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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崇明 】

2020年10月18日， IRONMAN 70.3 第三年坐标
锁定中国上海，崇明岛。

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屿，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河口冲击岛，因此崇明岛也被誉为“长江门户，东海瀛
洲”。全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林木茂盛，物产富饶，
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崇明岛水洁风清，到处都有未经人
工斧凿的天然风光；绿树成荫的200多公里环岛大堤，
犹如一条绿色巨龙，盘伏在长江口上。清晨，登上大堤
东端，欣赏东海日出，不减泰岱奇观；傍晚，立于大堤
西侧，饱览长河落日，耳听归舟晚唱，令人心旷神怡。

比赛的游泳场地——明珠湖公园，是目前岛上的
最大内陆湖，是一个美丽的目的地与郁郁葱葱的绿色植
被和广阔的开放空间。明珠湖公园和崇明岛远离上海市
区，似乎是一个远离日常生活喧嚣的世界，也是一个可
以从外面的世界中找到一些宁静和喘息的好地方。

当然还有各种当季的新鲜水果、崇明岛的老毛蟹、
崇明糕、崇明刀鱼等等都是不容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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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岛环江靠海，具备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特征，
温和湿润；并且地势平坦，无山岗丘陵起伏，为自行
车和跑步赛道提供了最优的比赛条件，也为前来参赛
的国内外运动员提供了多种到达的便利。跑步赛道也
被设置在明珠湖公园内，观赛者可至此处参观为选手
加油助威！

2020年 IRONMAN 70.3 上海站将拥有入围2021
年 IRONMAN 世锦赛的25个名额，以及入围2021年 
IRONMAN 70.3 世锦赛的50个名额。名额分配原则均
遵循世界铁人全球赛事分配原则。

符合入围条件的运动员可以选择 IRONMAN 世锦
赛或 IRONMAN 70.3 世锦赛名额的其中一项。

——上海IRONMAN的跑步路段体验太棒了，景
色漂亮、环境优美、补给充分。

——我喜欢封闭赛道，非常安全，感谢！

——上海崇明站一马平川的自行车赛道非常适合
我这种平路选手，哈哈！

“

Swim

Bik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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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MAN 70.3 上海，崇明】



全方位

【 官方旅行合作伙伴 】

我们为本次赛事提供两款服务产品供您选择:

官方旅行套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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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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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您在上海停留期间的全方位协助。

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 官方旅行合作伙伴

2003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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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团队成功承接了IRONMAN中国赛其
中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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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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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旅行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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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列表 】

桃源水乡大酒店 新崇大酒店 天鹅苑

旅行套餐

   ×1 CNY5588 CNY5288 CNY5088

第6页

   ×2 CNY8588 CNY8288 CNY8088

报名费
酒店住宿
自助早餐

浦东机场往返接送
自行车赛道考察

距离铁人村 8KM 21KM 0.9KM 第7页

单酒店预订+自助早餐 CNY2580 CNY2280 CNY2080 第8-10页

单接送预订 CNY400 人/车 第11页

旅游
购物巴士 CNY50/人

迪士尼一日 CNY1000/人
上海市区一日 CNY1488/人

第12-13页

联系方式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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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名额（名额有限），价格跟随官网变动。报名费

l 一间三晚酒店住宿（酒店详情参考下文）
l 酒店早餐（比赛日早餐将提早到 4:30-

5:00 开始供应）
l 酒店健身房、游泳池免费使用（新崇、天

鹅苑酒店无泳池）
l 比赛用自行车存放于酒店房间或酒店指定

安全区域存放
l 酒店提供自行车免费冲洗服务

酒店住宿

浦东机场接送机往返服务（其他地点接送请
联系我们，详见接送服务页）

接送服务

10月17日（星期六）自行车赛道考察。赛道考察

l 报名费价格随官网变动，套餐价格也随之上浮。

l 套餐价格包含的酒店房型均为基础房型。

l 如需虹桥机场、上海站、市区酒店等地接送每

人需加CNY400

l 增加一名陪同人员需加 CNY 400（不携带自

行车）

l 赛道考察和摆渡车具体时间以酒店大堂展示为

准

l 报名同一套餐的参赛选手及陪同人员需同时抵

达上海

l 接送服务采用拼车模式，等待时间不超过一个

小时

备注

【 旅行套餐 】

桃源水乡大酒店
运动员×1：CNY5588
运动员×2：CNY8588

新崇大酒店
运动员×1：CNY5288
运动员×2：CNY8288

天鹅苑
运动员×1：CNY5088
运动员×2：CNY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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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示意图 】

崇明

上海

A

B

C

1

2

112

8

25

5

91

21

4

1

109

0.9

23

4

机场

铁人村

八一广场(2)

附近超市
(1&2) C天鹅苑 B新崇 A桃源

3

单位：KM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A：桃源水乡大酒店
B：崇明新崇大酒店
C：上海天鹅苑酒店

1：绿华镇（桃源、天鹅苑酒店附近小镇，
可采购生活用品）
2：八一广场（商场、超市、星巴克、必
胜客）
3：农工商超市（新崇酒店小型超市，可
采购生活用品）

崇明青少年游泳馆→新崇酒店：800M

明珠湖公园（铁人村、起点、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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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水乡大酒店 】

单订房，含双份自助早餐
四天三晚：CNY2580
五天四晚：CNY3330

崇明桃源水乡大酒店位于崇明县西端西沙湿地和明珠湖畔。
酒店拥有风格迥异的格式房间，还配有中餐和简单西餐，提供江、湖鲜、三岛

农家菜等菜肴。
桃源水乡酒店是赛事官方酒店，获得好评无数。颁奖晚宴也将在这里举行。

IRONMAN将设立摆渡车，将运动员送至铁人村，大约十分钟即可到达。
另旅行合作伙伴也将提供八一广场购物半日游乘车服务，有需要的朋友们可到

接待台咨询！详情请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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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级、景观房】面积：40m2      大床宽：2m      单人床宽：1.2-1.5m
【健身房】开放时间：10:00-22:00
【室内泳池】开放时间：06:00-21:00
                    规格：泳池长25 m，宽12m，深度0.8m~1.8m

5km 8km

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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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订房，含双份自助早餐
四天三晚：CNY2280
五天四晚：CNY2930

上海新崇大酒店是崇明生态岛上一家涉外商务酒店，更是历年来国际女子自行
车公路世界巡回赛的指定酒店。

酒店拥有各式客房，提供国际卫星电视、国际国内长途直拨、宽带上网，客房
提供餐服务、保险箱、迷你吧、洗衣等服务配套设施。览绿岛美景，独享惬意生活。
中西餐厅装修风格迥异。经典崇明三岛菜菜肴饕餮精美，使您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IRONMAN将设立摆渡车，将运动员送至铁人村，大约二十五分钟至半小时可
到达。

酒店地处崇明新城核心区域，毗邻繁华的南门八一路商业街。临近的八一广场
内有星巴克、必胜客、屈臣氏等商店。

从酒店步行至游泳馆仅需10分钟，有游泳需求的运动员可前往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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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房】面积：30m2     大床宽：1.8m     单人床宽：1.2m
【健身房】开放时间：06:00-22:00

【崇明青少年游泳馆】
                 开放时间：11:30-20:00
                 规格：泳池长 25-50 m，宽 16-26 m，深度 0.8 米至 2 米

4km

1km

22km

【上海新崇大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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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订房，含双份自助早餐
四天三晚：CNY2080
五天四晚：CNY2680

天鹅苑拥有房车体验区、休闲垂钓区、景观客房区、雅致别墅区、特色餐饮区、
会务娱乐区等六大服务区域。入住天鹅苑，可静看长江水岭，观西沙日落美景，同
时坐拥绿华三万亩桔园之幽，与明珠湖浑然一体。酒店内层林叠翠，鸥鹭桓旋 ，环
境优美，可尽享大自然的温润滋养。

酒店共拥有66间主楼优雅舒适的客房，面积18-20m2，厨房为您打造了别具风
味的崇明菜。

崇明天鹅苑酒店地处明珠湖旁，风景优美，空气优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
离明珠湖公园/铁人村仅900米，步行即可到达。

另旅行合作伙伴也将提供八一广场购物半日游乘车服务，有需要的朋友们可到
接待台咨询！详情请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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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房】面积：18-20 m2     大床宽： 1.8 m     单人床宽：1.2 m

0.9km

4km

23km

【上海天鹅苑 】
-10-



【接送服务 】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崇明
1h15min~1h50min

CNY 400 人/携带自行车

CNY 250 人/无携带自行车

l 以上价格均为单趟拼车价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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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如需其他车型的专车服务，请与我们联系！

专业的服务团队，打理您的行程。
接机的工作人员会持接机牌在出站口等候您，再晚的航班也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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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①

购物巴士 CNY 50元/人
桃源酒店---天鹅苑酒店→八一广场

8壹广场(原八一广场)，雄踞崇明岛核心步行商街八
一路黄金地段，是一个集超市卖场、休闲娱乐、时尚生
活、儿童早教于一体的全龄生活广场。

餐饮：星巴克、必胜客、味千拉面、新石器烤肉等
超市：易盛客超市

10月16日   购物巴士1号
10月17日   购物巴士2号

具体发班时间请看酒店大堂信息

25km

欢迎来到一个前所未见的神奇世界，在此点亮您的心中奇梦。这就是上海迪士尼
乐园，无论老幼，都可以在此感受充满创造力、冒险和刺激的乐趣！把目光投向奇幻
童话城堡，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城堡，准备好开始探索这七大各具魅力而令人难忘的
神奇园区：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和迪士
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

迪士尼开放时间：8:00-20:30
酒店→迪士尼，车程：1h40min左右
行程：早晨6:20在酒店大堂集合，出发前往迪士尼；八点左右到达迪士尼，自由活动。
晚上八点半左右返程，到达酒店约晚上十点。

团队预订价：含车，不含餐，不含导游
平日：CNY900/人 （5人） 周末：CNY1000 （5人）
VIP快速通道：3000/人（提前一周订购）
可单独成团~

迪士尼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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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②

南京路：是上海同时也是全世界最繁华的一条街。如今，南京路分为两个部分，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而在某些地方，南京路仅指1945年以前建成的南京路，
也就是如今的南京东路，并且这条路是禁止机动车行驶的。在拼音采用罗马化之前，南京路也在英文中翻译为 Nanking Road。
外滩：是指上海市中心的河滨区域，它沿着黄浦江西岸。与外滩对应的黄浦江对岸坐落着许多浦东的摩天大楼。外滩通常是指这部分区域沿河的建筑、码头及
其它相邻区域。外滩是上海最出名的旅游景点。
田子坊：田子坊是艺术和工艺品的聚集地，它起源于原上海法租界的一些老式住宅，如今，这里是精品店，酒吧和餐厅的聚集地。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坐落于浦东的摩天大楼。它由Kohn Pedersen Fox设计并由Mori Building公司联合中国建筑集团总公司，及Leslie E. Robertson的相关结
构工程师共同建造。它是个综合性的摩天大楼，包含办公区、酒店、会议厅、观景平台和底层的商场。
黄浦江游船：游客可以乘坐游船看到坐落于黄浦江东岸的摩天大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外白渡桥、黄浦公园、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同样在沿河可以看到吴淞古炮台遗址和一些防御工事的遗迹。穿过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后，你可以欣赏到黄浦江入海口的景色。

团队预订价：
1488元/人 （5人）7座商务车   包含：专车，导游服务和讲解，自助午餐
可单独成团~

行程： 8:30在酒店大堂集合，出发前往南京路游览，19:00 返回到酒店上海市区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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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86-15305654125：手机
Misspufflover：微信ID(同手机号)
+86-15305654125：whatsappID

ironmanshanghai@qq.com：邮箱
 09:00-17:30 (GMT +8:00)：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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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信息:
l 欢迎用微信联系我们；

l 只接受人民币，美元付款方式；
l 预付款不可退，费用全额结算后，不做退款；

l 信用卡支付将有4%的刷卡手续费。

Shelly Wei 魏竹青 赵妍彦 Delia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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