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网红大球拍-天门悬廊+黄腾十八瀑+环形音乐瀑布、华南第一泉

新银盏温泉、北江小三峡+飞来古栈道+飞来古寺、入住舒适酒店二天团 
 

★“惊” 广东唯一玻璃悬廊、环形音乐瀑布【天门悬·廊独步天下·罕有其匹】成功申报 6项世界纪录！ 

★“观” 具有“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强大视觉震撼【黄腾十八瀑】！ 

★“泡”清远最受欢迎的原生态温泉【新银盏温泉】，天南第一水、让你在纯自然的环境中享受泡汤的乐趣！ 

★“游”岭南地区千年古刹、全国第十九福地，峡江两岸，最有地域特色的灵气寺庙【飞来古寺】 

 

第一天：清远—午餐—新银盏温泉—晚餐自理—黄腾十八瀑探险+网红大球拍-天门悬

廊（自费）—入住舒适酒店 
08：00--11：00 早上于指定地点集中，乘车前往——珠江三角洲后花园、中国漂流之乡、温泉之乡—

—清远。 

11：30—12：30 享用中餐 

线路名称 

  深圳出发：成人报价 小童报价 单房差 

10 月份逢周六发团 
小童（不占床）

  1.2M-1.5M 

   （婴儿） 

 1.19M 以下 60 元 

QY1008 ￥338 元 ￥288 元 ￥100 元 



 

 

13：30-16：30 前往【新银盏温泉度假区】，位于广清高速银盏出口处，紧紧依托银盏林场和银盏水库。 

配备了适应不同度假需求的游乐设施与度假配套设施，如玉带河赏鱼、森林沐足、水域戏浪、舒展健 

身房、田园农家菜、自助烧烤、闲庭品茶、温泉休息厅、卡拉 OK 包房、保健中心、商务中心、会议会

展等，即有抒情写意的温泉度假别墅，也有湖山一色的温泉花园别墅。是一个以露天温泉为主，集 

餐饮、商务、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度假村内设有各种功效不一的温泉池

八十多个，温泉水皆采自地表深 180 多米，经广东省珠江水资源保护办公室鉴定，水温 64 度，水质

无色无味，透明洁净，不受地表水污染。其中重碳酸根含量为 121.75 毫克/升，硫离子含量为 0.367



 

毫克/升，PH 值为 8.47，且矿化度低（0.269 至 0.34 毫克/升），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在水中

呈离子状态，易被皮肤吸收。俗称“沸泉”，对人体组织有很强的活性作用。并为游客免费提供饮用 

水、饮料、羽毛球、乒乓球、沙滩排球、攀杠及大量的娱乐型健身设施。该温泉水是含硫高温泉，对

人体皮肤及多种慢性病有显著的护疗作用，有灵芝池、红枣池、牛奶池等保键及石板温泉、光波浴、

温泉桑拿等功能温泉浴，团友可于温泉区内尽情享用。清远新银盏温泉度假村，为广东省十佳温泉景

区之一。紧紧依托银盏林场和水库，度假村四周树木葱茏，空气新鲜，入目皆是盎然绿意，是难得的

“天然氧吧”。 

 



 

17:00-18:00 当天晚餐自理 

18:30-21:30【黄腾十八瀑】十八瀑沿下山之路陆续可见，山中水流借山体之势顺流而下形成十八处

瀑布观赏景观，各处瀑布水流急缓、高低不一，独具特色。沿山道而下，可近距离感受每处瀑布带来

的水景盛宴，山水清澈、飞珠四溅、野花盛开、壮观迷人。 

【环形音乐瀑布】位于天门悬廓“横拍”之下，在环形钢结构中搭建独立水循环系统，水流经过整个

悬廊到达“横拍”倾泻而下，在离 



 

地 500 米高度形成悬空瀑布，具有“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强大视觉震撼。环形瀑布周长为 168 米，安 

装喷头和电磁阀各 450 只，并配备灯光和音响系统。白天，可见巨幅水瀑跟随动感音乐在峡谷“翩翩

起舞”，如同穿着白色礼服在尽情演绎着优美的“华尔兹”。 

【天门悬廊】2018 年开始，黄腾峡景区斥资 2.68 亿元，在峡谷的险峻山体上，倾力打造了集声、光、

玻璃、水瀑于一体的超级玻璃桥廊项目——天门悬廊，目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的玻璃悬廊。天门悬廊

由三个钢混结构的巨型立柱支撑，外观如同双球拍交叉立于高山之上，直指云天，被广大游客形象的

称为“大球拍”。悬廊整体由山体伸出直线长度达 368 米，仅最外侧单柱悬挑的环形悬廊长度既达 168

米，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 8 倍。黄腾峡天门悬廊最外侧处于漂流河道上方，离地垂直高度达 500

米，此高度是广东目前玻璃廊桥同类产品的 4-5 倍。震憾的高空落差，带给游客无限的惊险体验，真

正达到一步惊心，步步惊心。天门悬廊集 7D 玻璃、碎裂玻璃、透明玻璃为一体，让游客充分感受到



 

各种高科技玻璃在高空上带来的身心震憾。特别是透明玻璃，厚度达 6厘米，通透度达到 99.9%，是 

 

当前世界最先进的玻璃材质。透过玻璃俯视下方，峡谷中一切景象清晰可见。同时，天门悬廊最大的

单片玻璃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等同于一间卧室大小，并因此成为世界单片玻璃面积最大的玻璃悬廊，

人立其中简直不寒而栗。（因考虑到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故天门悬廊为自费项目：138 元/人；

不参加自费的游客，可在景区内自由活动。） 

22:00 入住预备三星酒店。 

 

第二天：早餐—红不让百菇园—北江小三峡—飞来古栈道+飞来古寺—返程 



 

07:00-08:30 叫早，早餐。 

09：00-10:00 接着前往【红不让百菇园】,参观全国第一家红不让【食用菌展览馆】，团友可于园内

参观各种菌的标本及培植过程、奇石馆、名犬场、梅花鹿养殖基地等展览馆，后到休息室免费品尝清

远的特产小食、灵芝茶。之后自由选购土特产。 

 

10:30-13:30 后赴码头乘坐游船游览【北江小三峡】苏东坡当年曾留下诗句“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

湾”。两岸青山连绵不断、形态各异、江水涛涛、凉风拂面．游客观赏两岸秀美的山川，欣赏龙女、凤

凰、新渺、独秀等七十二峰,同时体味“一水远赴海，两山高入云”的大自然美景，感受 “两岸猿声

啼不绝，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船上用餐】后登上天下第十九福地、岭南地区三大千年古寺之一

【飞来寺】，倚山面水，临江雄踞，始建于公元 520 年，已有 1500 多年历史，相传它从安徽舒州飞来



 

此地，是一个充满着许多神奇传说的名寺。寺院后山上有九级飞瀑、东坡亭和道教的第十九福地，感

受其独有仙山福土之气息。 

沿北江峡山边【祈福古栈道】返回码头，途中还有数座古桥，山花烂漫。这是广东省内难得一见的

江岸绿道，风光秀丽空气清新，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潋滟，水天一色，两岸的山峰层峦叠翠，白云

飘渺。 

绿道的尽头就是离清远市区 13 公里的小渔村【白庙渔村】（停车场），渔村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

致，酷似湖南凤凰古城风格。穿过渔村，只见【禺山古庙】豁然出现在眼前，该庙建于康熙九年，

传说此前常有船只在该地遭遇水下漩涡，导致沉入江底，自修建该庙后，再没出现类似事件。 

14:00-17:00 结束愉快旅程返回温馨的家！  

     *********************祝旅途愉快******************** 

 

 

特别声明： 

一、费用包含：  

1、酒店：一晚清远舒适酒店住宿（参考酒店：安逸酒店、乐居连锁酒店、森联连锁酒店、诺庭连锁酒店、富荣大酒

店或同级）。 

2、膳食：所列含一正一早餐。 

3、门票：行程内所列景点大门票费用。 

4、交通：全程旅游空调车。 

5、服务：全程导游服务。 

二、费用不含 

1、如需参加黄腾峡天门悬廊需自费 138 元/人（自愿消费）。 



 

2、第一天晚餐不含，敬请自理。 

3、若出现单男单女，且团中无同性团友拼住，客人必须补交单人房附加费（60 元/人）； 

4、个人消费； 

5、因不可抗力因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6、团队意外保险(建议客人购买)； 

三、行程线路小童费用说明： 

1、1.2 米以下（小童只含半价餐、车位、不含门票、不占床）； 

2、1.2 米-1.5 米（小童含正价餐、门票、车位、不占床）。 

四、特产店：1 个（红不让百菇园【当地土特产超市】，不强迫消费）。 

五、散客集合地点： 

第 1 站【07:30 上海宾馆正门口三根旗杆（地铁罗宝线：华强路 B 出口出往后走 100m、公交站：上海宾馆东）】 
第 2 站【08:00 深大北门对面的天桥下，车头往南头宝安方向 

（地铁罗宝线：深大站 A3 出口直走 300m、公交站：深大北 1）】 
第 3 站【08:10 宝安交通运输局公交站（107 国道往广州方向）】 
第 4 站【09:15 东莞康华医院正门】 
六、用车情况： 

10-20 人   22 座车    

21-32 人   33 座车    

32-36 人   37 座车 

37-48 人   49 座车    

48-52 人   53 座车 

七、特别说明： 

1. 此线路最低成团人数为 20 人（成人）；如收客人数不足 20 人时，本公司将于出团前 1 天通知客人，客人可选择

延期出发、更改线路出行、或可能拼入其他组团社游客、或退回所交团款，旅行社不承担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 

2. 出发地：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地：广东省清远市。 

3、地接社：深圳市新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   

4、如出团前一天 12:00 后取消或改期，需补车差 150 元/人！（如出发当天取消，损失费按实际产生计算）； 

5、请您必须带好有效证件原件（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台胞证、回乡证军官证等），儿童携带户口簿原件或复

印件，入住酒店必须一人一证(否则无法入住酒店)； 

6、为避免造成漏接，导游会于出团前一天晚上 20:00（最迟）前通知客人集合时间地点，如客人提前一天未接到导

游联系的，请务必联系组团社操作人员； 

7、请游客提前 15 分钟前往集中地点（过时不候，敬请体谅）； 

8、游客在旅游期间需要遵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因自身过错或者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游客自

负，旅行社不承担责任。特别提醒：贵重物品（现金、首饰、贵重设备等）请随身携带或存放在景区贵重物品保管

箱； 

9、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旅游车辆严禁超载，执行一人一正坐的规定。未成年小童及婴儿均需占有车位。敬请客

人按实际报名人数出行，未经旅行社同意不能临时增加人员（包括小童及婴儿），如遇车位不足，我社将拒绝上车； 

10、请您仔细阅读本行程，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出游过程中，如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原因需放弃

部分行程的，或游客要求放弃部分住宿、交通的，均视为自愿放弃，费用不予退还，放弃行程期间的人身安全由旅

游者自行负责； 



 

11、请自愿购买旅游意外保险，1.4 米以下小童、55 岁以上老人、不适宜参加剧烈运动的游客敬请根据自己的身体

状况选择适合的线路参团；此行程为我司综合包价产品，若按景区规定持老人证等有效证件享受免票政策，我社将

按照采购团队成本价格给予退还； 

12、敬请各游客认真如实填写意见书，我社将以游客亲自填的意见书，做为处理投诉及反馈意见的重要依据； 

13、如游客餐饮有特殊要求（如素食、民族禁忌等），烦请提前告知，以便安排； 

14、安全防范：旅行社的导游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为游客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旅行社工作人员在接待游客报名

时已经充分告知本行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对游客身体健康的要求，旅游活动中游客必须注意自身安全和随行未成年人

的安全，晚上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请携带好酒店名片结伴出行，且 22：00 之前务必返回酒店，自由活

动期间发生任何问题游客须自行负责。旅行社导游会提醒客人务必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自由活动期间的安全责任

由客人自负，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有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15、70 周岁以上老年人预订出游，须签订《健康证明》并有家属或朋友陪同方可出游。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

75 周岁以上的旅游者单独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16、旅游投保的旅游意外保险，保险公司承保年龄范围为 2-80 周岁，其中 70 周岁以上游客保费不变，出险按保额

的 50%赔付，属于急性病的只承担医疗费用，不再承担其他保险责任； 

17、不可抗力：由于不可抗力如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火车延误、汽车塞车等原因如造成团队行程更改，延误、滞留

或提前结束时，按《旅游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处理； 

八、【旅游温馨提示】 

*1、如遇旅行社不可控制因素（如塌方、塞车、天气、船班延误、车辆故障等原因）造成行程延误或不能完成景点游

览或影响来回程的交通时间，旅行社负责协助解决或退还未产生的门票款，由此产生的费用游客自理，旅行社不承担

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 

*2、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不影响整个行程项目。 

*3、按照广东省旅游局日前下发的《关于我省星级饭店逐步取消一次性日用品的通知》，从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广东省

星级饭店将试行不再将一次性日用品配送至每间客房，部分酒店已取消免费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请您自带有关日用品，

舒适环保旅游！ 

*4、游客在活动期间不遵守相关规定、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的行为或者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

自负，旅行社不承担责任。特别提醒：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或存放在景区贵重物品保管箱； 

*5、若中途自愿离团，组团社扣除实际产生费用后，将未产生费用余款退还，给旅行社造成损失的，旅游者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6、年龄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预订出游，须签订《健康证明》并有家属或朋友陪同方可出游。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

接待 80 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敬请谅解。 

*7、旅游车辆严禁超载，未成年小童及婴儿均需占有车位，敬请按实际报名人数出行，未经旅行社同意不能临时增

加人员（包括小童及婴儿），如遇车位不足，我社将拒绝上车。 



 

*8、出团时必须携带身份证或其他证件，以备当地酒店或公安机关随时检查，否则后果自负。不便之处，敬请见谅！ 

*9、为倡导环保生态旅游，请各位游客爱护当地环境，做到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 

【温泉注意事项】  

*1、必须先沐浴洁身，使身体适应水温，同时更容易吸收温泉水中的的矿物质； 

*2、到温泉池必须穿着泳装及拖鞋，小心地滑； 

*3、浸浴应分多次进行，每次浸泡 10-----15 分钟应上岸稍作休息后再浸； 

*4、初次不适应或浸泡时间过长者，可能会出现口干或胸闷等不适感觉，此时应立即起岸稍作休息，并可少量饮用

开水或饮料； 

*5、凡患有较严重心脏病，高血压，怀孕或身体不适者不宜入池浸泡，但可在房间淋浴，醉酒都一律严禁入池浸浴； 

*6、浴后用清水冲洗身体，但不宜用肥皂或浴液，以保存皮肤表面所吸收的矿物质； 

*7、因温泉水属于重碳酸型水，故不能饮用； 

【关于涉水登山项目的注意事项】 

*1、行程如有水上项目，水性不好的团友需多注意安全并请携带儿童出游的家长多加看护 

*2、参加温泉、漂流水上等项目，请自备泳衣以及多一套衣服；提醒携带防雨、防晒、防叮咬用品及常用小药； 

*3、漂流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刺激性、危险性的运动项目，漂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擦碰，请自觉遵守景区

的相关规定。漂流景区已购买意外保险，若意外受伤，景区及保险公司会负责相关的治疗费用（不承担治疗费以外

的任何形式经济赔偿，如：误工费、营养费、美容费等）；参加漂流的游客请务必认真听导游讲解相关的漂流安全注

意事项，保护漂流过程中自身的安全。 

*4、旅客水上活动注意事项： 

*5、请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如孕妇、心脏病患者、高低血压病患者、骨质疏松者、高龄者、幼龄者，或任何不适合

剧烈、刺激性活动的病患者等，绝对不适合参加项目。 

*6、从事水上活动（漂流、划船），请务必穿上救生衣；乘坐快艇时禁止坐船头前面的座位，以免受伤；任何船只行

走时，请安坐在座椅上勿随意走动，以免跌撞受伤；切勿将手或脚放置在船边或栏杆上，以免夹伤或碰撞伤。 

*7、海边戏水游泳时，不要单独活动，更勿超过海边、海上安全警戒线的范围； 

 

 

特产点/购物店场所及停留时间 

备注：参予本次活动期间，是经客人主动统一要求前往游览以上项目，旅行社已告之客人以上项目均为产品推销场所

（不强迫消费），请客人购物时注意商品质量及价格，并向商家索取相关票据或证明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凭证。

项目 经营商品 停留时间 备注 

红不让百菇园 主营：灵芝、猴头菇、鹿茸等。 50 分钟  



 

客人需对自行购买的商品价格和质量负责。 

 
                                     本人已阅读签名：               

                     补 充 协  
 (文件编号：       ) 

旅行社：                旅行社有限公司  
 
鉴于客人与旅行社已签订了旅游合同（团号：             ），现客人主动提出在行程中增加部分购物及自费 
项目，旅行社根据客人要求，经过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与客人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本协议所约定之购物及自费项目，均为客人主动要求增加，旅行社无任何强迫性行为,在约定的购物及自费项
目活动中，客人同意自行承担相关风险。 

2、客人购物时将注意商品质量及价格，并向商家索取正式发票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客人需对自行购买的商
品价格和质量负责。境外购物的应自行承担购物活动所产生的各项关税、费用等项，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
将由客人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 

3、根据客人要求增加的具体项目： 
4、上述增加的项目若达不到最低参加人数的，或履行前或履行中遇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

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或造成对其他客人有异议的，双方均有权解除，旅行社在扣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
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客人。 

5、本补充协议不是任何一方提出并定制的格式条款，而是经双方共同友好协商一致的结果，同时得到旅行社和客
人双方的完全理解和认同。 

6、本补充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自双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以上内容阁下已阅读并知悉，请签名确认！ 

 
 

游客签字确认：                   

 

旅行社（盖章）：                  领队(导游)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