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ONMAN70.3 Xiamen 将在“爱拼才会赢”这座美丽的“海上花园”厦门环岛路上举行，比赛地展现了厦门
这一滨海城市旅游胜地的迷人之处，比赛转换区将设置在设施齐全，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IRONMAN Xiamen 70.3
2019年11月10日，星期日



厦门厦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厦旅国际），隶属于市属大型国有企业——厦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福建旅
游龙头企业，全国首批、厦门第一家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特许经营出国旅游的组团社。公司精英荟萃，实力雄厚，
2001年起蝉联全国国际旅行社百强，是福建省和厦门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省首批金牌旅行社、质量信誉
5A级旅行社。

我们拥有一批在会展业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业人才，和承接大型会议、活动的丰富待经验，多年保持客户服务零投
诉，积极向上，充满热情。 “用细节做好服务”让每位选手及参与者感受厦门的热情！

预定选择：
我们为本次赛事提供两款服务产品供您选择:
住宿+额外项目:本产品针对需要安排酒店住宿以及额外项目的参赛选手及观众。本产品将为您提供更多的便利。

官方套餐:本产品提供您在厦门停留期间的全方位服务及协助。

旅游, 食宿&赛事套餐



赛区&酒店位置

①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距离赛事地点约1.2公里

② 厦门宸洲洲际酒店
距离赛事地点约1.4公里

③ 厦门日航酒店
距离赛事地点约750米

④ 厦门君泰酒店
距离赛事地点约2公里

⑤ 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
距离赛事地点约6.3公里



官方套餐内容（套餐详细内容请参考下文）

1.赛事入场资格
2.接机服务
3.送机服务
4.三晚住宿于①：准五酒店 –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豪华大床房/豪华行政海景大床（酒店详情请参考下文）
   三晚住宿于②：国际五星酒店-厦门宸洲洲际酒店-豪华海景大床房（酒店详情请参考下文）
   三晚住宿于③：国际五星酒店-厦门日航酒店-豪华大床房/标准双床房（酒店详情请参考下文）
   三晚住宿于④：准五星酒店-厦门君泰酒店-豪华大床房/标准双床房（酒店详情请参考下文）
   三晚住宿于⑤：四星酒店 – 厦门亚洲海湾酒店北区山景大床房/标准双床房（酒店详情请参考下文）
5.酒店早餐1-2份（比赛日早餐将提早至上午 04：30 开始供应）
6.2019 年11月9日的自行车赛道考察
7.酒店提供脚踏气泵的使用或于比赛日配备可移动式脚踏气泵
8.酒店全套娱乐设施，包括健身房，水疗及游泳池；提供赛后免费饮用姜茶、饮水服务，赛后自行车冲洗擦拭地点、
赛前/后自行车存放服务点（置放于酒店指定安全监管区域），在店住宿选手凭参赛证酒店内所有消费免服务费。

此官方旅游套餐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26日前



厦门国际中心酒店位于风光旖旎的环岛路风景区，与台湾大小金门岛隔海相距仅4600米，毗邻香山国际游艇码头、
奥林匹克博物馆、观音山商务运营中心、海峡西岸金融中心，与著名的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以相连。酒店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与五通码头相距约8公里，距厦门高崎国际机场17公里，距火车站13公里，距鼓浪屿轮渡码头20公
里。酒店周边商业购物中心众多，为您的购物增添更多的选择。酒店距离万达商业广场约为6公里，距瑞景商业中
心、加州商业广场约为5公里。

准五酒店-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距离比赛地点：酒店距离赛事地点约1.2公里



单人报名套餐
(包含一个赛事入场资格以及官方旅游套餐，用房为一间单人大床房)
人民币：5730元/人；美元：890/人；豪华大床房
人民币：6150元/人；美元：955/人；豪华行政海景大床房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套餐费用

酒店延住
如您需要酒店延住(提前或延后），请参考以下价格：

人民币:1030元/间/晚；美元：160/人；豪华大床房
人民币:1180元/间/晚；美元：185/人；豪华行政海景大床房

以上房价基于大床房或者标准双床房每间每晚，含早餐



厦门宸洲洲际酒店坐落于厦门新兴国际金融中心，靠近风景优美的环岛路海岸线，步行可达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JFC品尚中心及海滩，交通便捷，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

国际五星酒店-厦门宸洲洲际酒店

距离比赛地点：酒店距离赛事地点约1.4公里



单人报名套餐
(包含一个赛事入场资格以及官方旅游套餐，用房为一间单人大床房)
人民币：5950元/人；美元：925/人；豪华海景大床房

厦门宸洲洲际酒店-套餐费用

酒店延住
如您需要酒店延住(提前或延后），请参考以下价格：

人民币:1100元/间/晚；美元：175/间/晚；豪华海景大床房

以上房价基于大床房或者标准双床房每间每晚，含早餐



厦门日航酒店是一家国际豪华星级酒店，位于思明区文兴东路，邻近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距机场、火车站仅15-25
分钟左右车程，风光旖旎的环岛路风景区、瑞景商业区与众多旅游观光点均在乘车10-15分钟左右，酒店秉持温馨
高雅时尚的理念，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式的周到细致相融合，为客人提供宾至如归的热忱、个性化的服务。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畅通便利。

国际五星酒店-厦门日航酒店

距离比赛地点：酒店距离赛事地点750米



单人报名套餐
(包含一个赛事入场资格以及官方旅游套餐，用房为一间单人大床房)
人民币：4900元/人；美元：760/人

厦门日航酒店-套餐费用

酒店延住
如您需要酒店延住(提前或延后），请参考以下价格：

人民币:750元/间/晚；美元：120/间/晚（豪华大/双床）

以上房价基于大床房或者标准双床房每间每晚，含早餐



厦门君泰酒店是位于美丽的海上花园——鹭岛厦门，坐落于思明区前埔文兴西路1459号，它是一家按高星级标准，
时尚而又简约，雅致而又温馨，周到而又细腻的商务、会议、度假、休闲型酒店。其地址位置优越，坐拥前埔不夜
城、国际会展中心、软件园区，毗邻瑞景、加州两大商业广场，依山伴海，都市夜景，尽收眼底，交通便捷， 酒店
距国际机场约17分钟车程，距火车站约7分钟车程。距厦门国际机场约15分钟车程，距火车站仅10分钟车程，步行
至美丽的厦门东海岸边只需5分钟。鼓浪屿、万石岩植物景区，环岛路风景线，观音山游乐园等游览胜地近在咫尺，
是您商务、休闲、旅游的理想选择。 酒店东邻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厦门软件园、国际奥网城、马拉松赛道及前
埔商业不夜城；西连瑞景商住中心、加州商业广场。酒店依山傍海，碧海蓝天、都市夜景尽收眼底。

准五酒店-厦门君泰酒店

距离比赛地点：酒店距离赛事地点2公里



单人报名套餐
(包含一个赛事入场资格以及官方旅游套餐，用房为一间单人大床房)
人民币：4250元/人；美元：655 /人

厦门君泰酒店-套餐费用

酒店延住
如您需要酒店延住(提前或延后），请参考以下价格：

人民币:530元/间/晚；美元：85/间/晚（豪华大/双床）

以上房价基于大床房或者标准双床房每间每晚，含早餐



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位于风景秀丽的东海岸环岛路中段，背倚巍巍青山，隔海近望台湾金门、大担、二担岛，坐拥
沿海步道，汇聚连接海峡两岸的水路于一体。北临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南倚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特
色深巷曾厝垵等名胜景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是一家以花园别墅式为主的滨海度假型酒店，分为海景和山景两
个园区，总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海景区由1栋主楼、26栋浓郁欧式风格的独立别墅组成，山景区由3栋连体楼宇
组成。舒适典雅的海景客房户户面海，并带有观景阳台。海景区步行至沙滩约20秒，山景区步行至沙滩约3分钟，
让您尽览如银沙滩，在体会海天一线的惬意感受时，还可观赏最美的日出与日落。酒店配有超大户外海景水晶泳池，
让您在运动的同时观赏到碧海蓝天的美妙景色。同时，这里还配备多种规格的会议室、多功能厅、中餐包间，以及
由香港名厨主理的正宗粤菜、纯正经典的西式美食，入住客人更可在此享受池畔烧烤、海滩晚会等等，为您的旅途
增添更多的乐趣，留下美好的回忆。

四星酒店-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北区-山景区）

距离比赛地点：酒店距离赛事地点6公里



单人报名套餐
(包含一个赛事入场资格以及官方旅游套餐，用房为一间单人大床房)
人民币：3900元/人；美元：605/人

厦门亚洲海湾酒店-套餐费用

酒店延住
如您需要酒店延住(提前或延后），请参考以下价格：

人民币:420元/间/晚；美元：65/间/晚（豪华大/双床）

以上房价基于大床房或者标准双床房每间每晚，含早餐



套餐外服务
交通服务
如需预订私人或团体交通用车服务，请咨询官方合作旅行社，厦门厦旅会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或者发邮件至以下
地址以获取更多信息： indo_op4@chinadreamtour.cn 

车型 单趟价格 包车价格
（08：00-18：00）

四座轿车

帕萨特、雅阁、广本、天
籁同级

　
人民币：200
美    元：30

人民币：900
美   元：140

七座商务车

别克商务车

　
人民币：250
美    元：40

人民币：1000
美    元：155

9-11座商务车

丰田海狮

　
人民币：300
美    元：50

人民币：1400
美    元：215



套餐外服务
翻译服务
如需预订翻译服务，请咨询官方合作旅行社，厦门厦旅会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或者发邮件至以下地址以获取更多
信息： indo_op4@chinadreamtour.cn 

语种 翻译服务时间
（08：00-18：00）

英语 人民币：800
美   金：125

泰语 人民币：800
美   金：125

日语 人民币：800
美   金：125



旅游服务
厦门半日游

A. 鼓浪屿半日游
于预定地点集合，乘车往码头，搭乘渡轮往海上花园--鼓浪屿。抵达后欣
赏万国建筑博览，包括前英国领事馆，前德国领事馆，前西班牙领事馆，
以及由海外华侨所捐建的别墅。游览菽庄花园，感受传统的中国园林建筑
风格；以及中国唯一的钢琴博物馆，这里收集了超过 70 架来自全球各地
的钢琴。结束后回到预定地点。

人民币：225元/位；美金：35/位

备注：1、鼓浪屿游览需提前给到身份证号码+姓名等信息，以便购票上岛
          2、以上报价基于 10 人以上的团队，若少于 10 人，价格另议



旅游服务
厦门半日游

B. 集美学村半日游
于预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集美----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故乡。游览被
视为闽南石雕大观园的鳌园。在这里，你也可以了解到陈嘉庚先生的发
家史，以及他的生平事迹。结束后前往惠和石文化园，欣赏精美的石
雕，以及高超的石雕雕刻艺术。结束后回到预定地点。

人民币：210元/位；美金：32/位

备注：1、以上报价基于 10 人以上的团队，若少于 10 人，价格另议



旅游服务
厦门半日游

C. 胡里山炮台+海上看金门半日游
于预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胡里山炮台，观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火炮，清
朝兵营蜡象馆，游览约1个小时后，于预定地点集合上车，乘车前往轮渡
和平码头。乘仿古游船,海上看金门；鼓浪屿、台湾大担、二担等岛屿美
景尽收眼底（不下船），游览约2个小时，结束后回到预定地点。

人民币：360元/位；美金：55/位

备注：1、此游览不适用于比赛当天
          2、以上报价基于 10 人以上的团队，若少于 10 人，价格另议



旅游服务
厦门一日游
A.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
于预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南靖。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田螺
坑土楼群。它有着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整个土楼群无不彰显着当地客家
人鬼斧神工的建筑艺术。接着前往游览裕昌楼。这是一座有着超过 600
年历史的土楼，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内部柱桩东歪西斜的土楼。结束后
前往塔下村。一条长长的溪流横穿整个村庄，像是在描绘一幅大自然的
图画。结束后返回厦门，回到预定地点。

人民币：400元/位；美金：61/位

备注：1、以上报价基于 10 人以上的团队，若少于 10 人，价格另议



旅游服务
厦门一日游
B.战地观光 ----金门一日游
于预定地点集合，前往厦门五通码头，搭乘豪华客轮前往金门水头码
头，专车前往【水头古厝群】欣赏中西合并之古洋楼(得月楼)及传统闽
南式建筑(酉堂别业)，游览鬼斧神工打造的【翟山坑道】其气势磅礡，
令人叹为观止，此坑道为水陆两用坑道，是昔日两栖部队的小艇基地.续
往气宇非凡的【莒光楼】听取多媒体简介，认识全新的金门及拍照留
念，进餐厅享用金门风味午餐，继续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中山纪
念林】在此享受森林沐浴般的洗礼及目睹栩栩如生且声效俱佳的(乳山故
垒)和呈现于眼前各类武器大展. 在此行程即圆满结束，搭乘豪华客轮返回
厦门，回到预定地点。

人民币：550元/位；美金：85/位

备注：1、以上报价基于 10 人以上的团队，若少于 10 人，价格另议



外出娱乐项目

厦门老街-中山路

厦门中山路始建于1925年，位于厦门岛西南部。自开街以来，一直是厦
门的商业龙头、经济中心。这条步行街也是全国唯一一条直通大海的商业
街，全长1198米，宽15米，一头连着厦庇五洲客的宾馆大厦，一头连着
门泊万倾涛的碧波大海，与海上花园“鼓浪屿”遥遥相望。中山路是厦门
最老牌的商业街，人流旺，商品多，名气大，它是厦门现已保留较完整的
展现近代历史风貌的旧城街区，拥有小走马路、陈化成故居、中华第一圣
堂等众多人文古迹。

推荐小吃打卡地点：1、沙茶肉串蚵仔煎（中山路步行街32号）
                              2、局口拌面（中山路巨口横向4号）
                              3、豪香里脊（大中路1号之2铺）



外出娱乐项目

厦门文艺聚集地-沙坡尾

沙坡尾是厦港街道辖7个社区之一。其名来源是因为这是一大段沙滩的最
末端。早期厦港渔区的海岸线是一片宽阔平展的沙滩，清道光《厦门志》
载：“沙长数百丈，风水淘汰，毫无所损”，因细沙均匀且洁白如玉，故
有“玉沙坡”的美称。可惜大自然的造化，却被后来修堤筑岸所破坏。玉
沙坡按其历史又可划分“沙坡头”与“沙坡尾”两个阶段，其分界线是一
条从碧山岩汇集而下的南溪仔，入海口恰好是现今大学路与民族路的交接
处。早期有一座“太平桥”，就是连接沙坡头与沙坡尾的地方。

推荐原因：沙坡尾是厦门最具有文艺气息的地方，适合拍照，放松身心，
临近世贸大厦、厦门大学，也是厦门商业繁华的一个标志性地点。



航班预订

我们为您提供机票预订服务，为您扫去旅途烦忧！
1.根据您的行程为您定制最经济，最合适的航班；
2.我们还可以为您申请航空公司特殊时间段的特价机票；
3.我还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量身定制行程；
套餐及套餐外（交通、翻译、旅游、航班）预订联系方式

姓       名：江女士
电       话：+86-592-3989843/17306009196
邮       箱：indo_op4@chinadreamtour.cn
姓       名：郑女士
电       话：+86-592-3989849/18805002837
邮       箱：zhengsiyuan@flmice.com
工作时间：09：00-18：00
1.每个套餐包含每位客人3晚的住宿费用；
2.只接受人民币、美金为官方付款币种；
3.费用全额缴交后，不做退款；
4.机位及票价以实际开票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