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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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江的夜景也是一绝，无论是船中夜景灯还是柳江边散步，都是不容
错过的绝佳去处。除此之外，宛如梦幻的紫荆花、热辣鲜香的螺蛳粉、热
情洋溢的节日气氛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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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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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RONMAN 70.3柳州站将会在市中心位置的江滨公园开始进行，观
众可以在岸边或者桥上为运动员加油助威。随后，运动员将离开柳江前往换项
区进行换项。窑埠古镇是游泳赛道的终点，换项区、铁人村以及终点都位于这
个区域。作为2020 IRONMAN 中国赛开年之战，柳州站也是检验各位铁人冬
训成果的好机会。

2020 IRONMAN 70.3 柳州站将提供25个2020年 IRONMAN 科纳世锦赛
名额及50个2020 年 IRONMAN 70.3 世锦赛资格。

2017年 IRONMAN 70.3首次在柳州举办，就获得了大量的好评。游泳赛
道全程顺流，自行车和跑步赛道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平坦，正是如此，柳州站一
举拿下“自行车赛道总体满意度”奖项第五名以及“未来会继续参赛”第六名。

——“对柳州站的自行车赛道简直大爱！封闭赛道实在太爽了，

赛道非常好，我以后会继续道中国参赛！”

——“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参赛都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去全世

界不同的地方旅行参赛是我的最爱，遇到一个美丽的城市更是妙不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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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3年，是中国国际旅行社 
100 强，以其出色的综合实力，在安徽
省旅行社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实
力。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品
牌，拥有超过 400 名员工。

旅游
接待团队成功承接了IRONMAN

中国赛其中六场 IRONMAN 70.3 赛
事的旅行套餐定制和接待服务，接待
和服务过超过2000名的运动员及家
属，获得好评无数。我们是一个专业、
热情的活动团队，我们的目标是尽全
力的安排您的旅行和住宿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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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包含报名费、住宿、早餐、接送、摆渡车
以及为需要增加额外咨询服务的参赛选手及观众
提供的服务，将为您提供更多的便利。

本产品提供参赛选手及家属赛前赛后旅游，酒店
住宿及交通，以及您在柳州停留期间的全方位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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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套餐

单人套餐：CNY4988
双人套餐：CNY7388

第6页

ü 报名费
ü 一间三晚酒店住宿

ü 自助早餐
ü 柳州机场/火车站往返接送

ü 自行车赛道考察

/ ü 酒店到铁人村摆渡车

距离游泳起点 4.4km 5.1km
第7页

距离铁人村 2km 2.8km

单酒店预订+自助早餐 CNY2180 CNY2180
**含酒店到铁人村摆渡车 第8-9页

单接送预订
柳州机场/火车站：CN350

桂林机场：CNY450
南宁机场：CNY550

第10页

旅游 夜游柳江：CNY90/人
柳州风情一日游：CNY360/人（10人起） 第11页

详情



一名运动员套餐
CNY4988

两名运动员套餐
CNY7388

参赛名额（名额有限），价格跟随官网变动。

u 一间三晚酒店住宿（酒店详情参考下文）

u 酒店早餐（比赛日早餐将提早到 4:30-5:00 开始

供应）

u 酒店健身房、游泳池免费使用（6:00-23:00）

u 比赛用自行车存放于酒店房间或酒店指定安全区

域存放

u 酒店提供自行车免费冲洗服务

接送机/接送站往返服务（其他地点接送请联系我们，

详见接送服务页）

u 柳州白莲机场

u 柳州站

4月10-12日酒店到起点摆渡车 （仅嘉华酒店）

4月11日（星期六）自行车赛道考察。

u 报名费价格随官网变动，套餐价格也随之上浮。

u 套餐价格包含的酒店房型均为基础房型。

u 如需桂林机场接送每人需加CNY400，如需南宁机

场接送每人需加CNY600(拼车，5人起)

u 增加一名陪同人员需加 CNY 200（不携带自行车）

u 赛道考察和摆渡车具体时间以酒店大堂展示为准

u 报名同一套餐的参赛选手及陪同人员需同时抵达柳

州

u 接送服务采用拼车模式，等待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柳州富力
万达嘉华
酒店

柳州丽笙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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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柳州市

A B

1 2

柳州站 柳州白莲机场

江滨公园（起点） 窑埠古镇（铁人村、终点）

柳州富力万达
嘉华酒店

柳州丽笙酒店

8.8 km 27 min

5.1 km / 15 min

2.8 km / 8 min

18 km / 
43 min

8.1 km / 26 min

4.4 km / 14 min

2 km / 6 min

柳州白莲机场

柳州站

江滨公园（起点）

窑埠古镇（铁人村、终点）

柳州丽笙酒店 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157 km / 2 h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280 km /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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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订房，包含双份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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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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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曾连续三年接待过柳州站的运动
员，获得好评无数。

从丽笙酒店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窑
埠古镇，即铁人村。运动员也可在窑埠古
镇享用到地道的柳州美食。

u豪华房
    面积：32m2

    大床宽：1.8m
    单人床宽：1.2m
u健身房
    开放时间：06:30-23:00
u室内泳池
    开放时间：06:30-23:00
    规格：泳池长 25m，宽 10m，深度 
1.4 米至 1.6 米

四天三晚：CNY 2180
五天四晚：CNY 2880

旅行合作伙伴将在酒店大堂设立接待
台，有任何问题可随时来酒店大堂咨询。

各项赛事信息也将在酒店大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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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共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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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房均配备“嘉华之床”，另
有“妙梦”助眠系列可供选择。

酒店曾连续三年接待过柳州站的运动
员，获得好评无数。

颁奖晚宴将在这里举行。

旅行合作伙伴将在10-12日设立摆渡
车，将运动员送至铁人村，大约十分钟即
可到达铁人村。（通过旅行合作伙伴预订
酒店的运动员及家属均可免费乘坐哦！）

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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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豪华房
    面积：40m2

    大床宽：1.8m
    单人床宽：1.35m
u健身房
    开放时间：06:00-23:00
u室内泳池
    开放时间：06:00-23:00
    规格：长20米，宽8米，深度 1.1米至 
1.4米

旅行合作伙伴将在酒店大堂设立接待
台，有任何问题可随时来酒店大堂咨询。

各项赛事信息也将在酒店大堂展示。

单订房，包含双份早餐 & 酒店至铁人村摆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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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在柳州市的大部分接送将采用新能源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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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机的工作人员会持接机牌在出站口等候您。

CNY 350 人/车
CNY 200 人/无车

CNY 450 人/车
CNY 300 人/无车

CNY 550 人/车
CNY 400 人/无车

u 以上价格均为单趟价格
u 拼车服务5人起拼，不够5人需要等候，等

待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u 如需其他车型的专车服务，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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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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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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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成团）
含车，含导游，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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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  +86-15305654125
微信ID(同手机号)：Misspufflover
whatsappID：+86-15305654125
邮箱 :  ironmanliuzhou@qq.com
工作时间 : 09:00-17:30 (GMT +8:00)

手机：+86-15105605168
微信ID(同手机号)：Aileen___zyy29
whatsappID：+86-15105605168
邮箱：ironmanliuzhou@qq.com
工作时间：09:00-17:30 (GMT +8:00)

附加信息:
u欢迎用微信联系我们；
u只接受人民币，美元付款方式；
u预付款不可退，费用全额结算后，不做退款；
u信用卡支付将有4%的刷卡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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