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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推荐
情侣路
情侣路被誉为珠海的“万里长城”，几十
公里的路面全是由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砾
岩铺成的，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始终如一，
秀雅恬静。

斗门沙虾
斗门的著名土特产沙虾具有鲜、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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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等特点，是食客推荐的美食，配以海

P6：珠海内部交通

鲜酱油，味道鲜美。

P6：珠海景点分布图

叠石蚝油

P7：景点介绍

由于珠江口西岸处于咸淡水交界地带，

P13：珠海美食

故珠海鲜蚝，个大内肥，含有丰富蛋白
质和矿物质，特别是叠石蚝油，畅销港

P14：美食街

澳，东南亚及檀香山等地。

P14：特色餐厅

提前早知道

P15：住宿推荐

适合人群：老人、亲子、情侣

P16：特产

建议游玩天数：4天

P17：购物

预计花费：3500—4000元

P17：娱乐

最佳旅游时间：珠海全年温暖湿润，冬天无严寒，夏天也丌会特别

P18：贴士、攻略制作者

热，再加上清新癿穸气呾整洁癿城市环境，一年四季都让人流还忘
迒。3、4、10、12月昤珠海癿最佳斴游季节。

本地人忠告

鸣谢:

①珠海旅游四季皆宜。珠海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
冬天不冷，夏天也不会特别热。
②去海岛游玩要注意班船回程时间，以免落单，在岛上游玩也要注
意文明，不要乱丢垃圾。

欣欣百宝箱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权信息。

背包族 、松青、
13510392783 、752564485、三笑残生 、
为爱走天涯 、socw123 、haiyangdive 、
社区姐姐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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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漫步情侣路
情侣路是珠海浪漫与幸福的标签，像一条巨幅绸带，依山傍海
延绵不断。华灯初上的夜晚，清凉的海风轻抚着恋人们，耳畔是海
水拍打岩石的沙沙声，似乎包藏万物的大海也在为恋人的山盟海誓
而感动。道路干净的一尘不染，路边的棕榈宁静地伫立，似乎在聆
听恋人之间的絮语。人们在这里，或瞭望大海，或远眺澳门，或与
向世界昭示着光明的珠海渔女合影留念。随时都能见到年轻的情侣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背包族

十指紧扣相互依偎，甚至是白发夫妻同路相依。

澳门环岛游，近距离领略澳门风情
澳门环岛游是珠海最有代表性的旅游项目之一。游船从九洲
港、香洲湾或湾仔码头出发，航行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使游客有足
够的时间拍照及观赏。游船路经港澳飞翼船航道，可饱览世界上最
先进的飞翼船的雄姿；当游船穿过澳门友谊大桥以后，澳门中银大
厦、葡京大酒店、天主教堂、澳督府、澳门回归纪念碑等景便展现
在面前。夜晚更可观赏澳门七彩斑澜的繁华景色，不仅省去了办理
签证的麻烦，而且可以目睹澳门夜晚的全景，确实是来珠海旅游者
之最佳选择。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背包族

午后，在南国风情的迎宾路上游荡
迎宾路是珠海较为有代表性的道路，懒洋洋的午后，沿着迎宾
路漫无目的的漫游。沿途能看见一排排挺拔苍翠的棕榈、修建整齐
的绿化带，甚至是一旁秀丽温润的山峰，开花时节更可见一株株粉
嫩多姿的木棉，宽阔干净的大街上是面容平静的人们从容的脚步。
走累的时候，可以直接坐在路旁的草坪上小憩或者搭上一班往来不
断的公交。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和徐徐的海风和
处处可见的绿色一定会让厌倦了大城市拥挤人潮的你以为自己置
身于世外桃源。

国际赛车场，体验速度下的激情
珠海国际赛车场是目前亚洲六个A级赛道中最新、最好的赛道。

横琴蚝自然生态园，品尝“蚝”门盛宴
横琴蚝自然生态园位于珠海横琴岛上，与澳门咫尺相望，面对
浩瀚大海，背依重重青山，是一个集观蚝、品蚝、垂钩、购物、娱
乐为一体的旅游观光景点。横琴岛盛产鲜蚝，并以“一大、二肥、
三白、四嫩、五脆”而闻名于世，被称为珠海餐桌上的名吃。在这
里游客可在无污染的横琴蚝养殖场内自行打捞吊挂在海里的鲜活
肥蚝，然后由工作人员现场撬蚝，将鲜活的肥蚝肉即时交于厨师烹
饪。这种现捞、现撬、现煮的吃蚝法，实在是鲜美无比，不可不试。

泡一次暖洋洋的温泉，洗尽浑身的疲惫

赛道按顺时针方向设有16个转角，其中5个左转弯，赛道最高时速

上帝不仅赐予了珠海绝美的自然环境，更给予了它丰富的温泉

可达每小时300公里。经常有国内外的重大赛事在这里举行，就连

资源，洗温泉成为很多珠海人闲暇时间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珠海

林志颖也钟爱珠海国际赛车场，经常来这里练习。如果你是一位赛

温泉也吸引了周边省市游人的钟爱。来到珠海，不得不体验下这极

车爱好者，想现场感受赛车手飞一般的激情，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

致享受的温泉之旅。珠海比较出名的两家温泉度假城——御温泉和

与风同速的感受，不妨来这里一试身手，幸运的话，也许可以见到

海泉湾在全国同类度假城中都是上乘的。

林志颖或者其他大牌赛车明星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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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概况
珠海昤珠江三觇洲南端癿一个重要城市，中国癿亐个经济特区
之一，且不香港隑海相望，南不澳门相还，西邻新会、台山市，北
不中山市接壤。珠海癿海岸线长604公里，有大小岛屿146个，敀
有“百岛之市”癿美誉。在珠江口辽阔癿水域上，大大小小癿岛屿
星罗棋布，计有146个，关中大部分集中亍且部海域癿万山群岛。
有兰珠海地名出处癿伝说颇夗，珠海唐宧不伶仃洋之间海域，
古代就被弼地屁民称之为“珠海”。在《唐氏族谱》上，有人取名
为“唐珠海”（明朝永乐年间）
。民国初年唐宧三峰小孥癿《校歌》
中，关歌词有“前环珠海，后枕鹅峰”之句。可见返片海域早已有
“珠海”之称。因此，珠海建县旪，由亍返一地区位亍珠江出海之
处，敀称之为“珠海”。
珠海市区内陆部分地势由西北吐且南倾斜，地形夗样，以平原、
丑陵为主，兼有低山、滩涂等。珠海地势平缓，倚山临海，海域辽
阔，百岛蹲伏，有奇峰异石呾秀美癿海湾、沙滩。内陆由凤凰山、
将军山两大山系癿山地丑陵及海岸、平原所极成。最大癿海岛昤三
灶岛，内陆最高山为凤凰山。

珠海十景
囿明新园、农科中心（农科奇观）、且澳岛（丽岛银滩）、梅溪牉坊

经典线路推荐
方案一：
线路设计澳门环岛游→九州城→海滨公园→野狸岛线路安排上午：
参观澳门回归广场、珠海边防线，途经珠海情侣路，游觅珠海癿斴
游标志——珠海渔女。
下午：午饭后游览海滨公园呾野狸岛，参观九洲城（単物馆），迕
免税商场贩物。

方案二：
线路设计神秘岛→海泉湾线路安排：
上午：游玩神秘岛游乐园，回归童真，重拾童趣，踏上惊现刺激的
神秘行程。
下午：前往海泉湾海洋温泉游度假区，泡温泉、看表演。

方案三：
线路设计梅溪牌坊→农科奇观→囿明新园→珠海渔女→情侣路线
路安排上午：前往梅溪牉坊、农科奇观斴游景区观赍川剧变脸等表
演节目，在农科奇观景区内观赏各种珍奇花卉、蔬菜、水果等农作
物。

（梅溪寺芳）、兯乐园（鹅岭兯乐）、珠海渔女（渔女香湾）、飞沙

中午：午饭后，前往湾仔码央，乘游船迕行澳门环岛游，在船上可

滩（飞沙踏浪）、黄杨山景区（黄杨釐台）
、淇澳岛（淇澳访古）、

看到充满葡国风情癿澳门街景、葡京大赌场、天主教埻、中银大厦、

珠海烈士陵园（狮山浩气）

互洲最高的观光塔——澳门观光塔、中葡友谊纨忛碑、澳凼大桥、
中葡友谊大桥等景观。
下午：前往囿明新园游觅，然后前往风光迷人癿香炉湾，走情侣路，
观珠海渔女像。

东澳岛二日游：
D1：香洲客运码央乘船前往且澳岛（岛上可住酒庖，也可以自带
帐篷露营），可在岛上参观铳城、烽火台、镇海将军石、
“万海平波”
摩崖石刻等。下午在南沙湾海滩自由活劢。
D2：早起登斧担山, 步行上1008级台阶的通天古道，在蜜月阁迖
眺大海美景。中午坐船迒回。

外伶仃岛二日游：
D1：仍珠海出发，乘船抵达外伶仃岛，入住酒庖，自行游觅海岛
风情。
D2：登伶仃峰，沿路经过玄武大帝、部队营房，登上峰顶可远眺
伶仃洋，万山群岛、香港青马大桥、长洲岛、南丫岛等景色，最后
前往山顶雾海仙搓石景公园，午饭后可以观小镇风情，贩海岛特产，
也可在海边岩石上海钓。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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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推荐旅游线路

<广东到珠海一日游>

<深圳珠海三日游>

<珠海东澳岛海滩风情二天>

门市价：100 元

门市价：550 元

门市价：300 元

欣欣价：98 元

预定线路

欣欣价：509 元

预定线路

欣欣价：299 元

预定线路

<学生秋游珠海至神秘岛一天游>

<珠海圆明新园、深圳欢乐谷二天>

<珠海"世外桃源"外伶仃岛两天游>

门市价：105 元

门市价：370 元

门市价：370 元

欣欣价：48 元

预定线路

欣欣价：356 元

预定线路

欣欣价：330 元

预定线路

>>更多线路推荐

交通线路
到达珠海
飞 机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珠海三灶机场位于珠海西区三灶岛西南端，三面环海，净空良好，

机场的士

距市区约35公里。机场现已开通飞往北京、上海、天津、成都、重

机场的士停靠在候机楼前一层轮候区，旅客到达候机楼一楼进港大

庆、西安、厦门、三亚、济南、南昌等全国30多个城市的航线。

厅门口即可搭乘。机场设有专用的的士轮候车道，排队依次发车。
搭乘出租车至市区车程约40-60分钟。

机场巴士

车资 起步价9元（3公里以内），之后每公里收费2元。

机场设有直达珠海市区、澳门、中山和江门的快线巴士。
收费标准
珠海市区—机场 25元
机场—珠海市区 20元
中山市区至珠海机场票价 40元

相关电话
票价问询电话 0756-8111333,8111737
机场运输公司电话 0756-7771562

中山三乡镇至珠海机场票价 35元
珠海机场至中山市区票价 40元
珠海机场至三乡（汽车总站） 35元
珠海机场往返江门、澳门 免费

出发问询 0756-7771111
到达问询 0756-7771580
机场客服 0756-7778888
订票中心 0756-7773333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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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珠海是几个经济特区中唯一一个没有铁路的城市，选择火车的游客
可以取道广州。从广州坐大巴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珠海。目前，珠
海市内的火车票代售点已增至十几处，发售广州火车站、广州火车
东站、深圳火车站各车次车票，均不办理退票。

广州火车站珠海售票处
地址 石花东路华景花园东苑商场底座

交通 珠海市内可以乘坐1、2、3、4、10、11、13、201、206
等多路公交车到达。

歧关长途客运站
歧关长途客运站位于拱北水湾路，主要发往广州、中山、东莞、汕
头等地。

交通 珠海市内可以乘坐2、99路公交车到达。

电话 0756-3367521

拱北长途客运站

诚海火车票售票处

拱北长途客运站位于拱北莲花路1号(拱北海关正对面)，主要发往

地址 九洲大道中海润大楼

广州、佛山省内各地以及海南、湖南、河南等外省。

电话 0756-3362270

交通 珠海市内可以乘坐1、2、4、10、11、30、31、32、203

广铁售票处

等路公交车前往。

轮 船

地址 香洲紫荆路59号长途汽车站
电话 0756-2253826

珠海的九洲港是华南地区与亚太地区的海上交通枢纽，与省内外各
大港口及香港、澳门直接通航，每天都有船班往返于香港、深圳和

城 轨

珠海之间。

广珠城际轨道交通，由广州市广州南站途经佛山市顺德区、中山市，
南至珠海市拱北口岸的珠海站，整条线路总长177.3千米。广州南
至珠海北段于2011年1月7日正式通车，从广州南到珠海北最快仅
需41分钟。

九洲港至香港航线，每天往返28个航班；九洲港至深圳蛇口航线，
每天往返46个航班；澳门环岛游航线，每天5个航班；浪漫海上夜
游航线，每晚2个航班；还有至珠海东区海岛游。

交通 市内乘3、4、12、22、23、25、26、99路可到。

票价
广州南站至珠海北站，一等包座与一等座票价为44元，二等座票价
为36元。

发车时间
广州南发车时间段为6:30—22:50
珠海北发车时间段为7:00—23:30
广州南至珠海北城际动车平时发车25对，周末发车31对，平均20
分钟一班。

汽 车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珠海高速公路发达，每天有多班豪华巴士往返于省内外，从珠海到
广州的高速公路非常方便，车程在1个多小时。珠海市内主要有3
个长途汽车客运站，分别为：珠海长途客运站、歧关长途客运站以
及拱北长途客运站。

珠海长途客运站
珠海长途客运站位于香洲紫荆路59号，是珠海最大的国营长途客运
站。主要发往广西、湖南、江西等省以及广东省内的长途客车，从
这里发往省内的长途巴士站点多、班次多、流量大。
返回目录

05

出租车

珠海内部交通
公交车

珠海拥有出租的士1000多辆，穿行于大街小巷，实行“招手即停、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珠海的公共巴士四通八达，巴士车容整洁，有空调，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候车亭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港湾式园林建筑。公共大巴实行
统一价格，绝大部分线路实行无人售票，在乘车前最好准备好零钱。
一般空调巴士2元，普通巴士1.5元。

观光巴士
珠海观光巴士是珠海歧关酒店为了方便观光游客而开通的一条专

明码标价”的服务。珠海出租车的起步价为10元，此后每公里2.4
元。另外，晚上12点后起步价调整为13元，夜间0：00—6:00加收
30%运费。车辆记程20公里后，加收30%回空费，过桥、过渡、
隧道等费用由乘客支付。
如遇到收费不合理或服务质量恶劣，可根据的士上所标明的投诉电
话去投诉。

自行车
珠海租自行车的场所

线巴士，分为东、西两线。东线30分钟一班，西线20分钟一班，
全程票价2元。发车时间7：00—21：00。
东线 大金鼎—金鼎市场—国际赛车场—珍珠乐园—唐家—中大

珠海情侣路拱北段有自行车租，租金是10元/小时。
珠海明星自行车行：香洲2212722；吉大3361414；拱北8892512。

—叠石—疗养院—契爷岭—香洲港—香洲百货—烈士陵园—名亭
公园—珠海渔女—菱角嘴泳场—九洲新村—九洲港—情侣南路北
—日华花园—拱北宾馆—拱北关口—拱北市场—华侨宾馆—珠海
宾馆、九洲城（终点站）

珠海景点分布图

西线 凤凰山风景区—东坑公园—农科所—梅溪牌坊—上涌村—
明珠北—翠微—翠景工业区—金鸡路口—前山西门—梦幻水城—
圆明新园—兰埔—白莲洞—莲花山—吉大—珠海宾馆、九洲城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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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情侣路
情侣路又被誉为珠海的“万里长城”，是珠海的象征。情侣路从拱
北粤华花园开始，途径海湾大酒店、九州港、海滨泳场、珠海渔女、
香炉湾等景点，沿途景色秀丽。
情侣路主要分为三个地段：香洲、吉大和拱北。几十公里的路面全
是由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砾岩铺成的，秀雅恬静，右依高山大厦，左
临碧海归帆。在珠海人心中，情侣路是没有尽头的，珠海市的海岸
线有多长，情侣路就有多长，可以从日出走到日落，从年轻走到年
老。

珠海渔女
风景秀丽的香炉湾畔，矗立着一尊巨型石雕——珠海渔女，美丽整
洁的情侣路从她身旁穿过，更使她显得纯洁而大方。她领戴项珠，
身掮鱼网，裤脚轻挽，带着喜悦而又含羞的神情双手高高擎举着一
颗晶莹璀璨的珍珠，献给德高望重的九洲长老，并向世界昭示着光
明，向人类奉献珍宝。
门票 免费
交通 公交9路、99路、观光巴士到珠海渔女站。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背包族

澳门环岛游
逶迤三公里曲折入海的濠江，不仅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蒙地卡罗”
的澳门，也孕育了珠海精品旅游线路——澳门环岛游。在湾仔旅游
码头，乘坐九洲豪华游艇出海，拥抱蔚蓝的大海，或出海垂钓、或
海岛潜水游乐、或海滩戏水等等，在豪华游艇里，独享海岛旅游的
浪漫与快乐。游船从湾仔码头出发，航行时间为一个小时，游客可
饱览友谊大桥、中银大厦、葡京大酒店、天主教堂、澳督府、澳门
回归纪念碑等景观，令人有亲临澳门之感。
澳门环岛游分有日游和夜游，其中夜游也称“珠澳夜游”。游客乘
坐珠三角地区最豪华的游轮从湾仔旅游码头出发，沿澳门的海岸线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航行。沿途可尽情浏览珠澳两地万家灯火、火树银花的美丽夜景，
还可品尝各类美食和欣赏娱乐表演。
9 月 8 日、15 日、22 日、29 日及国庆晚上，澳门会
举办国际烟花汇演，湾仔旅游码头会加开 20:15 和
21:30 两个航班，9 月票价为 35 元，国庆期间票价为
45 元。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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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新园
圆明新园是以北京圆明园焚烧以前的建筑为原稿按一比一的比例

石景山公园

恢复当年的圆明园中部分景观的建筑风貌，并结合现代旅游景点的

位于风景秀丽的香炉湾畔，因山石嶙峋古怪，酷似各种飞禽走兽而

特色，赋予了新的内容。集中再现当年北京圆明园皇家园林的宏伟

得名，是一个奇特的石头动物园。在山上乘缆车可俯瞰珠海和澳门

气势，它以其浓厚的清文化、精雅别致的亭、台、楼、阁和气势磅

的风光。此外还能坐滑道下山，很惊险。登高远望，可见九洲洋面

礴的大型舞蹈表演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园内西部，是独具高贵
气质的西洋建筑群，白色的大理石墙身，精致的殿内装饰，让您仿
佛置身于古老的欧洲宫殿。
地址：吉大兰埔

波光帆影。山麓是石景山旅游中心。还有思凡湖、翠湖。翠湖中心
有800平方米的湖心岛、建有水榭、鱼池等，可供游客休息、划船、
垂钓及露天歌舞等。
公园营业时间：8:00开始；

票价：120（日场）
、80（夜场）
开放时间：日场：10：00—18：00 夜场：18：30-22：00
交通: 1、13、25、30、60、99號公共巴士、旅游观光巴士

表演节目一览表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752564485

公园门票：免费
缆车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周六、日8:30―6：00PM
缆车收费：成人普通来回￥55/位（小童￥30/位），单程成人票
￥30/位（小童￥20/位）
交通：2、4、13、20路公交车

梦幻水城
与圆明新园相邻，是以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为背景建设的主题公
园。走进梦幻水城，仿佛开始了一段神秘、奇幻的旅程。古埃及的
母亲之神依希斯、太阳之神拉神以及勇猛的何露斯让你释放无限惊
喜。而水上赏心悦目的表演情景交融，在任何一个项目尽情游玩时
则如身处某年遥远的故事情节！漂流河的探险、各类滑道的刺激和
紧张、儿童反斗城的无穷稚趣让您身心在滟潋的水光中自由地飞！
徜徉在水的怀抱，感受一份参与的热浪，回归自然的感受真好！
门票：80元
地址：珠海市九洲大道兰埔
开放时间：10：00 - 22：00
交通：乘坐1、13、14、25、30、40、60、62、69、99、201、
202、203、206等公共汽车及旅游观光巴士均可到达。

返回目录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351039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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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乐园

开放时间:09:00 - 22:00

现代化的花园式游乐场，座落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湾畔,依山傍水、临

票价:110 元

海而建。并与孙中山故居翠亨村相邻，占地面积四十多万平方米。

门票政策：

园内有三个舞台，逢星期六、日节假日、暑寒假园内有各种艺 术
团演出。国内各省市著名文艺团体和国际上著名的俄罗斯马戏团，

A.免费政策：1.2以下儿童、7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票。

美国西部马戏团、日本木下马戏团、巴西桑巴舞都先后到我园献艺。

B.优惠政策：1.2—1.5米之间儿童、65周岁—69周岁老年人凭身份

地址：珠海唐家湾

证够半价票，军官、残疾人均无优惠政策。

门票：通票80元

地址:珠海金湾区平沙镇二虎山

营业时间：9：00—17：30

交通:珠海有三条巴士线直达。南线，吉大国贸－九洲港－拱北口岸
－南湾酒店－平沙海泉湾；北线，唐家信禾站－香洲总站－新香洲

交通：市内公共巴士10路、3路、68路、69路和观光巴士东线途经
本园；从香港搭乘飞翼船到九洲港转乘出租车到本园只需半个小
时；市外从中山孙中山故居翠亨村入下栅检查站到本园。

神秘岛

旺角百货－前山活力酒店－南湾酒店－平沙海泉湾；西部线，斗门
井岸－平沙海泉湾。20-30分钟一班，单程票价20元，单人双程票
价36元。

梅溪牌坊

珠海神秘岛是一个融体验性、情节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大

梅溪牌坊是以清末中国第一任夏威夷领事、华侨百万富翁陈芳先生

型现代主题乐园。

故居、陈家花园、梅溪石牌坊、陈芳家族墓园为建筑主体，一个集
名人纪念、民俗博览、文物保护、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旅游度假胜地。

根据天然优美海岸线，巧妙地将多种精彩刺激的高科技游乐设备与
地中海风格建筑相融合，形成了热情奔放的幸运大道区、惊险刺激

牌坊位于前山镇梅溪村，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是光绪帝
为表彰陈芳及其父母等人而赐建。牌坊以纯花岗岩作材料，雕以瑞

的冒险丛林区、神秘诡谲的海盗城堡区、梦幻童话的美人鱼湖区和

兽、花果、人物等，镌刻“圣旨”、
“急公好义”等字。它与梅溪村

激情四溢的神秘岛区，拥有世界先进的游乐设备，亚洲第一台弹射

落、凉亭、古庙、陈芳故居、
“胜地佳城”
、西洋式花园墓地以及槟

式“云霄飞车”、中国第一台“垂直极限等100多种游乐项目。

榔树、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色交相辉映，展现出古朴的侨乡风情。
门票 65元
交通 公交26路、36路、观光巴士可到。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背包族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351039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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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飞沙滩
位于珠海西部高栏岛的东南部，是香港李锦记起家创业的地方。植
物茂盛，青山相抱，怪石相拥，每逢夏天雨过天晴，飘渺的白雾象

市内2、3、69、13、7、20、26、40、43、60、202、205、206、
207路公共巴士可到。

白纱缠绵在半山间，沙滩松软明亮海水水质极好，碧波浴日，是飞

海泉湾

沙滩的主题。 冲浪、戏水、做渔民、沙滩野营、垂钓、沙滩排球

位于珠海西部的海泉湾度假城，是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继深

等着你一显好身手。还有海上降落伞、水上摩托车、香蕉船、橡皮

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之后又一杰作。度假城位于珠海西部，

艇等惊险运动，包你过瘾。飞沙奇景是一条巨大的沙带，飞沙逆坡

背山面海，天地豁然，以罕有海洋温泉为核心，由两座五星级度假

而上，是中国南海罕见的奇特景观。

酒店、集美食娱乐大型演艺于一体的渔人码头以及高科技剧院、神
秘岛主题乐园、健身俱乐部七大项目组成。

门票：38元
地址：珠海市斗门区
交通：从吉大“海滨公园”站坐605路车到珠海港，再在珠海港转
706路车即可。

海泉湾拥有大规模的海洋温泉，这在国内温泉资源中十分罕见，被
称为“南海第一泉”。海泉湾温泉中心汇聚了世界各种风格的56个
温泉池，其中室内温泉区由个性鲜明的日式天体浴区、平台水力按
摩叠水池区、神秘古典的东方区以及富有浪漫色彩的欧洲区组成。
温泉门票：188元

共乐园
共乐园位于珠海市唐家镇鹅岭北麓的两座山岗之上，依山傍湖，亭
榭相招，林荫蔽日，风景幽美，是一个富有特色和情趣的旅游胜地。
它原是清末民初政界名人唐绍仪的私人花园，始建于清朝宣统元
年。
共乐园是珠海三大名园之一，园内有较著名的法国桃花心木，皇后
玫瑰，菲律宾的洋葡萄、番石榴，泰国的番荔枝，马来西亚的洋紫
荆，素心兰和人参果等，被有关专家称为小植物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三笑残生

门票

20元

九洲城

交通

九洲城气势恢宏的城楼饰以黄色琉璃瓦面，绿色重脊，重檐庑殿顶，

行即可到达。

市内3、3A、10、10A、66、68、69路公交至海怡湾畔下车，步

创造出堂皇富丽和绚烂夺目的诱人景色。城内依势错落着多座仿古
建筑，亭台水榭，连以走廊。沿园池岸布置假山、花木，互相穿插，
动静结合，因借抑扬。"澄泉绕石"、"海角奇观"、"嬉鱼池"、"观荷
塘"、"澹泉"、"戏鸟廊"、"登楼远眺"等是城内的著名景点。游人或
穿林越涧，或临池俯瞰，或登高远眺，或循廊，或入室，风景时而
开朗，时而隐蔽，步移景异，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景
色和景深的变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悠闲雅逸，诗情画意，渗
透其间。
九洲城是一座黄瓦青墙的仿古宫殿式建筑。它以城楼，殿堂、幽廊、
凉亭和水榭等传统建筑构成，古朴幽雅，气势宏伟。是集旅游购物、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古典式皇家园林建筑群。具有中国明清风格的集
茶、戏、曲、艺、食为一体的“曲艺茶苑”，展示不同民俗风情、
民族艺术和珠海风貌的“文化广场”。目前，九洲城已成为珠海历
史博物馆，里面展有一些关于珠海历史及风土人情的展品。
门票 免费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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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澳岛
东澳岛，位于在香洲东南部，距离香洲30公里，万山群岛中部。
因岛东侧的东澳湾锲入中部形成一块大凹部，故名。
东澳岛上气候宜人，古树参天，最吸引游人的要数沙滩，岛上有南
沙湾、大竹湾、小竹湾三个沙滩，尤以南沙湾为好，享有“钻石沙
滩”的美誉。全岛完整地保留着自然的生态环境，风貌独特，景色
迷人。蓝天、白云、青山和绿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卷天成：既
有气势磅礴的豪迈海景，又有温婉秀美的林中小景；既有原始纯净
的自然风光，又有悠远旷达的历史遗迹；既有多彩的陆上风情，又
有神秘的海底世界，令人流连忘返。
交通
由香洲北堤客运站乘船前往，或从深圳蛇口港乘坐海上航班，1小
时20分钟即可到达东澳岛。从珠海横琴码头搭乘高速客轮，40分
钟即可抵达，每天固定航班早上10：45横琴客运站开出，下午16：
30东澳岛南沙湾码头回程。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为爱走天涯

看点 岛上拥有东澳铳城、蜜月阁、东澳湾、摩崖石刻、石景长廊、
求子泉等旅游景点。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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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伶仃岛
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中，外伶仃岛天生丽质，石奇水美、优雅恬静、

大桥的必经之道。淇澳岛自然景色优美，素有“九湾十八峰”之

游玩热点

独具风韵，名闻遐迩，也是唯一可看见香港市中心的海岛。岛上冬

石景公园 深山藏古秀，瑞石撒幽香。景区内奇石嶙峋，惟妙惟肖，

无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山水兼得，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具有

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春夏之交，此处常是轻雾漫飘，仿若仙境。

典型的亚热带雨林风景和海岛伊甸园风光，是镶嵌在珠江口与南太
平洋交汇处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交通 珠海香洲北堤客运站乘船，每天快船两班。一班早上去程9：
00，回程10：40，另一班去程14:40，回程16:30。

园内有一条1200余级的石阶景观路通往大东湾海上娱乐中心，一
路风景美不胜收。故公园有“万山群岛第一天然奇石公园”之美誉。
香江海市 外伶仃岛与香港一水之隔，是中国唯一能看到香港市区
的海岛。眺望香港方向，太平山、香港仔、大屿山、南丫岛、长洲
岛、青马大桥等尽收眼底。
玉带环腰 外伶仃岛正面的两边，在山腰和礁石丛中，有一条精雕
细凿的石阶小径，人称“情侣路”，在绿林和碧海之间蜿蜓，远远
望去，如美人腰间玉带，故名“玉带环腰”
。

桂山岛
桂山岛位于伶仃洋上，是万山群岛开发最完善、居住人口最多的岛
屿。岛上有桂山舰英雄登陆点、码头广场、海关大楼、北山生态园

说，被誉为“珠海十景”之一。同时，淇澳岛也不乏人文史迹，
“沙

景区、妈祖庙、小东山生态乐园、神岛石、女娲像广场、坑道博物

丘遗址”是珠江三角洲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渔猎文化遗址，岛

馆、文天祥文化广场、名人摩崖石碑文化广场等风景。

上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淇澳祖庙，建于明代的天后宫，清代的文昌宫

交通 香洲北堤客运站乘船前往。

庙湾岛
庙湾岛背靠太平洋，是珠海万山群岛中离海岸最远的岛屿，因岛上

等，以及历经280年沧桑依然翠绿的三棵榕树，都令人遐思。
交通 乘坐85路公交车可经过淇澳站、沙丘遗址等景点。

担杆岛

有一海神庙而得名，是广东省内唯一的由珊瑚碎片形成的沙滩。庙

担杆岛是担杆列岛的最大岛屿，因7座山峰连成一线，既窄且长，

湾岛的珊瑚质沙滩沙质洁白晶莹，海水湛蓝清澈，海底更有稀有的

形似扁担而得名。担杆岛上美丽的自然风光，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污

红珊瑚群，是垂钓、潜水等活动的最佳场所。山下的竹林中有烧烤

染，蓝天白云与深蓝色的大海交相辉映是担杆岛永远的风景。岛共

场，游人可以在此烧烤和休息。

分三个部分：担杆头、担杆中、担杆尾。岛上有名贵植物罗汉松，

交通 租快艇前往。

淇澳岛
淇澳岛东望香港、深圳，处于穗港澳金三角中心，它是伶仃洋、海

有国家保护动物猕猴山甲、娃娃鱼及各种蛇类。还有很多遗弃的部
分旧营房和军事坑道。
交通 每星期一只有二趟班船，开往香洲港，速度较慢，叫伶仃洋
号。但风浪较大时，班船会取消。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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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岛
横琴岛是珠海146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又分为大横琴岛和小横琴
岛两个岛。两座小岛横在南海碧波上，犹如两具古琴，横琴由此而
得名。横琴岛四面环水，气候温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原始植
被保存完好，一派田园风光。
“雨后处处是瀑布，块块奇石都是景”
的自然景观，加上横琴与澳门三岛一河之隔，澳门的中西文化建筑
成为令人驻足观赏的风景线。岛上还有"南海前哨钢八连"营地、古
战场的遗迹和许多美丽传说。
交通 乘坐14、63、香洲—横琴线公交车可直达景区。

荷包岛
在南海之滨，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屿——荷包岛。荷包岛是珠海市
146个海岛中，沙滩最多的海岛。它地处黄茅海太平洋的交界，海
水清澈透明，沙质柔软均匀，有“十里银滩”之称。岛上景色秀美
神奇、沙滩、礁石、海浪、森林、山涧，构成了一幅巨大的海天佛
国画卷。
交通 乘坐605路到珠海港，再转坐摩托车到荷包岛码头，在码头
买船票过海即可。

野狸岛
野狸岛是离珠海市区最近的海岛，位于珠海市东侧香炉湾与香洲湾
之间，因岛上的野狸山的传说而得名。野狸岛以海燕桥与闹市区相
连，岛上的公园景观亮化工程是我国最大的山体照明工程之一。与
野狸山相对的有一座狮山，这两座山遥相对峙，恰似两只争斗的猛
兽，使香洲充满勃勃生气。
交通 9、99路在名亭公园下车，或乘坐2、K3、3、3A、6路公交
至湾仔沙巴士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到。

珠海美食
珠海水域广阔，水产资源丰富，淡水、海水养殖条件优越，故而水
产十分丰富。沿岸海湾及河口湾一带盛产蚝、虾、蟹、鱼等水产品。；
珠海还有另外一种特产。到珠海品尝鲜蚝、膏蟹、海胆、狗爪螺、
将军帽等水产品制成的美味，价格便宜，味又鲜美。

斗门重壳蟹
又称松壳蟹，生长于咸淡水海域，是一种极少有的海鲜（每1000
斤中只能选取10斤），其色泽光亮，肉质嫩滑，口感好，味道鲜香，
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滋补佳肴，在港、澳、台和珠

白蕉禾虫
也叫荔枝虫或者是秋虫，肥白多肉，富有蛋白质，禾虫炒、炸、熏、
蒸、生晒、腌制、煲汤均可，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是一种风味
独特的食品。

黄金风鳝
斗门县沿海江河皆有出产，尤以黄金附近河段产风鳝历史最长，数
量最多，体肥肉嫩，畅销港澳、日本。炒食清脆香爽，焖食胶滑甘
甜。

海等地区闻名遐迩。

白藤水鸭

万山对虾

产于水鸭食料丰美的白藤湖。滋味清鲜，补而不燥，是一种很受顾

又称"大明虾"，为海产八珍之一，是我国沿海重要的水产货源。珠

客欢迎的野禽。

海市万山岛渔场养殖对虾已有较长的时间。对虾烹饪，大致有蒸煮、

珠海膏蟹

油炸，既可制作各式品种精美点心，也可以炮制各种名菜鲜肴。

珠海地处珠江和西江的出海口，咸淡水交界，海岸线长，滩涂广阔，
这里盛产的蚝和白蚬是膏蟹的上等食料，加上沿岸工业污染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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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螃蟹没有内河和淡水湖生产的螃蟹那种泥草腥味。南水、淇澳

交通 301、504、601、602路公交至白藤湖站下车即到。

两岛和斗门五山出产的膏蟹味道特别鲜美。其蟹肉厚膏多，膏充满

特色餐馆

蟹盖，人称之为“顶角膏蟹”。用以制作“蟹黄扒瓜甫”、“蟹肉
炒鱼肚”、“蒸膏蟹”及“蟹肉银针桂花翅”、“稣炸蟹盒”等菜

得月舫

式，堪称佳馔。吃螃蟹最好在冬前春后，这时的膏蟹正是“蟹封嫩

珠海著名的饮食航母，位于风景秀丽的香炉湾畔野狸岛上，其具有

玉双双满，壳近红脂块块香”。

皇家楼台建筑风格的船舫，独特的古代宫传建筑，跃然海上，是一
家专营粤菜、海鲜的专业酒楼。

金湾大海虾
又称大明虾，为海产八珍之一。因为新鲜，吃起来特别有弹性，一
口咬下，肉质鲜爽，外皮焦香，滋味甚美，完全保持了虾的原味。
再咬上一口，一股海的气息扑面而来，满足感油然而生，因而被大
家一致认为最有“海的感觉”的代表食品。其经典做法是干煎，为
了保持其海虾的鲜味，只将其用盐花腌渍十多分钟，再没有加其他
配料，干煎则时间的把握最为关键，以煎至虾壳脆、肉滑嫩为最好，
如时间过长则虾肉会显得干。除此之外，还可以用茄汁焗或炭烧的
做法，也同样鲜美脆嫩。

地址 情侣路近岸野狸岛名亭公园内

横琴蚝生态园
横琴是广东最佳吃蚝的地方之一，离市区较远一路沿海而行看尽澳
门和珠海的沿岸风景。横琴则充满小渔村特色，这里出产的蚝品质
出色、价格便宜。如果你有时间，专门来吃一次蚝也是值得的。
地址 横琴富祥湾养蚝场。

五月花皇朝大酒楼
五月花是珠海的老牌餐饮店，10多年来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五月
花在香洲（凤凰北）、拱北（拱北酒店对面）等处都有分店，皇朝
是新开的，场面超大、装修豪华。还有无敌海景，适合商务宴请。
地址 情侣中路49号日东广场5楼

木偶葡国餐厅
吃葡国菜一定要点马介休鱼，毕竟是特色。芝士锔蚝的火候和芝士
都很到位，芝士味很浓郁。葡国鸡也不错，配上白饭非常可口。
地址：香洲区粤海东路凉粉桥珠南酒店首层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三笑残生

美食街
美食一条街
珠海市内也有几个知名的风味食街包括银都食街、青蓝山庄美食一
条街、口岸广场食街、百货广场澳门街、中华美食城等。其中银都

明仔记
推荐肠粉，干捞云吞还有鱼骨鱼腩粥,不过粥的工艺水平不稳定,有
时候超好吃,有时候又不咋地，小吃以早餐和夜宵为主。
地址：香洲区沿河东路263号

广香烧腊店

食街是一条古色古香的食街，据说食街的设计还是来自“清明上河

粤式烧腊味道一流，十几年的老店。价钱便宜，快餐价格6—10元

图”的启迪，既有庭院长廊式的古式餐厅，又有现卖现烹的大排档，

/份，地方不大，有8个桌子，能同时容纳32人进餐。

让人感觉似乎走进古代的闹市，别有风味。

地址：香洲区幸福路小商品批发一条街26号(教育路口)

湾仔海鲜自助一条街
在珠海吃海鲜有很多地方可去，海鲜酒楼成行成市。但是湾仔渔人
码头却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这里是一条不大的老式街道，与澳
门只有一河之隔。街道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海鲜摊档，价格便宜。
交通 5、14、60、61、62路公交至湾仔海鲜街站下车即到。

斗门海鲜自助一条街
斗门是珠海食客口中经常提到的地名，珠海的特产当中不少就出自
这里。除了重壳蟹和白蕉禾虫，斗门河虾和荔枝也很有名气。当地
人把这称为是珠海特色的海鲜自助一条街。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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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简介：珠海海景万豪酒店座落于香洲繁华

顾客点评：感觉很不错哦，落地的大窗视野

地带凤凰北商业街，近临香洲汽车总站，

很好，可以看到我喜欢的大海哦！！
！

靠近情侣路，依海而建。
顾客点评：很位置还可以，我住的是海景房，
房间很宽敞，视野很好，还有张长椅可以摊

欣欣价：150 元起

>>立即预定

着看电视，反正是挺不错的。…更多

珠海海景万豪酒店
简介：珠海四海商务酒店位于拱北粤海中

顾客点评：离口岸近 环境很不错，总体感觉

路，步行至珠海著名景点圆明园仅需５分

还可以啦。

钟，距拱北口岸、拱北汽车站仅需３分钟
车程。

欣欣价：150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酒安静，干净，舒服。交通也是
方便。吃的饭店楼下就有！…更多

珠海四海商务酒店
简介：珠海新东方商务连锁酒店（拱北店） 顾客点评：位酒店的位置很好，就在拱北车
位于珠海拱北水湾路 42 号，属拱北核心地

站旁，近拱北口岸，也近莲花路步街。

段，距离拱北关口不到 5 分钟行程，交通
十分便利，周边餐饮娱乐场众多。酒店设
计时尚，装修别致，拥有各类房型 80 多间。 顾客点评：离拱北口岸很近，離客運站很近，
出進澳門、乘坐去广州、深圳大巴方便…更
多

欣欣价：179 元起

>>立即预定

珠海新东方商务连锁酒店（拱北店）
简介：珠海如家快捷酒店（香洲长途汽车

顾客点评：这性价比不错。离拱北口岸稍远

站店）是一间体验式商旅酒店，免费上网

了一点，但交通还算便利。

的商务角为入住酒店的商务人士提供便捷
的办公服务。
顾客点评：圆形的洗澡房，很温馨浪漫。适
合情侣。…更多

欣欣价：123 元起

>>立即预定

珠海如家快捷酒店（香洲长途车站）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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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黄金风鳝

珠海购物场所除一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场外，也有珍珠行、海味干货

斗门县沿海江河皆有出产，尤以黄金附近河段产风鳝历史最长，数

市场等一些专门的珠海特色产品商店，其中湾仔海味干货市场规模

量最多，体肥肉嫩，畅销港澳、日本。炒食清脆香爽，焖食胶滑甘

比较大。珠海的水产品极为丰富，主要特产有叠石蚝油、珠海肥蟹、

甜。

黄金风鳝、横山粉葛、白藤藕粉、水鸭、乾务软骨鲮、南屏脆肉鲩、
白蕉禾虫、草织品、小托山桔、黄杨荔枝、湾仔鲜花等等。

白藤草织品

横山粉葛

白藤水草有三角草、圆草两种。白藤水草织制的花席、地席、草盒、
草帽，坚韧耐用、富有光泽，精致美观，除运销国内华东、西南诸
省外，还远销国外。

对虾
又称“大明虾”，为海产八珍之一，是我国沿海重要的水产货源。
珠海市万山岛渔场养殖对虾已有较长的时间。对虾的烹饪，大致有
蒸煮、油炸，既可制作各式品种精美点心，也可以炮制各种名菜鲜
肴。

蚝与叠石蚝油
上横粉葛特别多，以上横新埠一处所产最佳。松化、无渣，有清香

由于珠江口西岸处于咸淡水交界地带，故珠海鲜蚝，个大内肥，含

味，其汤如奶水，闻名遐尔。

有丰富蛋白质和矿物质，特别是叠石蚝油，畅销港澳，东南亚及檀
香山等地。

乾务软骨鲮
珠海膏蟹
产于乾务水库的蒲竹坑一带，形似普通鲮鱼，但鱼身光滑，胸部一
凹痕，煮熟后其骨透明，乳白色，食之如粉丝，鱼肉鲜嫩美味。

珠海螃蟹的特点是肉肥膏厚，味腻香而无腥臭。尤其是南水、淇澳
螃蟹闻名遐尔。

黄杨荔枝
产于黄杨山西侧的果木林场及莲溪东湾乡。果体特大，肉厚，呈翠
玉色，透明，脆嫩爽口，清甜如蜜。

小托山桔
盛产于黄杨山东侧之小托山。该村大家惯以茶加少许山桔款待客

南屏脆肉鲩
这是用特殊方法配养出来鲩鱼，肉质脆而爽口， 因产于南屏而出
名。

湾仔鲜花

人。因小托山桔具有化痰止咳，利水通尿，开胃祛疳的功效，颇受
欢迎。

湾仔镇有100多年的种花历史。现拥有花种280多个，其中有一批
国内外名贵花种，大都出口澳门。由于控制了鲜花的生长期，一年

白藤莲藕

四季均有鲜花源源上市。

生长于白藤湖内的纯天然无公害的、独特的滋补保健的农作物，以
肥硕、多粉、松化无渣驰名，在港澳有盛誉，并以之匮赠亲朋，大
凡酒席宴客，无不推出。其作法有"火腩焖莲藕"、"田鸡焖莲藕"。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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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迎宾南路商业区
迎宾南路南至拱北口岸广场，是珠海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道
路两面三刀旁商厦林立，万佳百货、口岸广场、迎宾广场等大型商
业场所林立。

莲花路商业区
莲花路商业区以商业老街莲花路步行街为主，与周边相交会的粤海
东路，侨光路东段等路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市。以百货小商品
居多。

景山路商业区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情侣路商业区
它以日东广场为核心、海滨泳场为依托的新的海滨商圈已悄然形
成。此商圈中的OUTLETS名牌服装折扣城、怡景湾酒店、国会中

景山路商业区以景山路全国购物放心一条街为中心，有珠海百货广

心、皇朝五月花及西餐酒吧组成了一个集休闲、购物、饮食、娱乐

场、免税商场、国贸商业广场、银隆商厦、民润新七星连锁店等购

为一体的海滨高尚休闲商业区。

物场所，是极具海滨休闲意境的购物风景。

凤凰路商业区

湾仔海味市场
湾仔海味市场位于湾仔码头对面，这里铺位十分整齐，主要经营海

凤凰路商业区包括新兴的凤凰路、朝阳路、商业老街香埠路以及翠

味干货，如鱼翅、鲍鱼、海参、咸鱼、瑶柱、鱿鱼等。还有一些小

香路、紫荆路等商业网点，商场商铺鳞次栉比。众多小岛风光旖旎，

饰物如珍珠项链、奇形贝壳、特色耳环等。由于这个市场具有浓厚

海水洁净，既可充分享受冲浪、潜水、水上降落伞等活动；又可静

的地方特色。

静享受垂钓乐趣。在东澳岛、桂山岛等小岛上，游客还可随渔船一
道出海撒网捕鱼。

娱乐

现代时尚娱乐
市区娱乐设施种类繁多。有大型的娱乐场所珍珠乐园——集中了

海岛风情
珠海面临南海，海岸线长达690公里，全市共有大小岛屿140个，
有“百岛之市”的称誉。
众多的海岛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澳岛，碧海

30多个娱乐项目。还有两个依照国际标准建成的不同风格的高尔夫
球场，更设于酒店内的网球场、射击场、保龄球馆、桌球室等，歌
舞厅、KTV遍布市区，还可以欣赏到国际化的航空展。

激情赛车

蓝天下，渔村炊烟袅袅，岛上的南沙湾有“钻石沙滩”的美名；外

到国际赛车场观看速度与激情并誉的顶尖车赛，是珠海最刺激的一

伶仃岛上遍布奇石，上岛可以垂钓、滑浪，是充满野趣的旅游度假

种娱乐方式。珠海国际赛车场创建于1996年，是中国第一座符合

地；九洲岛上山光水色，茂林修竹，环岛漫步，忘却尘世的喧嚣与

F1方程式标准的国际级赛车场。珠海国际赛车场为世界一流赛车手

繁杂；淇澳岛风光旖旎，古迹众多；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岛像珍珠

壮观的超车表演提供了具有挑战性的弯道，除了国际赛之外，赛车

一样散布在海面上，“珠海”的名称也许就是因此而来。

场还主办相当多的本地赛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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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珠海节日活动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世界五大航展之一，逢双年的11月在珠海举行，是中
国唯一由中央政府批准举办，以实物展示、贸易洽谈、
学术交流和飞行表演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
天展览，对广大航天爱好者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社区姐姐

珠海国际龙舟赛

每年端午节举办，已经成为珠海又一文体旅游品牌，

国际马拉松公开赛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赛事吸引了英国、俄罗
斯、澳洲、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的龙舟队参
赛。

每年下半年举行，突出了珠海生态示范城市的特点，比赛线路
大部分路段位于情侣路范围内，风景如画，充满浪漫情怀，是

珠海民间艺术大巡游

世界上最美丽的马拉松赛道。马拉松公开赛凸显“浪漫之城，
幸福珠海”的城市形象，是体育人和体育爱好者的一次盛会。
沙滩音乐派对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的，传承数百年岭南文
化特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上婚嫁、装泥鱼、
鹤舞和省、市级“非遗”项目飘色、锣鼓柜、舞龙、
地色等表演，生动再现纯朴、热情的民俗民风和原汁

每年国庆假期隆重举行，以“爱与分享”为主题的，主会场位
于中心城区情侣路海滨泳场，被列为广东省国际文化节的重要
活动之一。每届都有新的时代感，与数万观众合拍互动，激情
歌舞，充分展示了浪漫珠海的旅游休闲文化特色。

原味的本土文化。

欣欣旅游小提示
1.珠海距离澳门非常近，只需从珠海拱北海关过关便可到达，因此最好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否则来珠海不能去澳门
是非常遗憾的。
2.珠海海鲜鲜美便宜，但也要提前准备好肠胃药，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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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珠海旅游攻略！如有批评建议，
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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