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象山滑雪场

滑雪场总面积10万㎡，设有
初、中、高三级滑道，主要滑道长
600余米。此外，雪地摩托车、雪
地自行车、滑雪圈、滑雪板等项
目同样精彩刺激，还可以品尝到
各种农家野味和特色美食哦！

票价：门票30元/人;滑雪：
工作日180元/人，双休日210元/
人(含门票)。

地址：济南柳埠镇商家村
公交：65路公交车至商家村

下车,可直达金象山滑雪场。
自驾：济青高速(京沪高速)

转济南绕城高速至济南南出口
(大涧沟出口),沿S103省道至仲
宫大桥向东8公里(S327省道)商
家即到。

咨询电话：88345999

卧虎山滑雪场(12月
开业)
大众旅游滑雪场。场内滑

雪、娱雪、赏雪项目众多，包括单
板、双板、雪地摩托、雪地卡丁
车、雪地CS、雪雕展等，还另设有
免费教学区，可满足不同层次滑
雪爱好者的需求，让你尽享冬日
里的激情与刺激。

票价：门票25元/人，节假日
35元/人；滑雪：工作日145元/
人，双休日175/人，节假日305/
人(含门票)。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
(过仲宫大桥西南3 . 6公里)

公交：65、67、88路在仲宫镇
站换乘88路锦云川支线到张家
桥站下车。

自驾：八一立交桥—英雄山
路—重汽—二环南路—南绕城
高速—过仲宫大桥沿指示牌右
行3公里即到。

咨询电话：82998886

九顶塔国际滑雪场

集滑雪、冰雪娱乐、住宿、餐
饮于一体的综合性滑雪场。占地
1000余亩，分为滑雪场、滑圈场、
滑冰场、雪雕园、冰雪乐园五大

主题区。另外，滑雪之余还可参
观民族风情园，品尝各色美食
哦！

票价：工作日160元/人，双
休日190/人，节假日210/人(含
门票)。

地址：历城区柳埠镇秦家庄
公交：885路公交车直达九

顶塔中华民族欢乐园或67路在
柳埠镇政府下车前行1公里。

自驾：G3高速/济青高速—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出口下
南行—仲宫镇—柳埠—柳埠大
桥南行约800米右拐即到景区。

咨询电话：88559999

金沙湾滑雪场

占地3000余亩，设有初中高
级雪道、滑雪公园和戏雪乐园三
大板块,不仅提供专业的单双板
滑雪项目及轧雪车、魔毯等服务
设备，还可以体验雪地飞龙、速
降蛇形道等众多有趣的娱乐项
目，是体验激情、寻求放松的理
想去处。

票价：门票30元/人；滑雪：
工作日150元/人，双休日198元/
人(含门票)。

地址：章丘市埠村街道办事
处沙湾村

自驾：经十路往东直走—到
圣井立交桥右转S 2 4 3省道南
行—直行7公里到达金沙湾滑雪
场。

咨询电话：83616666

商河温泉基地

占地11 . 7万㎡，为园林式景
观建筑群。温泉体验区设有大型
室内SPA池、标准泳池、亲亲鱼
池、太极八卦泉、死海漂浮等60
余个功能各异的室内外汤池，还
可以体验南洋SPA、保健按摩、
奇石理疗等休闲保健项目和众
多健身娱乐项目。

票价：套票168元/人(含死
海漂浮、鱼疗)，裸票128元/人

地址：商河县商西路8号
自驾：从经二路向东方向—

在路口向右转,朝纬二路行进在

亲亲们们，，别别冬冬眠眠了了，，上上南南 山山玩玩滑滑雪雪，，过过黄黄河河泡泡温温泉泉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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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路向左转—顺河西街向右
转—掉头走左侧匝道,上顺河高
架路—下出口前往绕城高速—
走绕城高速,前往大桥路—在大
桥路前行,上104国道—稍向右
转,走220国道—在248省道向左
转—在商西路向左转到达商河
温泉。

咨询电话：84678158

蓝湖温泉

集温泉泡汤、水疗、住宿、养
生保健和商务休闲于一身的温
泉度假区，设有豪华VIP温泉度
假汤屋及汤院，包括中式、日式、
泰式等不同风格。独门独院的匠
心设计，提供专属的私家室内温
泉和庭院露天温泉，还可以享受
花浴、精油浴、美容养颜浴等众
多特色服务。

票价：38元/人；豪华双人间
388元；联排别墅688元；独栋别
墅2388元。

地址：商河县温泉国际(产
业园区568号)

自驾：济南黄河大桥向北驶
入104国道，前行约2 . 7公里———
在220国道路口右转，前行约30
公里——— 在248省道路口左转，
前行约30公里——— 在省道248东
侧。

咨询电话：68786666

温泉农庄

依丘带水，北临虎丘，西邻
鹤湖，是休闲养生首选之地。农
庄拥有标准双人间，豪华小套
房，豪华大套房等各式客房十
间，每间客房里都有品质上乘的
温泉汤池。独特的设计及人文理

念为您营造独具品位的个性空
间。

票价：标准间：158元；小套
房：228元；大套房：458元。

地址：济南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内。

自驾：济南黄河大桥向北驶
入104国道，前行约2 . 7公里—在
220国道路口右转，前行约30公
里—在248省道路口左转，前行
约30公里—在省道248与省道
316交会路口左转，前行约200
米，南侧即是农业科技示范园。

咨询电话：84800666

瑞阳温泉度假酒店

集养生温泉、温馨客房、美
食餐饮、精品洗浴等功能于一体
的别具风情的温泉度假酒店。坐
落于商河县“空气长寿素”负氧
离子最高点，素有天然氧吧之称
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环境
清幽 ,水流潺潺，驱赶走冬日里
所有的严寒。

票价：温泉68元/人；标间
198元附赠20元代金券

地址：商河县农业科技示范
园内

自驾：黄河大桥向北驶入
104国道—前行约2 . 7公里在220
国道路口右转—前行约30公里
在248省道路口左转—前行约30
公里—在省道248与省道316交
汇路口左转，前行即达。
咨询电话：82330333

海棠湾温泉度假村

占地300亩，集温泉洗浴、住
宿餐饮、休闲会所、度假娱乐于
一 体 ，现 有 室 内 外 温 泉 泡 池

12000平方米，SPA汤屋30余间，
西班牙建筑风格、北美乡村格调
搭配东南亚风情园林，更具异国
情调。还有美味的法式大餐哦！
注：酒店温泉12月18日开业，客
房年底营业。

票价参考：温泉99元/人
地址：济阳县洼里王村999

号，220国道与248省道交叉口往
北1000米路西

自驾：沿顺河高架路 ,济南
北立交行驶,进入济广高速公路
/国道35—沿济广高速公路/国
道35行驶，向济南出口方向进入
二环北路—沿二环北路 ,国道
1 0 4 ,国道 2 2 0行驶 ,进入省道
248—再沿省道248行驶到达目
的地。

咨询电话：58713666

方特·东方神话

八大主题区域、二十九大
独家项目分区，完美地将非物
质文化与互动体验融合在一
起。过山车上激情地呐喊，立
体影院里五千年华夏的文明，
各类逼真的特效都将会为你
开启一段难忘的奇迹之旅。圣
诞节、元旦夜场还会有精彩的
演出和浪漫的焰火秀，千万不
要错过！

票价：成人200元/人，儿童
150元/人

地址：槐荫区吴家堡镇济齐
路,西客站北侧

公交：26、77、K141、K149路
到方特东方神话站

自驾：沿经十路拐入齐鲁大
道“双跨”高架路再向北至济齐
路，西拐即到。

咨询电话：400-166-0006

随着泉城第一场雪的
到来，济南冬季旅游模式
正式开启。济南市旅游局
梳理了全市的冬季主打旅
游产品，您可以到南部山
区各大滑雪场去戏雪，也
可以到北部的温泉酒店中
泡汤戏水，还可以到主题
公园，在寒风里坐次过山
车后再看一场圣诞夜的焰
火。那些在家“冬眠”的，一
起出来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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