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ONMAN70.3 柳州站

2018 年 04 月 14 日周六
柳州又称龙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中国亚热带地区的北端。柳州是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山水景观独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市辖 5 个市辖区、3 个县、2 个自治县

和 3 个经济管理区，人口接近 400 万。柳州绿山环绕，境内有珠江第二大支流柳江穿过，被誉为“世界第一

天然盆景”。柳州虽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但却有着山清水秀地干净的美誉，文人墨客多流连忘返于此。柳

州在 2016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中位列第七，2016 中国最干净城市排行榜中排名第五。柳州同时还是一

个旅游胜地，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广西其他地貌一样，这里群山起伏，高山峡谷相间，断陷盆地星

罗棋布，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IRONMAN 70.3 柳州站将会在市中心位置的柳河附近开始进行，观众可以在岸边或者桥上为运动员加油

助威。随后，运动员将离开柳河前往换项区进行换项。换项区、铁人村以及终点都位于这个区域。90 公里的

自行车项目开始后，运动员将向北沿着柳河骑行至 23.2 公里左右掉头返回至自行车起点，再开始第二个短圈

的骑行。运动员将有机会欣赏到柳河沿岸的美景，体验平顺、干净的赛道。运动员会沿着柳河两岸跑两圈，

欣赏到柳州城市的美景。

届时将有 25 个直通 2018 年夏威夷 Kailua-Kona 世界铁人三项锦标赛的名额给到本次柳州

IRONMAN70.3 优胜者。同时本次赛事还将提供 50 个 2018 年的南非内尔森-曼德拉湾 70.3 世锦赛名额。



旅游, 食宿 & 赛事方案
安徽万达环球国际旅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是中国国际旅行社 100 强，以其出色的综合实力，在

安徽省旅行社中有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实力。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品牌，拥有超过 400

名员工。

这是一个专业热情的活动团队，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的变数远离你的旅行和住宿安排，让你完全专注

于比赛并享受你的铁人比赛的过程。

我们为本次赛事提供两款服务产品供您选择:

官方旅游套餐:本产品针对只需要安排酒店住宿以及需要增加额外报名项目的参赛选手及观众。本产品将为

您提供更多的便利。

官方旅游线路:本产品提供参赛选手及观众会后旅游，酒店住宿，以及您在柳州停留期间的全方位协助。



官方旅游套餐
 参赛入场资格

 接送机/接送站往返服务

 三晚住宿-----官方推荐酒店（酒店详情参考下文）

 酒店早餐（比赛日早餐将提早到 4:30 开始供应）

 酒店全套娱乐设施，包括健身房及游泳池（6:00-23:00）（天龙湾酒店无泳池）

 4 月 13 日（星期五）自行车赛道考察（提供赛道路线图专业人员讲解）

 4 月 14 日比赛日酒店到起点班车一次 （4:30-TBD）

 比赛用自行车存放服务，于酒店房间或酒店指定安全区域存放

 酒店提供脚踏气泵的使用，部分酒店提供自行车免费冲洗服务

一名参赛选手 两名参赛选手 四名参赛选手

柳州站参赛名额 一名 两名 四名

接送机/站服务（柳州） 往返 往返 往返

酒店住宿 一间三晚 一间三晚 两间三晚

每日早餐 单份 双份 四份

赛道考察 一名 两名 四名

酒店到起点摆渡车 一名 两名 四名

万达嘉华酒店 CNY 4988 / USD 792 CNY 7288 / USD 1156 CNY 13888 / USD 2204

柳州丽笙酒店 CNY 4788 / USD 760 CNY 7088 / USD 1124 CNY 13588 / USD 2156

天龙湾璞悦酒店 CNY 4288 / USD 680 CNY 6688 / USD 1062 CNY 12688 / USD 2014

携带一名助手需加 CNY 200 / USD 32

续住一间一晚：

万达嘉华 CNY 700 / USD 110

丽笙酒店 CNY 680 / USD 107

天龙湾璞悦 CNY 500 / USD 80

 赛道考察和接驳车具体时间以酒店大堂展示为准

 如需其他定制服务请联系我们

 报名同一套餐的参赛选手需同时抵达柳州



交通示意图

公里数/车程时间 柳州丽笙酒店 万达嘉华酒店 天龙湾璞悦酒店

窑埠古镇（终点） 1.8 km / 5 min 2.9 km / 10 min 2.2 km / 7 min

江滨公园（起点） 4.4 km / 15 min 5.2 km / 13 min 4.7 km / 14 min

柳州北站 4.6 km / 15 min 4.7 km / 13 min 4.1 km / 11 min

柳州站 6.9 km / 25 min 7.8 km / 25 min 7.1 km / 25 min

柳州白莲机场 18.2 km / 35 min 18.2 km / 35 min 18.7 km / 3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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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万达嘉华酒店
柳州万达嘉华酒店总建筑面积 36,121 平方米，总高度 80.18 米。酒店共拥有 285 设计时尚，优雅舒

适的客房与套房；风格迥异的餐厅为您奉上全城最精致可口的珍馐美味；设施完备的大宴会厅及多功能厅可承

接各类会议和宴会。酒店拥有 285 间客房及套房，面积从 40 到 208 平方米不等，包含 17 间套房。酒店

客房均配备“万达嘉华之床”，另有“妙梦”助眠系列可供选择。柳州万达嘉华酒店地处城市中心地段，毗邻

大型综合购物中心柳州万达广场，信步可达周边娱乐休闲场所，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游泳池&健身房开放时间：06:00-23:00

泳池长 20 米，宽 8 米，深度 1.1 米至 1.4 米，营业时间：06:00-23:00

单订房，包含双份早餐 & 酒店至起点摆渡车：

两晚 CNY 1580 / USD 251

三晚 CNY 2280 / USD 362

四晚 CNY 2980 / USD 473



柳州丽笙酒店
柳州丽笙酒店，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柳江江畔，雄踞中心商业区，拥有 260 间配备高品质设施的宽敞客房。

所有客房均配备有 iPod 连接系统，37 寸液晶电视及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酒店内设室内恒温泳池，设施先

进的水疗中心；提供多种特色餐饮服务，其中包括地道的法国及意大利特色烹饪、国际丰盛美食及传统的中式

菜肴。

游泳池&健身房开放时间 06:00-23:00

游泳池尺寸：泳池长 25m，宽 10m，深度 1.4 米至 1.6 米

单订房，包含双份早餐 & 酒店至起点摆渡车：

两晚 CNY 1480 / USD 235

三晚 CNY 2180 / USD 346

四晚 CNY 2880 / USD 457



天龙湾璞悦酒店
柳州天龙湾璞悦酒店坐落于柳州市城中区河东 CBD 中心晨华路。酒店拥有雅致的客房，设计典雅，装潢

时尚，在艺术精品的点缀下，处处彰显高雅品味；房内设高速无线网络、定制的床及床上用品让宾客酣然入梦。

酒店拥有空中接待大堂，180 度江景视角，柳江及独特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空中全日制餐厅设 21 楼，为宾

客提供自助早餐、下午茶、客房送餐等服务，让宾客尽享美食美景。2 楼悦雅居餐厅为全天候时尚茶市餐厅，

让宾客在柳州亦能品尝到正宗粤港茶点。酒店另设有空中健身中心、会议室，提升宾客的住店体验。

健身房开放时间：06:00-23:00

单订房，包含双份早餐 & 酒店至起点摆渡车：

两晚 CNY 1180 / USD 188

三晚 CNY 1680 / USD 267

四晚 CNY 2180 / USD 346



接送机/站服务

此次在柳州市的接送内将采用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为纯电动汽车，充电使用，一次充电

可续航 300 公里。零排放，节能环保，并且车厢

内无汽油味，乘坐更加舒适。

行程 公里数 / 车程 人/车（单趟）

柳州白莲机场/火车站-窑埠古镇 18 km / 35 min CNY 400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窑埠古镇 157 km / 2 h 15 min CNY 1400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窑埠古镇 285 km / 3 h 30 min CNY 1800



旅游服务
【夜游百里柳江】(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步步高”豪华游轮是一艘豪华标准的全景观光三层游轮。百

里柳江最经典的两个景点莫过于：水上音乐喷泉，是目前亚洲最大

的江面升降浮式喷泉。喷泉全长 328 米，宽 40 米，设有 832 套喷

头。喷出的水景高达 100 米，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喷泉、音乐与灯

光的综合表演技术。另一个是蟠龙山瀑布群，瀑布群宽约 220 米，

高约 12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广的城市景观瀑布。蟠龙瀑布每天定

时开放，尤其入夜景灯炫美，是夜间旅游摄影的佳景。游船实现了

“船在景中，景在船中的动态衔接，成为百里柳江最美丽的移动风

景。

团队船票预订价：CNY 100/人 CNY 160/两人

【融水双龙沟一日游】

贵宾于指定时间在指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双龙沟景区（车程

约 2.5 小时），双龙沟景区是按国家 4A 级景区标准设计规划，总

占地面积近六千亩，其中五千多亩原始森林里的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双龙沟有五奇：树、藤、瀑、桥、溪：即树木悠古、藤奇百绕、瀑

飞涓秀、溪流潺潺。

右图是广西首座玻璃悬索桥，整座桥由钢绳及玻璃构造，飞架

在双龙沟原始森林中。走上玻璃悬索桥可体验在数十米的高空中悬

空站立，与国内其他玻璃栈道不同的是，由于这是悬索桥结构，并

不是固定不动的，人走上去时，将会出现上下左右的摇摆晃动，加之桥面为全透明玻璃，更让人胆战心惊，与玻璃栈道

感受会截然不同，这也是玻璃悬索桥的亮点所在。

团队预订价： CNY 400/人 （10 人成团）

含车，含导游，不含餐



【风情柳州一日游】（文庙--工业博物馆---龙潭公园）

2010 年 3 月份开始施工建设的柳州文庙，仅半年多便魔幻式地矗立在

柳州市民眼前。它以灯台为靠、驾鹤为案，金碧辉煌地耸立在柳州汉城故址

上。若登高远晀，柳州的文气顿会金灿跃然，成为引人欲意信步于其中的胜

境。

柳州工业博物馆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建成对外开放，填补了广西工业类

博物馆的空白，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第一所城市综合性工业博物馆。博物馆总

用地面积将近 1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设有工业历史馆、

生态宜居馆等主题展馆，截止目前已征集到各类大小工业遗存实物 6224 件，

各种文献资料、图片 11645 件。

龙潭公园，公园里林木苍翠，群山环抱自成屏障，卧虎山、美女峰、孔

雀山等二十四峰形态各异，耸立于一湖（镜湖）二潭（龙潭、雷潭）四谷地

之间。雷龙二潭水温如恒，每逢隆冬，水汽蒸腾，烟雾缭绕，故称“双潭烟

雨”。

团队预订价： CNY 360 /人 （5 人成团）

含车，含导游，不含餐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412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42566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50613


联系我们
姓名 : 魏竹青 Shelly Wei（中/英文）/ 赵妍彦 Delia Zhao（中/英文）

手机 : +86-15305654125/ +86-15105605168

微信 ID(同手机号)：Misspufflover / Aileen___zyy29

邮箱 : ironmanhefei@wanda.com

工作时间 : 09:00-18:00 (GMT +8:00)

附加信息:

欢迎用微信联系我们

只接受人民币，美元付款方式；

预付款不可退，费用全额结算后，不做退款；

国际信用卡支付将有 4%的刷卡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