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市

南昌凤凰沟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廖莹  15970687697

联系方式 花用伟  13970023030

联系方式 赵志龙  13361610737

优惠时间 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所有前往凤凰沟景区参观的湖南游客，凭借本人身份证、火车票或飞机票等相关交通信息，享受景区门票、白浪湖服务中
心住宿、主打特色产品等挂牌价5折优惠。

南昌市溪霞风景旅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怪石岭）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优惠时间 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门票20元/人原价50元

汉代海昏侯遗址管理局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参加现场推介活动，关注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的游客可享受门票特大优惠政策。



《寻梦滕王阁》大型实景演出：
①湖南游客专属优惠价：138元/位；
②预订渠道：仅限在携程、美团、同程等线上渠道购买；
③预订限制：仅限身份证“43”开头的湖南游客购买，一个身份证号码游玩日期仅限购买1张，一个订单可购买6张；
④预订时间：7月31日前，游玩日期当天18点前购买；
⑤退订限制：游玩日期当天18:00点之前可无损退，游玩日期当天18:00点之后不可退。
一笔订单多张票不支持部分退订，请您根据自身需求审慎购票。
⑥取票时间：游玩日期当天18:00后可取当日票；
⑦取票地点：滕王阁东门售票处自助取票机或人工售票窗口；
⑧入园时间：19:00-20:30；
⑨入园地址：滕王阁景区东门检票口。

南昌市南昌市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龚磊  13037220905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31日

优惠内容

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王薇  13970965652

优惠时间 常态化

优惠内容 背诵出《滕王阁序》全文，即可获得当日滕王阁景区大门票一张，此票仅限背诵人使用（需凭本人身份证换票入园）。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王薇  13970965652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可免费参观滕王阁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李艳  13361644370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31日

优惠内容 滕王阁赣江夜游：
所有湖南籍游客与南昌市民同等优惠，即湖南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现场（滕王阁游轮售票处）购游轮票所有班次享受8
折优惠，1.2米以下的小孩免票，全日制大中小学生半价5折优惠，65周岁及以上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凭相关优惠证件，
本人现场售票处购买享受5折优惠。



2022中、高考生同享大学生优惠政策 
门市价：118，OTA：98

南昌市南昌市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南昌虚拟现实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优惠对象 2022年中、高考生

联系方式 颜志强  13106253666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赣湘闽专列10日跟团游旅游产品
市场价：上铺1999元/人，中铺2299元/人，下铺2599元/人
旅行社结算价：中铺1899元/人
旅行社切位价：中铺1699元/人（300人起切)

南昌铁路旅游有限公司
优惠对象 湖南省各大旅行社

联系方式 唐晨  13755676220

优惠时间 2022年8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联系方式 李亮华  18070095836

江西光大国际旅行社
优惠对象 湖南省籍游客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通过我社签约合作单位（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报名参加江西省各线路旅游（由我社承接），在正常产品报    
价基础上优惠200元/人）
②通过其他湖南旅行社参加江西省各线路旅游（由我社承接），赠送每位参团游客（嘉游赣大礼包，景德镇     
青花瓷茶具礼盒一份，价值188元）
③通过以上渠道或其他渠道来赣游客（由我社承接），行程中有南昌旅游行程或入住南昌过夜的游客或团 
队，乘坐火车专列来南昌（一次性300人以上，停靠南昌市域内火车站，奖励组团社3万元）；乘坐大巴车     
来南昌（一次性300人以上，奖励组团社1万元），并同时赠送每位参团游客价值88元的南昌煌上煌食品  
代金券



①门票免费，船票70元。
②沙滩木屋198元/晚，房车/山林标间298元/晚，星空木屋1288元/晚。

九江市九江市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武宁阳光照耀29度假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饶晓玲  13767278891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遇见武宁优惠价100元/人，八折优惠后80元/人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遇见武宁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胡鑫鑫  13672268399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长水景区红豆杉乐园30元/人，八折优惠后24元/人，其它二消均可享受八折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长水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黎乐华  13979286662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神雾山景区门票58元/人，八折优惠后46元/人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神雾山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黎乐华  13979286662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联系方式 熊鹤麟  18370272268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西海湾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西海湾景区100元/人，八折优惠后80元/人

联系方式 吴莉琴  13576223380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西海观音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观音岛景区80元/人，八折优惠后64元/人



观湖岛门30元/人+船60元/人，八折优惠后72元/人；观湖岛+百岛迷宫130元/人,八折后105元/人。

九江市九江市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西海观湖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黎乐华  13979286662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门票半价

万家岭大捷纪念园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胡为民  1347925788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门票半价

博阳河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李双  15907928767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免门票，住宿费特惠价

华夏阳光微电影小镇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蔡颖奇  19179297713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联系方式 梅帅文  15279033590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鲁溪洞风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鲁溪洞风景区门票63元/人，八折优惠后50元/人；玻璃水滑158元/人，七折优惠后110元/人。

联系方式 熊鹤麟  18370272268

武宁县旅游产业公司⸺西海湾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西海湾景区100元/人，八折优惠后80元/人



九江市九江市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①专列达100人以上，奖励30元/人，200人以上奖励45元/人，；
②飞机切位20人以上奖励50元/人；
③单团达100人奖励10元/人，单团达200人奖励20元/人，单团达300人奖励30元/人，需提前三天报备。
④境外含港澳台专属团队10人以上奖励50元/人。

优惠对象 旅行社

联系方式 戴隆瑶  18770215688

优惠时间 2022年全年度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优惠内容

优惠对象

联系方式

优惠内容

庐山西海
优惠对象 大中小学生

联系方式 戴隆瑶  18770215688

优惠时间 2023年2月28日截止

优惠内容 通过学子卡、嘉游赣护照提前预约的大中小学生免收门票（需购船票65元/张）

优惠对象 全国医务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 戴隆瑶  18770215688

优惠时间 2022年全年度

优惠内容 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免门票；（门票：0元/张；船票：65元/张）（需凭身份证及医务相关证件购票）

优惠对象 旅行社

联系方式 戴隆瑶  18770215688

优惠时间 2022年全年度

优惠内容 价格（非周末115元/人、周末125元/人）

优惠对象 旅行社

联系方式 戴隆瑶  18770215688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

优惠内容 以省为单位，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来团总人数达1000人另奖励30元/人，2000人奖励40元/人、5000人及
以上奖励50元/人。



景德镇市景德镇市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洪衡  15017980507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凭居民身份证可享受门票优惠价65元/人

陶溪川文创街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冯俊  15179862422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参观陶溪川文创街区，通过陶溪川小程序，可享受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馆+新年青艺术展优惠价10元/人；陶艺手工体验
60元/人；入住陶溪川旗下酒店、园区餐厅可享受不同折扣。

高岭•中国村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涂强  15007980072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可享受景德镇市民票政策，即组合票价180元/人，包含观光车、丛林漂流、大唐演艺（组合票原价227元）

紫晶旅行社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陈钢  185079867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两日游A线路：包含【古窑民俗博览区】--【古县衙】--【陶溪川文创街区】--【御窑厂遗址】--【红叶国瓷馆】--【三宝国际陶艺
村】。市场价358元/人，亲情价178元/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陈钢  185079867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两日游B线路：包含【古窑民俗博览区】--【中国陶瓷博物馆】--【陶溪川文创街区】--【高岭中国村景区】--【名坊园景德镇记
忆】。市场价418元/人，亲情价218元/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陈钢  185079867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三日游线路：包含【古窑民俗博览区】--【陶溪川文创街区】--【高岭中国村景区】--【名坊园景德镇记忆】--【昌南里文化艺术
中心】--【三宝国际陶艺村】--【红叶国瓷馆】。市场价618元/人，亲情价388元/人



景德镇市 萍乡市

萍乡武功山景区（5A）
优惠对象 湖南市场游客

联系方式 陈玺  18079935456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2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针对湖南市场游客，享受买一送二优惠政策，凡购买武功山金顶门票（挂牌价70元），赠送云顶景区门票（挂牌价70元）+花
涧里（挂牌价40元）。

武功山滑草场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吴棋昌  13367996600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2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湖南地区游客在景区窗口购买门票，享受优惠价9.9元（原价25元），赠送迷宫项目（挂牌价15元）

优惠对象 湖南市场团队

联系方式 陈玺  18079935456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2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从市外一次性组织30台以上自驾车来武功山旅游，入住辖区民宿、酒店，且自驾人数不少于100人，单次300人以上的旅
游团队，一次性奖励1万元（每个旅行社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对组织开展单次300人以上的旅游专列，并在辖区内住宿
1晚以上的旅行社，一次性奖励1万元。

联系方式 陈钢  18507986701

优惠内容 四日高铁线路：包括【古窑民俗博览区】--【御窑厂遗址】--【陶溪川文创街区】--【瑶里风景区】--【名坊园景德镇记忆】--【昌
南里文化艺术中心】--【三宝国际陶艺村】--【红叶国瓷馆】--【高岭中国村景区】--【陶瓷DIY体验】--【古县衙】--【雕塑瓷厂乐
天集市】。市场价1158元/人，亲情价648元/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萍乡市萍乡市

桃园山居酒店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周玲  13767878626

优惠时间 6月31日至9月29日

优惠内容 ①餐饮：8.8折（不含酒水、饮料、特价菜等）
②客房：所有房型享受前台售价的7.5折（含双早）

武功山温泉君澜度假酒店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王丽 18079951717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主楼高级房540元/晚/间含双早双温（周五周六加100）；公寓楼房间310元/晚/间含双早双温（周五周六加50）；单独泡温
泉+水上乐园按75元/人

云上花开民宿酒店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江巧莉  18879983300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餐饮住宿九折

简慕民宿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朱勇  13907990511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民宿7折优惠

孽龙洞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李微  19979970975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2日至8月12 日

优惠内容 湖南地区游客在景区窗口购买门票，正价票买一送一，赠送VR溶洞漂流记体验（门票挂牌价68元，买一送一，赠送VR溶洞
漂流记（VR挂牌价20元））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李微  19979970975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日-2023年5月31日

优惠内容 从湖南单次组织自驾游不少于30辆车且人数不少于100人到杨岐山景区旅游，奖励2000元；



萍乡市萍乡市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李微 19979970975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日-2023年5月31日

优惠内容 湖南省旅行社组织每年旅游团体到杨岐山孽龙洞景区旅游，累计达到2000人，奖励6000元；累计达到5000人，奖励
30000元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许淇  157277070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0日—2022年8月31日22：00

优惠内容 夜游家庭双人票：原价100元，线上特惠价59.9元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许淇  157277070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0日—2022年8月31日22：00

优惠内容 夜游家庭三人票：原价150元，线上特惠价88元仙凤三宝园（4A）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许淇 15727707001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5日—2022年7月10日17：00

优惠内容 夜场入园3次卡：原价150元，线上特惠价69.9元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许淇  15727707001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5日—2022年7月10日17：00

优惠内容 夜场入园门票：原价50元，线上特惠价：29.9元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许淇  1572770700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0日—2022年8月31日22：00

优惠内容 夜游成人门票：原价50元，线上特惠价：39.9元

萍乡凯光新天地生态旅游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肖叶 19970995207

优惠时间 2022年5月28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购凯凯光光乐园90元门票送傩神洞景区40元门票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肖叶 19970995207

优惠时间 2022年5月28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凯光天眼之星玻璃观景平台买一送一优惠政策（即79元买一送一）



新余市萍乡市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肖叶 19970995207

优惠时间 2022年5月28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2人凯凯光光乐园门票+2人傩神洞景区门票+美爵酒店住宿一晚+双人自助早餐=339元/套（以上优惠需凭湖南游客身
份证购票入园）

中国洞都景区（4A级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杜海鹰  13853783087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门票+观光车票55元（原价150元）注：1.2米以下免费；65周岁以上凭有效证件免门票，只购买观光车票即可

克拉酒店（高品质酒店）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阳阳  17779065680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住宿享受酒店协议最低价（团队、散客均可享受）

优惠对象 全国中高考学子

联系方式 杜海鹰  13853783087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9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中高考生凭证免费入园游玩



新余市新余市

枫塘湾生态山庄（民宿）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林海青  18379020966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用餐满800元送钟点房一间，住宿享特价98元/间

洋江龙舟小镇田园综合体（省3A级乡村旅游点）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赵海燕  13879011569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彩虹滑道、泥地龙舟、荡桥等娱乐项目凭有效证件享受10元特价优惠（原价单次项目30元/人）原价150元的烧烤炉、柴火
灶现在只需99元。

仙女湖景区（4A级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曾小强  13307909318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仙女湖酒景高尔夫垂钓套票
①套票内容：仙女湖沁庐度假酒店高级大床/双床房、景区门船票2张，高尔夫2人,垂钓2人。

②套票售价：原价1226元/2人，4折优惠价498元/2人。
③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曾小强  13307909318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仙女湖酒景卡丁车垂钓套票
①套票内容：仙女湖沁庐度假酒店高级大床/双床房、景区门船票2张，卡丁车2人，垂钓2人。
②套票售价：原价1326元/2日，4.8折优惠价642元/2人。
③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优惠对象 全国中高考学子

联系方式 曾小强  13307909318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9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①中考和高考学子及陪同家长（2位含以内）游仙女湖免门票；②仙遇记生态鱼馆用餐菜金8折优惠。



新余市新余市

下保景区（5A乡村旅游点、3A旅游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何欢  18870906900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地球仓森林酒店山景大床房+双人早餐399元/晚。（原价888元/晚），凡入住酒店免景区门票、免露营场地费。
②“侬小美”农家乐—老大队食堂菜金9折

芦茅沟山庄（4A乡村旅游点）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简小娟  13755584578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4日-12月31日

优惠内容 住宿：免门票、含早餐、送香橼系列特产                
 餐饮：享受9折

优惠对象 全国中高考学子

联系方式 简小娟  13755584578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9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全国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免门票一张
锦园（4A乡村旅游点）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宋磊  17379067899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湖南游客凭身份证门票打5折、用餐9.2折

优惠对象 全国中高考学子

联系方式 宋磊  17379067899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9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所有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



赣州市鹰潭市

江西龙虎山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省游客

联系方式 周峰  18907017644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3日至7月31日

优惠内容 活动期间内，湖南省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景区门票观光车竹筏组合票，享受145元/人（二日游）的优惠政策，即
购买景区门票观光车竹筏组合票享受免景区资源性门票的优惠政策

赣州市
优惠对象 旅行社

联系方式 张小妍  15970861627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针对旅行社组织来赣州团队游客，在赣州市域内住宿1晚（含）以上并游览2个（含）以上收费3A级旅游景区（含方特东方欲
晓主题公园），飞机旅游团30人（含）以上、专列团队300人（含）以上、自驾游团队50人（含）以上、大巴旅游团队200人（含）
以上的，每团按每人次80元奖励。旅行社组织研学或红色培训团队核算办法按3个人折算1个人计数。旅行社累计组织游
客达到1500人（含）以上的（研学或红培团队人次达到4500人以上的），此后组团奖每人次再增加10元即90元每人次。

阳明山景区、上堡梯田景区套票、赣州小漓江游船票政策
优惠对象 旅行社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阳明山景区、上堡梯田景区套票、赣州小漓江游船票政策：1、湖南市场旅行社、自驾游行业协会、研学机构、线上OTA组团
社等与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组织“首发团”即可享受团队阳明山景区、上堡梯田景区套票、赣州小漓江游船票总消
费金额50%返利补贴，此返利补贴可在次团或以后团次使用；2、次发团可享受团队含阳明山景区、上堡梯田景区套票、赣

优惠对象 全国学生、教师、退役军人、医护人员

联系方式 张小妍  15970861627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全国学生、退役军人、教师、医护人员持相关证件，享赣州市国有4A级及以上景区免大门票政策。

中国血防红旗博览区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官强庆 15070104070

优惠时间 全年有效

优惠内容 中国血防纪念馆、同乐园景区免门票。

青茅境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联系方式 俞敏  18970198233

优惠时间 全年有效

优惠内容 青茅境景区免门票。



宜春市赣州市

联系方式 黄丹  19179799449

于都县
优惠对象 各类协会、民间组织

联系方式 0797-621878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鼓励市级（含市级）以上各类协会、民间组织到我县组织开展各类赛事、研讨会、创作、展览等活动，一次性组织100人次以
上且在于都县域范围内住宿1晚（含）以上的，凭有效证明给予每人次奖励50元。

州小漓江游船票总消费金额30%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3、第三团次可享受可享受团队含阳明山景区、上堡梯
田景区套票、赣州小漓江游船票总消费金额20%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4、第四团次起每团次可享受团队含阳
明山景区、上堡梯田景区套票、赣州小漓江游船票总消费金额15%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二、住宿及餐饮政策：
1、客房政策（1）湖南市场旅行社、自驾游行业协会、研学机构、线上OTA组团社等与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组织“首发团”
入住农耕文化园、木梓排、林业培训中心即可享受团队客房房费总消费金额50%返利补贴，此返利补贴可在次团或以后团
次使用；（2）次发团可享受团队客房房费总消费金额30%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3）第三团次可享受团队客房
房费总消费金额20%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4）第四团次起每团次可享受团队客房房费总消费金额15%返利
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2、餐饮政策（1）组织“首发团”到农耕文化园、木梓排、林业培训中心，餐饮达到人均40元以上
餐标消费的，团队可享受团次总餐饮消费金额（烟酒消费除外）40%返利补贴，此返利补贴可在次团或以后团次使用；（2）次
发团起每团次可享受团队餐饮总消费金额（烟酒消费除外）15%返利补贴，返利补贴可当团次使用。

明月山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陈磊  18616850795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享受门票45元优惠（挂牌价95元）

明月千古情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冯丽  18161466606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享受门票90元优惠（挂牌价180元）（含演出票）

温汤镇天沐温泉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明月阁标准双床房+双人早餐299元/间/晚（原价599元/间/晚））；②明月阁标准双床房+双人早餐+双人温泉499元/间/
晚（原价999元/间/晚）；③双人温泉门票198元/套（原价536元/套）；④住天沐客房免费送梦幻水城门票。

联系方式 黄宜  15932817733



宜春市宜春市

优惠内容 亲子套房旺季（7、8月）八折优惠、淡季五折优惠（挂牌价240元/间/晚）

联系方式 洪一洋  13716020825

江西工业设计小镇（丰城市）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免景区门票（挂牌价20元）

联系方式 洪一洋  13716020825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两大一小三人体验套票满199减100，含6大博物馆参观和任一场馆动手体验

联系方式 洪一洋  13716020825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免露营场地票（挂牌价20元）

联系方式 洪一洋  13716020825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丰城爱情花卉小镇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散客和团队

联系方式 余期统  13957928333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门票3折（挂牌价50元）

江西丰城市黄金谷景区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余期统  13957928333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优惠内容 漂流挂牌价158元，窗口价138元，优惠价半价69元

联系方式 刘枫  15907956668

优惠内容 农耕园门票窗口价30元，优惠价15元



宜春市宜春市

铜鼓县汤里文化旅游度假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张鼎  18779598225

优惠时间 2022年7-8月

优惠内容 门票五折（原价60元）

高安市巴夫洛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俞文喜  18070591099

优惠时间 长年

优惠内容 景区大门票免费

奉新县春源家庭农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魏诚  18307953939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景区大门票半价、游玩项目半价（挂牌价40元）

奉新县萝卜潭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王文兰  15879159863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景区门票6折（挂牌价50元）

铜鼓县东浒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龙海珍  13576591369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飞拉达5折、地下冰溶洞5折

高安市百峰岭景区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付良梅  13970072929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门票7折（挂牌价49元），其他票种8折，客房住宿6折



宜春市宜春市

奉新县仰天峡漂流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范经理  15979191392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正价票买一送一优惠（挂牌价188元）

优惠对象 湖南医护人员

联系方式 范经理  15979191392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凭相关证件享免费漂流优惠（挂牌价188元）

宜春禅都文化博览园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柳旻  18779567831

联系方式 唐欣  18296579118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门票五折（挂牌价80元/人）

樟树市阁皂山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0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学生凭学生证免门票;
门票20元/张（挂牌价60元/张）；
三人同行，一人免门票

樟树市爱农湖主体生态乐园区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段丽霞  18179533377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0日-12月31日

优惠内容 门票4折（挂牌价50元）

袁州区酌江溶洞风景区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詹小英  18270565361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0日

优惠内容 景区门票7折（挂牌价70元/人）



宜春市宜春市

万载古城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8月

优惠内容 所有2022年本届中、高考学生，凭中、高考证实行免费
所有湖南籍护士、医生，凭医生、护士等相关证件，实行免费
其他湖南居民，享受单宗祠半价既18元/人（挂牌价35元/人）；三馆联票50元/人的优惠

联系方式 汪先生  18720666609

上高县白云峰漂流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医护人员免票；湖南游客买一送一（挂牌价198元）

联系方式 董勇 15807918656

上高县大观老街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李振  13633855105

联系方式 王画梅  13870558139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老街内自营馆项目享受6折优惠

上高县五谷村丛林酒博园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9月

优惠内容 门票全额抵扣购买景区旅游商品

靖安县象湖湾
优惠对象 湖南全体居民

联系方式 邱春根  15070921879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免门票（挂牌价30元）

上高县神山湖生态园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李雪丽  17779582107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免大门票（挂牌价50元）



宜春市宜春市

靖安县鹤栖谷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免景区大门票20元，游玩项目半价;
空中玻璃漂流98元，天空悬廊50元，飞天魔毯30元，步步惊心30元，悬崖秋千60元，跑跑卡丁车30元，七彩滑道30元，炫彩
碰碰车30元，电动碰碰船50元（双人）

联系方式 马丹  15279868080

铜鼓县天柱峰景区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8月

优惠内容 门票8折(原价60元），船票(50元/人)自理。10人同行，免费升级乘坐米兰艇（渡往返,原价1980元）；20人同行，免费升级乘
坐豪华游轮（渡往返，原价2800元）；30人同行，免费升级乘坐超豪华游轮（渡往返，原价3980元）

订天柱峰全鱼宴，免门票游天柱峰，船票(50元/人）自理。定全鱼宴888套餐，享8人免门票游天柱峰（减免门票480元）；定
全鱼宴988套餐，享9人免门票游天柱峰（减免门票540元）；定全鱼宴1088套餐，享10人免门票游天柱峰（减免门票600元）

米兰艇包船游九龙湖（1.5小时）+越野卡丁车（1车2人，6分钟），10人套餐（含门船票），活动价1980元（原价2780元）；20人
套餐（含门船票），活动价2980元（原价5560元）；30人套餐（含门船票），活动价2980元（原价8340元）

联系方式 李峰  19170608858                  龚火连  13979545299

靖安县中华传统文化园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门票减免20元、原价68元的陶艺及沙画均30元，酒店住宿打8折

联系方式 胡俊  15770999389

靖安县万花谷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陈梦琴  13766402799

优惠时间 全年

优惠内容 免门票（挂牌价30元）

温汤镇维景温泉
优惠对象 湖南省游客

联系方式 林贤波  18679560813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维景二号公寓楼标准双床房+双人早餐299元/间/晚（原价599元）
②二号公寓楼标准双床房+双人早餐+双人温泉499元/间/晚（原价999元/间/晚）
③双人温泉门票198元/套（原价536元/套）



宜春市宜春市

明月山假日度假酒店
优惠对象 湖南省游客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享受温泉中心门票34元特价优惠购买政策，原价98元

联系方式 付聪  13766440616

奉新九仙君澜温泉度假酒店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0-9月30日

优惠内容 前台购买温泉门票优惠价138元/人享受买1送1优惠（挂牌价288元/人）

联系方式 刘少平  19870250990

明月山水口旧舍民宿
优惠对象 湖南省游客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享受复式客房特惠价750元/间，含早并赠送精美下午茶、美学手作活动、徒步体验，此套餐原价1798元。因民宿客房不多，
入住需提前预约。

联系方式 莫新艳  15909408246

温汤镇矿疗温泉
优惠对象 湖南省游客

联系方式 占慧  19907006079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31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享受温泉门票70元优惠购买政策，原价198元。
②享受客房318元/间/晚（新楼四星标准）优惠政策，原价780元/间/晚

宜丰厚德大酒店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金婷  18179589266

优惠时间 2022年7-8月

优惠内容 时尚单标间优惠价198元/间/晚（原价258元/间/晚）；豪华单标间优惠价258元/间/晚（原价318元/间/晚）；商务单标间优
惠价278元/间/晚（原价348元/间/晚）；商务套房优惠价628元/间/晚（原价728元/间/晚）；湖景大床房优惠价298元/间/晚

（原价368元/间/晚）

樟树市银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何仲桃  15970534001

优惠时间 2022年7-8月

优惠内容 享受铂金优惠(高级房原价318元/间/晚、优惠价258元/间/晚,豪华房原价338元/间/晚、优惠价268元/间/晚）



宜春市宜春市

江西新源大酒店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单间标间原价258元/间/晚，折后价180元/间/晚；套房原价448元/间/晚,折后价313元/间/晚；豪华休闲房原价268元/间/晚，折
后价188元/间/晚；餐饮 8.8折（不含烟、酒水、海鲜、燕鲍翅、特价菜）会议团队套餐 8折

联系方式 龙先生  18707956088

万载县禾田下民宿酒店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团队享受6折：LOFT房折后价233元/间/晚；商务大床房折后价221元/间/晚；豪华大床房折后价179元/间/晚；大床房折后价
131元/间/晚

散客享受7.5折：LOFT房折后价291元/间/晚；商务大床房折后价276元/间/晚；豪华大床房折后价224元/间/晚；大床房折
后价164元/间/晚

联系方式 18707956070宜丰宾馆
优惠对象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全体湖南居民

用餐菜金8.5折

联系方式 陈婷  13367059907

宜丰县智博大酒店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8月

优惠内容 所有10人以上湖南团队入住智博大酒店原价168元/晚，都以118元/晚（含双早）计算

联系方式 0795-7291968                彭  13576535352/18779592166

宜丰县宾顺食品有限公司
优惠对象 全体湖南居民

联系方式 姚小丽  13320057300

优惠时间 2022年6、7、8月份

优惠内容 凭身份证享受优惠折扣：风味辣椒酱，卖价13元，折后价10元；
豆豉辣椒，卖价8元，折后6元；
蒜蓉辣椒，卖价10元，折后8元



上饶市上饶市

三清山风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以身份证号段为主）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针对湖南省游客，在“三清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中，可申领60元门票+上下行索道旅游消费券，在线操作购买可用于抵扣
景区票务；另有100元、200元、300元额度旅游消费券可申领，在线操作购买可用于抵扣景区指定宾馆酒店（具体投放以推介
活动时间为准）；
②湖南人民游三清山主景区，送三清山神仙谷景区门票（暑期门票原价60元），景区内其他消费项目另行购买。

联系方式 刘梦迪  15270525466

优惠对象 学子免票游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学生本人“免门票”（通过关注“云游江西”微信小程序，申领“云游江西学子卡”，经自行预约，持身份证原件入园）

联系方式 刘梦迪  15270525466

龟峰风景名胜区（5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25日-8月31日

案，经确认后，凭本人准考证（或毕业证）及身份证，可享受龟峰套票全免入园的优惠（含观光车、游船）。同时，随行的成人
（限两人），可享受景区景交套票5折的优惠（含观光车、游船，50元/人）。

优惠内容 ①凡购买龟峰景区景交套票（含观光车、游船）的游客，可免景区资源性门票（60元）。景区内二次消费项目自理。
②凡是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子，关注龟峰抖音号、公众号并转发当天的微信推文，附上“毕业旅行一起去龟峰吧！”的文

联系方式 丁婷  15279315520

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景区（江湾、李坑、汪口、严田、卧龙谷、灵岩洞、文公山、思溪延村、江岭、石城、晓起、彩虹桥）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王坚华  13767323405 

优惠时间 2022年6月16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购买景区通票120元/人的优惠政策（原价210元/人）

婺源篁岭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联系方式 詹德明  13870308000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购买篁岭景区索道票则免门票



上饶市上饶市

婺源篁岭景区/石门峡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购买篁岭景区套票赠送石门峡景区门票

联系方式 詹德明  13870308000

灵山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景区大门票

联系方式 许林辉  13979341666

葛仙村度假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景区门票半价

联系方式 詹伟  18711009595            李严  13087650311

优惠对象 持中、高考准考证者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5日至8月31日

优惠内容 门票免费

联系方式 詹伟  18711009595            李严  13087650311

望仙谷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在湖南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 廖水云  15026671042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①按照前台体验票价（100元/人）购买门票的湖南籍居民/湖南工作人员（需提供企业工作证），赠送40元的景区代金券；
②湖南籍居民/湖南工作人员（需提供企业工作证）景区预订酒店时，可享受酒店前台价的88折；
③湖南籍居民/湖南工作人员（需提供企业工作证）一次性购买3（含）间以上客房的赠送价值238元的望仙谷漂流套票一张；
④湖南籍居民/湖南工作人员（需提供企业工作证）一次性购买5（含）间以上客房的赠送价值98元的《侠客行汉服租赁2小
时》体验券5张

云谷田园景区
优惠对象 长沙市民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景区门票



上饶市上饶市

婺源梦里老家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9月30日

优惠内容 梦里老家国风古镇免门票

联系方式 童厚花  4006088889

水墨上河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水墨上河景区门票挂牌价5折

联系方式 詹华伟  19907031000

神农源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湖南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游神农宫享受5折优惠

联系方式 曹鹏  18870324326

铜钹山景区（4A）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联系方式 余敏  13979329079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

优惠内容 享双人套票168元/套，内含2张套票（九仙湖，鹊桥谷，白花岩）+双人无限畅饮品茶+3种小吃（当地特色小吃、品种随机）

联系方式 王肃文  13799250040

翼天欢乐世界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1日-8月31日（以乐园暑期开放时间为准，每周一闭园）

优惠内容 凭湖南省身份证：成人及儿童票享受5折优惠（成人票64元/张，儿童票44元/张）
购买渠道：仅限线下窗口购票

联系方式 程利鸽  13526655007



吉安市上饶市

井冈山管理局旅游管理处
优惠对象 全国游客

联系方式 尹欣程  17770622066

优惠时间 优惠时间截止至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全国游客凭本人有效证件享受井冈山景区大门票五折优惠

江西省井冈山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优惠对象 湖南来吉安旅游

联系方式 王琼  18907969955

优惠时间 全年

优惠内容 住一晚，参观4A景区两个以上，井冈山康辉给予地接费用实行十六免一政策

优惠对象 全国大中小学生

联系方式 尹欣程  17770622066

优惠时间 2022年3月1日—2023年2月28日

优惠内容 全国大中小学生（含研究生）通过云游江西小程序，免费申领“嘉游赣”文旅电子护照，获取“嘉游赣”学子权益（个人版），
即可免大门票游井冈山

葛源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 优惠时间 长期

联系方式 胡志健  18607090983

优惠内容 葛源景区免门票

余干县知青公社（旅游风情小镇）
优惠对象 湖南市民（以身份证号段为主） 优惠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优惠内容 优惠价168/位
①集团公司内部员工和内属公司业务享受此优惠政策（出示相关证明）；
②10人以上团队享受此优惠 ；
③团票包含：知青公社门票，文化馆参观门票，大礼堂KTV包场，萌宠投喂，早中晚3餐，住宿1晚（标间2人）；
④如要其它配套项目（如：采摘，烧烤等等）可另外商议安排。

联系方式 张德昌  18079326161



抚州市吉安市

井冈山红圣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优惠对象 成人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2022年12月

优惠内容 基地红色驿站,红色小院，精品民宿188元/间/晚.用餐8折优惠

联系方式 张子辉  13766267068

优惠对象 学生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2022年12月

优惠内容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人员满30免1，满50免2

联系方式 张子辉  13766267068

联系方式 周斌  15390790808

大觉山旅游景区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身份证 优惠时间 全年有效

优惠内容 免景区大门票

联系方式 周斌  15390790808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身份证 优惠时间 全年有效

优惠内容 门票+观光车+索道（原价140元）    打6.5折后：90元

优惠对象 学生 优惠时间 2022年7月-2022年8月

优惠内容 夏令营活动8折优惠

联系方式 张子辉  13766267068 联系方式 周斌  15390790808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身份证 优惠时间 7月至9月有效

优惠内容 门票+观光车+漂流（原价260元）    打8折后：200元

联系方式 周斌  15390790808

优惠对象 湖南居民身份证 优惠时间 7月至9月有效

优惠内容 门票+观光车+索道+漂流（原价310元）    打8.5折后：260元



抚州市抚州市

抚州市教育旅行社
优惠对象 湖南市场 优惠时间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半山避暑】圣境5A大觉山·冰雪世界+新月畲族婚俗体验+天沐冷泉水世界·纯玩三日游
宿·双五星酒店 原价798元  现价498元

联系方式 万女士  13870051119

抚州市三翁旅行社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优惠时间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抚州+大觉山三日游路线：
周末地接价565元/人-非周末地接价470元/人；优惠价格周末385元/人-非周末290元/人

联系方式 饶佳  18379500138

优惠对象 湖南市场 优惠时间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半山避暑】网红蝶栖谷·千古一村流坑·天沐冷泉水世界·才子之乡纯玩三日游
宿·精品民宿或度假型酒店  原价798元  现价498元

联系方式 孙庆  15279440123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优惠时间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抚州+乐安二日游路线：
地接价130元/人

联系方式 饶佳  18379500138

优惠对象 湖南游客 优惠时间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优惠内容 抚州+南城二日游路线：
地接价110元/人

联系方式 饶佳  18379500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