一片椰林之下。

興隆熱帶植物園

海南東山嶺文化旅遊區

加工開發區、立體種養區和生態旅遊區五大部分，

是集科研、科普、觀光和植物資源保護功能於一身

的綜合性植物種植園。

海南東山嶺文化旅遊區
國家AAAA級景區，海南第一山，位於海南省萬

寧縣城東3公里處，海拔184米，方圓10平方公里，

以「東山八景」「仙山佛國」「摩崖石刻」聞名遐

邇，是海南最古老最悠久的佛教聖地。

海南檳榔谷黎苗文化旅遊區
國家AAAAA級景區，創建於1998年，位於保

亭縣與三亞市交界的甘什嶺自然保護區境內。規劃

面積5000餘畝。景區由非遺村、甘什黎村、谷銀苗

家、田野黎家、《檳榔 • 古韻》大型實景演出、蘭花

小木屋、黎苗風味美食街七大文化體驗區構成，還

展示了十10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年正值元宵佳節府城街道兩旁便華燈齊放，人流

如海，鮮花滿街。青年人紛紛手持鮮花，沿着海府

大道湧向府城，形成一派熱鬧景象。

時間：農曆正月十五

地址：海口市府城街道

【軍坡節】
海南民間大規模的祭祀節日。主要活動有祭祀冼夫

人（嶺南黎族女首領）、 文藝表演、武術表演、大

型彩車巡遊、攝影比賽、 商品展銷會。

時間：農曆二月十二

地址：海口市瓊山府城鎮

【海南島歡樂節】
海南標識性旅遊節慶活動，秉持「全民參與、全民

同樂」的辦節宗旨。主要活動包括文藝活動、體育

活動、民族大型活動、選美大賽。

時間：11月

地址：海南島

【潭門趕海節】
潭門漁民自古以來就有開捕祭海的民俗。「趕海」緣

起於潭門漁民特有的闖海氣概與本地南海漁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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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文藝娱樂

◆交通
海南現有海口美蘭機場、三亞鳳凰機場和瓊海

博鰲機場三個國際機場，與國內外100多個城市保持

通航。海南環島高鐵是世界上第一條環島高鐵，乘

坐環島高鐵可以體驗最美的海南島。此外，海南還

擁有海口和三亞兩個郵輪母港。

【《檳榔·古韻》】

《檳榔·古韻》是一場大型原生態黎苗文化實

景演出，有織黎錦、舂米、黎族歌舞等節目表演，

展示最原始，最古老，最震撼的黎苗文化底蘊。

地址：檳榔谷景區

【文昌鷄】

文昌鷄產於文昌，以白切為主，經特殊白切工

藝和佐料精制而成，成品皮黃而脆，肉嫩而美，骨

酥而鮮。另有椰汁乳鷄、酥鷄、炸子鷄等。

【和樂蟹】

和樂蟹產於萬寧市和樂鎮一帶，膏滿肉肥，為

其他蟹種所罕見，特別是其脂膏，金黃油亮，香味

撲鼻，營養豐富。

【嘉積鴨】

嘉積鴨產於瓊海市，由於瓊海嘉積地區飼養番

鴨的方法與其他地方不同，故其皮薄、肉嫩、脂肪

少，食之肥而不膩，營養價值高。白切鴨、 板鴨、

烤鴨是其常見的三種食法。

【東山羊】

東山羊產於萬寧市東山嶺，自宋朝以來就享有

盛名，並曾被列為「貢品」。東山羊的食法多樣，

有紅燜東山羊、清湯東山羊、椰汁東山羊等，各具

特色。

【黎錦】

黎錦是黎族人用原始的紡織工具以手工織出的

一種花布，是全國最古老的棉紡織工藝，反映的是

黎族人民日常的生活狀態及審美趣味。

【椰雕】

海南人用椰子殼雕刻出了許多精巧的工藝品，

比如椰雕畫、椰殼娃娃、燈罩、小壺、鑰匙扣及其

他小飾件，實用又好看。

【蝶翅畫】

海南是中崋蝴蝶種類最多的省份。蝶翅畫是將

蝶翅采用特殊工藝拼貼成油畫、國畫、水粉畫效果

的工藝畫，是珍貴的藝術收藏品。

【山蘭酒】

清醇可口、味美甘甜以外，還有延年益壽、補

氣養顏和滋陰補陽的功效，能消食去滯，常飲可駐

顏長壽。享有「海南茅臺」等美稱。

【椰子糖】

椰子糖是具有海南獨特風味的糖果，保留了椰

子的原香原味及營養成份。口感香滑、椰香濃郁、

風味獨特。

【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

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綫路貫穿全海南島

大部分市縣，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為自行車運動

提供了世界少有的天然競技場。

時間：10月或11月

地址：環繞全島

【文旅坊】

海口文旅坊由三條古色古香的嶺南古街組成。

街上林林種種的攤檔呈獻精致的海南巧手小吃及當

地著名的生猛海鮮，讓旅客盡情探索海南本土民族

風情的樂趣。

【抱羅粉】

因盛起文昌抱羅鎮得名，抱羅粉選用優質大米

精心制粉，粉條白皙細滑，可以乾撈也可以做湯，

味道鮮美，多吃不膩。

【米爛】

米爛上加蒜頭油，牛肉乾絲，花生粉，豬腩，

蔥花，魷魚絲、蝦米、醬油等配料，讓整碗米爛香

味四溢，吃起來爽滑噴香。

【竹筒飯】

竹筒裏米飯被竹膜所包，香軟可口，在飄逸出來

的香味中，既有竹節的清香，又有米的濃香。若在米

內加入豆類、豬瘦肉，製成香糯飯，更是異香撲鼻。

【炭火齋菜煲】

齋菜煲順應了食客的需求而發生演變，不僅僅

只有素菜，同時也可以加入牛腩、五香羊肉、豬排

骨、粉腸等各種肉類食材，葷素搭配，營養更加豐

富，味道也更加鮮美。

海南飲食表現出四大特點：新鮮、天然、奇特、豐富。在海南吃山珍海味，講究清淡鮮活、原汁原味。

主要美食有文昌鷄、和樂蟹、嘉積鴨等。

【白沙綠茶】

中國國家地理標識產品。外形條索緊結、勻

整、無梗雜、色澤綠潤有光，香氣清高持久，湯色

黃綠明亮，葉底細嫩勻凈，滋味濃醇鮮爽，飲後回

甘留芳。

【海南花梨木】

又稱「黃花梨」，花紋美麗，色澤柔和，香

氣襲人，進行顏色調配，可呈現淺黃、深黃、深褐

色、紫色等各種顏色。

【三亞國際免稅城】

全球最大的單體免稅店，匯聚了近300個國際知

名品牌。這裏不僅能一站式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香

水、化妝品、手表首飾、食品百貨、海南特產、戶

外運動等商品，還設有大型美食區和兒童樂園。

名稱 地址 電話
海南旅總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藍天西路19號昌隆酒店2-6層 0898-66677345

海南省中國旅行社 海口市大同路17號 0898-66663631

海南省中國國際旅行社 海口市海甸島人民大道16號中元層601房 0898-65231533

海南珠江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亞市吉陽區迎賓路中信南航大廈12層1206 0898-88200951

海南新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義龍西路21號僑匯大廈12、13層 0898-66724839

海南海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濱海大道華信路3號華僑賓館內 0898-66722728

海南辰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海甸五四路10號港灣花園A3棟3層118室 0898-66286835

海南豪陽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海德路9號現代花園1棟10層 0898-66566868

海南特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市龍昆南路東側喬海陽光大廈6層 0898-66715356

海南康輝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 海口市濱海大道81號南洋大廈14層1407-1408房 0898-68559090

◆旅行社

大田坡鹿自然保護區

屯昌縣
楓木鹿場

位於屯昌縣與瓊中縣交界處的楓木鎮境內。

場內馴養水鹿、坡鹿、麋鹿、梅花鹿、馬鹿、黃

鹿等6個品種，1000多隻，建有觀鹿園、鹿趣園、

展覽館及商場、賓館等。是全國南方最大的飼

養、製品及娛樂並舉的綜合性養鹿場。

海瑞墓園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海口市西郊濱涯

村。是明代（1368—1644年）清官海瑞（1514—
1587年）墓地。墓園始建於明萬曆十七年（1589
年）。建築莊重古樸，正門有座牌坊，橫書「粵東正
氣」陰刻丹紅大字。花崗石鋪成的100多米的墓道，
兩旁竪立着石人、石羊、石馬等石雕。墓高3米，圓
頂，墓前有4米高的石碑。墓後新建清風閣，展示海瑞
的生平事迹，陳列有關文物。整個墓園綠草如茵，葱
鬱蒼翠的椰樹、松柏、綠竹四季常青。

火山口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位於海口市西南

15公里的石山、永興兩鎮境內。公園內分佈着40座各
種類型的火山和30餘條熔岩隧洞，蘊藏着豐富的飲用
礦泉水和療養地熱水，保存有熱帶森林和玄武岩古民
居。園內火山以其成因的典型性、類型的多樣性、形態
的優美性、礦泉的珍稀性，以及火山生態的完整性而成
為重要的地質遺迹。目前，火山口公園已成為一座展示
火山文化、生態園林文化和熱帶海島文化的主題公園。

海南省博物館
國家一級博物館，位於海口市國興大道68號，

占地60餘畝，建築面積44500平方米，展廳面積
12000平方米，庫房區面積9300平方米。以「南溟
奇甸」為展覽主題，包含三大基本陳列，兩個專題
陳列和四個非遺陳列。

國際區號（0086）

國際區號（0086）

國際區號 0086
報警 110
火警 119
醫療急救 120

交通事故 122
天氣預報 12121
查號臺 114
旅遊監管平臺 12301

常用信息

航班查詢 海南旅遊網鐵路訂票

海旅會辦
事處網站

美麗中華
Facebook

美麗中華
Line

美麗中華
Instagra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6號13樓（潤泰金融大廈）

電話：00886-2-2707-2188

網址：www.hlhbsc.org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高雄辦事分處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14樓之5（曼哈頓財經大樓）

電話：00886-7-269-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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