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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都市，却开始习惯它的冰冷 回归自然，体会山水间的温情

香江健康山谷

引进国际流行的世界级香江 Wellness 健康理念,打造涵盖环境、身体、心灵、社交四个维度的健康体系；设立 

锦绣香江温泉城、香江健康医疗中心、别墅式企业会所、大丰门森林公园四大综合业态；位于连接莞深惠等珠三角 

的咽喉之地，50分钟直达白云机场，堪称邻近都市的世外桃源，成为都市贵族周末闲暇之时放松身心的修养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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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中心

提供高端酒店及国内首创的“中医养生主题温泉”

●七星级奢华度假酒店

一年52次瑞士之旅

山谷座落于自然风光独特的南昆山脚，区域内林木终年繁盛，空气中负离子含量高达14.1万个/cm3，为华南 
地区之最，素有“珠三角绿肺”之称。

融合欧式独特简约的建筑风格，引景入室；以七星级标准配备皇家四季养生温泉、多功能宴会厅、开放式室内 
泳池、豪华KTV、24小时便利商场、网球场、健身房等商务休闲设施，奢享自在生活。

配有300套豪华客房和套房，主楼的豪华客房和套房，环翠于山色浩淼的画卷中，均带超大独立观景阳台，部 
分带有SPA温泉泡池，房间面积均在78平方米以上，层高3.8米，18平方米的阳光露台是观赏白水仙瀑布和感悟卧 
佛山美景的理想之地。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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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山景房（双床/大床房）

客房内可欣赏到美丽壮观的卧佛山山脉、农家田园风光，您可以在 
私密的空间里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也可以和亲朋好友 
在18平米的阳光露台喝茶聊天，在啾啾鸟鸣中下度过悠闲的午后时 
光。

◇豪华山水观瀑房（双床/大床房）

房间带阳台、景观好、面向温泉区、部分房间可看到白水仙瀑布、 
楼层位于四至五楼。

◇豪华SPA观瀑套房（大床）

房间带阳台、阳台上有独立温泉池、私密性强、面向温泉池，部分 
房间可看到白水仙瀑布。

◇大使套房（大床）

大使套房配置独立衣帽房、按摩浴缸、阳台带私家温泉池、一房一 
厅大床房，阳台上带有独立SPA温泉泡池。

◇皇室套房（一大一双）

皇室套房二室一厅（1间大床＋1间双床），配置独立衣帽房、按摩 
浴缸、阳台带私家温泉池，景观好，可观赏白水仙瀑布。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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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建筑风格的酒店式温泉别墅

南欧建筑风格的独栋别墅会所，得天独厚的藏入风景之中，浑然天成，无论与家人度假还是伙伴聚会都是绝佳 

体验。敞阔的私家后花园，既能享受温泉SPA的舒缓，又能体验露天party的狂欢；尊享的商务及娱乐配套、24小时 

皇室管家服务，为您定制而来。

◇皇室庄园4房
5房2厅（4间大床+1间双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皇室庄园5房
5房2厅（4间大床+1间双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皇室庄园6房
6房1厅（5间大床+1间双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环翠雅墅6房
6房1厅（6间双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家温泉池， 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可以拆分卖，拆分后的房打麻将和

放温泉池需 另外付费；★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养生别墅4房
4房2厅；其中一栋4间大床房、一栋4间双人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 

内有独立私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养生别墅5房
5房2厅；（4间双床+1间套房），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养生别墅6房
6房2厅；（5间双床+1间套房），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养生别墅7房
7房2厅；（2间双床+5间大床），别墅有独立的私家花园，花园内有独立私 

家温泉池，别墅配有餐厅，棋牌室等。★贴心管家24小时服务。

●南欧建筑风格的酒店式温泉别
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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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创的“中医养生主题温泉”

与广东省中医院合作推出国内首创的“中医养生主题温泉”，将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球罕有的苏打温泉养生 

结合。泉水属世界级珍稀苏打型纯温泉水,富含偏硅酸、氟、镁等78种微量元素，是温泉中的极品，温泉区拥有68个私 

密园林温泉池，对皮肤有特殊的滋润功能。

半山天池温泉池是观赏感悟卧佛的最佳平台。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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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江健康山谷整个温泉区有68个中药主题温泉，分为：抗疲劳区，美容保健区、老年保 

健、儿童区、脊柱保养区、五脏调理区等。不同的汤池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您大可根据自己 

的需求，选择最为合宜的汤池。

❤冰火泉：冷热交替泉水，顺应中医阴阳理论，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皮下脂肪“燃烧”。

❤五行泉：借助五行元素的能量，净化身心，重塑形体。

❤童智泉：泉水配合益智玩具，助于开发智力，寓教于乐。

❤天池泉：理气安神，畅情解郁，有效缓解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舒缓助眠。

❤果汁泉：水果精粹，借助温泉适度的热力，香肌美颜。

❤脊柱按摩泉：通过高速泉水按摩脊柱，让劳损的肌肉得到放松，脊柱关节得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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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体验味蕾盛宴，天然食材地道美味

◇广州酒家

百年老字号的广州酒家分店亲情入驻于香江健康山谷。

广州酒家是个多元化无国界个性餐厅，一个丰富多姿的美食世界。120个餐位，汇聚全球美食，开启美食全球 
之旅，从亚洲到欧洲，味蕾尽情体验。

同时还拥有豪华贵宾厅房，将南昆山天然食材与现代烹饪手法完美结合。既能感受地道增城乡间养生美食，又 
能品味顶级粤菜精华，赏山水美景，品自然佳肴，味蕾盛宴由此开启。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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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卷中的商务峰会，与全球精英笑谈风云

锦绣会议中心位于酒店一楼，拥有多功能宴会大厅以及四个VIP会议室，配备功能完善、设备先进的视听器材， 
适合各类商务会议、中西式商务宴会，在自然美景中开启各界精英的智慧之旅。

●锦绣宴会厅

◇面积371
◇课桌式150
人

◇U型54人

◇平方剧院式250
人

◇圆桌式150人
◇回型63人

●M1、M2会议室 ●M6会议室

◇总面积286平方 ◇面积57平方 ◇U型25人
◇课桌式100人(整厅)/40人（单独） ◇回型31人 ◇剧院式35

人

◇剧院式160人(整厅)/80人（单独）

◇U型54人(整厅)/36人（单独）

◇回型63人(整厅)/42人（单独）

●M3、M5会议室

◇面积27平方 ◇U型15人
◇回型18人 ◇长台型12
人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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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健身设施、教练 提供最佳体验

配有世界顶级水准的健身中心，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和管理，打造大自然中的健身房，为贵客营造最佳 
的健康体验。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发挥身体的最佳状态。

李杨

AASFP亚洲体适能学院 高级私人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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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产后体适能教练 

普拉提（垫上）教练

AASFP亚洲体适能学院 

AASFP亚洲体适能学院 

香港拉伸康复学会拉伸师 

筋膜链手法康复师

一、香江健康山谷



瑜伽拉伸团体课程

●内容介绍：结合瑜伽经典的拉伸动作以及独立肌肉的拉伸动作的一套全身性的拉 

伸团体课程。

●优点：帮助血液循环，改善关节压力与劳损，舒缓疲劳。

●适合人群：16岁以上人群

●课程准备：穿着运动休闲装（垫上课程无需穿鞋）

* 请提前致电前台预约课程名额, 少于4人时自动取消课程。

普拉提垫上团体课程

●内容介绍：垫上舒缓的肌肉控制训练团体课程。

●优点：让我们学会怎样正确的运用肌肉，达到理想的身型。

●适合人群：16岁以上人群

●课程准备：穿着运动休闲装（垫上课程无需穿鞋）

* 请提前致电前台预约课程名额, 少于4人时自动取消课程。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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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儿童城
堡

童趣世界，亲子的乐园。数不尽的玩具与乐趣，在这，可以尽情的玩耍，感受童年的气息，在这有创意区有艺 

术区，全方位发挥宝宝的才能。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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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钥匙至尊管家服务 极致细节私属专享

在这里您只需彻底放松自己，寄情山水之中，尽情享受健康生活。有金钥匙至尊管家服务，您可以无忧尊享景仰之 

旅。酒店开创顶级度假酒店业私人管家式服务理念之先河，以顶级的设施、无微不至的私属专享服务，为贵宾提供全天 

候、一站式、一对一的私享呵护，为贵宾打造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享受。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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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婚宴策划 森林中永恒的浪漫记忆

酒店配有专业的宴会策划团队，为贵宾量身定制和统筹各类型主题婚宴，无论是传统的中式婚宴还是唯美的西方 

婚礼，都会以超乎期待的卓越服务为您专属打造，将每个细节做到尽善尽美，专业的团队、细致的服务、以及得天独 

厚的自然美景，为您营造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

一、香江健康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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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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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江疗养院



 香江健康产业落地的首个代表性项目

 与广东省中医院建立深度战略合作关系，

获得广东省中医院全面的专家、医疗技术支持

 国内首个“国家中医治未病临床示范基地”

广州香江疗养院，始建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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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养生哲学 一流医疗资源 丰富健康环境元素

香江Wellness健康理念

香江疗养院内设体检、治未病、养生馆、康体四大中心，拥有40余位专家、主任医师、 
理疗师、康体指导师、健康管家的专业服务团队，其中“治未病”中心是国家首批中医“治未 
病”研究基地服务示范点，与广东省中医院深度合作开展睡眠、糖尿病、痛风慢病调养与康 
复养生服务项目。

“体检中心”配置各项数十台健康体检医用设备，针对企业公司团队和个人定制化体检方案可 
提供数百项专业健康体检检测项目及基因类精准医学检查。“养生馆与康体中心”为在山谷宾 

客提供传统特色干预疗法与体质SPA护理及运动干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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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医疗中心

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及名医就诊

健康医疗中心提供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等地顶尖的全方位体检设备，以及北京301医院名医远程会诊 
服务，共有42个专科，30分钟即可出具诊断报告，此外我们还与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等建立了名医就诊特别通道。

二、香江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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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管理中心

提供持续健康管理服务

整合全球名医资源，开展一对一健康服务，通过云平台提供快速诊断服务。与广东省中医院合作，不断研发健 

康养生产品，包括养生食谱、健康药枕、养生调理包等。

二、香江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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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与家庭提供个性化健康计划方 

案，为企业提供员工健康解决方案

全 面 个 性 化 健 检 方 案

道

由集数十年修道大成导师领袖，以 

家道医精髓与现代科学养生之道相

结合，通过对饮食、睡眠、心灵、运 

动、生活习惯进行干预，修复身机平 

衡，重塑健康活力

传 统 疗 法 与 医 学 S P A

经验丰富的专业医护团队，全球 

首个慢病中医扁针国际安全标准 

化示范基地，开创首家体质经络  

SPA

文 旅 养 生 特 色 慢 症 调 理

携手省中医院，开展专家主理，  

针对 三高、糖尿、睡眠、慢支群 

体提供特色调理产品服务

二、香江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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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江疗养院

-- 文旅养生
香江空·辟谷

将传统古法与现代生命学相融合的专业创新型辟谷平台。以“欢乐辟谷、重启系统、圈层交友 

为特色，旨在助您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减重、降三高、美容养颜的效果，进入保全真气、调 

理亚健康、提升智慧、释放压力、疗愈身心灵的理想境界。

注重以养生、治未病为科学宗旨，科学设计辟谷养生的综合实施方案，以辟谷为主要方法，综 

合服气、调神、固精、排毒等具体干预措施，扶助人体真气，排除肠毒，减少脂毒、糖毒，改善体 

质状态，为维护身体健康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懂得驻足，倾听内心的声音 

重启生命系统。重拾身体的健康，纯正内心的能量。



2
中医测评 —— 以经络、精神压力、身体成分、鹰演四大功能性无 

创测评仪器结合“望闻问切断”五诊合参评估分析亚健康与疾病风 

险的临界演变。

1 西医体检 —— 根据年龄、既往健康史、生活习性、制定全面个性 

化体检方案。

3 基因检测 —— 提供“疾病易感基因检测”。

个 性 化 健 检 方 案

 西医体检

 中医测评

 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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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医体质综合调理系列

 通过特制养生药包、养生茶饮、药浴足 

浴、中医功法等综合疗法、将您的体质 

保持在最佳状态，始终活力满满

中医体质经络SPA系列

 根据中医体质辩证，经络腧穴，融合多 

种中医专业手法，采用进口芳香精油， 

广东省中医院秘制中药包热敷，让您美 

丽由内而生

中医体质综合调理套餐 中

医体质经络S PA 套餐

首席专家——中医特色慢 
症调理主理人

奎 瑜 博 士
香江疗养院特聘 专家

广东省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主讲老师

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师从针刺导气专家吴节教授、峨眉派气功大 

师郭程湘、

腹针薄智云教授、扁针王令习教授、飞针陈 

全新教授、国家973首席科学家许能贵教授

二、香江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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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铸 就 品 质

专 业 创 造 价 值

二、香江疗养院

服务与合作客户



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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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丰门景区



一、大丰门森林公园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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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江欢乐山谷（亲子类）

香江欢乐山谷可谓是香江健康山谷又一重点项目，以 

其山清水秀的地理优越性作为基础，结合具有安全性 

能高、人性化强的拓展设施设备，让充满神话的大丰 

门走进现代生活。另外，欢乐山谷内的每个设施设备 

都具有其独特的挑战级别，不同程度的激发了人体潜 

伏在体内的能量，使人在训练过程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做最勇敢的自己。

香江欢乐山谷，始建于2016年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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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欢乐山谷

欢乐山谷运用的是一种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和训练 

方法，利用大自然和人工创设的特殊场景，精心设 

计了山上及山下共8大系列拓展项目，十大培训项 目，

60余个趣味游戏，极力打造成“亲子活动”的 最佳

去处，“团队拓展”的梦想之校。针对不同年 龄人

群制定不同方案达到“磨练意志，陶冶情操，  完善

人格、熔炼团队”的培训目的，激发出团队更 高昂

的工作与学习热诚、拼搏创新的动力，使团队 更富

凝聚力。

香江欢乐山谷，始建于2016年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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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欢乐山谷——八大系
列

32

开心系列——浅滩水战、千秋吊床、沙堡世界、水上拔河、竹筏等

挑战系列——蜘蛛侠、绳牵万丈、团结协力、电网挑战、翻墙求生、勇往之前 

智慧系列——磨豆腐、竹艺、石头画、树叶标本、跳蚤市场

亲情系列——西天取经美猴王、袋鼠跳、盲人画鼻、轨道人力车、信任牵手等等 

勇气系列——步步高升、森林穿越、冲上云霄、溯溪挑战、爬云梯

经典系列——经典电影 吃苦系列——农耕之旅

梦想系列——小小厨神、小小管家、小小礼仪师、小小消防员、小小园艺师等等

三、大丰门景区



香江欢乐山谷—开心系列

水上拔河—这不仅仅是一场力气的较量，还是一 
场有技巧的水上比赛。展现你魅力风采的时刻到 
了，无论你是力量达人还是拔河经验高手，都可 
以来参加哦。

33

水上大战—闷热的夏天，让我们相约在水
中，制造一场酣畅淋漓的活力泼水大狂欢吧。

三、大丰门景区



香江欢乐山谷—勇气系列

溯溪挑战—溯溪，是由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 
克报地形上的各处障碍，穷水之源而登山之巅的 
一项探险活动

云梯—摇摇晃晃的云梯，不依靠他人 
的帮助，独立完成攀爬任务，你就是 
超强王者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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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欢乐山谷—智慧系列

树叶标本—学习各类植物，自行拾取喜欢的树 
叶，细致观察其图案与别类植物的特殊性并将 
其制为标本妥善保管

石头画—每一块石头都经过了天然的洗礼，用 
各式各样的小石子创造出一切只属于你的图案。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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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欢乐山谷—梦想系列

小小礼仪家—良好的气质及礼貌习惯得 
从娃娃抓起

36

小小管家—从操作中培养独立意识，势必成 
为生活小管家

三、大丰门景区



香江欢乐山谷—挑战系列

勇往直前 绳牵万仗

37

三、大丰门景区



香江欢乐山谷——推荐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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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10:00 出发至增城大丰门欢乐山谷

10:00-10:15 集合，破冰小游戏

10:15-12:00 勇往直前+绳牵万丈

12:00-13:30 享受美味午餐+午休

13:30-14:30 溯溪挑战

14:30-16:00 水上拔河+竹排+水枪大战

16:00-17:30 成功分享，合影留念、颁发证书、返程

三、大丰门景区



三、大丰门户外学校（大中小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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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丰门景区



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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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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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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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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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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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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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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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活动精选图
片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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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门户外学校——课程

48

上午课程 午餐和午休 下午课程

9:3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30 13:30-14:00 14:00-15:00 15:00-15:30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野外取火 野餐自带 徒步 野外辨别方向 总结分享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野外取火 野餐自带 徒步 野外辨别方向 总结分享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野外辨别方向 野餐自带 徒步 野外取火 总结分享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搭建帐篷 野餐自带 徒步 野外取火 总结分享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搭建帐篷 野餐自带 徒步 野外取火 总结分享

团队整合 破冰游戏，分组建队，选取队长野外取火 野餐自带 徒步 搭建帐篷 总结分享

三、大丰门景区



专业公司及国际漂流工程专家精心设计，自 

然和谐，浑然天成，水绕山转，石木相间，可观 

山景、赏水色，溪流惊而不险，却又刺激无比。

由集数十年修道大成导师领袖，以道家道医 

精髓与现代科学养生之道相结合，通过对饮食、 

睡眠、心灵、运动、生活习惯进行干预，修复身 

机平衡，重塑健康活力。

四、文旅和漂流（成人类）

大 丰 门 漂  流

森 林 疗 养 、 文 旅 养 生

三、大丰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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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安排引导

珠三角主要城市出发线路

广州出发： 全程60分钟 广州→ 华南快速干线→ 广河高速→  增从

高速（派潭出口）→ 香江健康山谷（白水寨方向）

深圳出发： 全程100分钟 增莞深高速（梅林关入口，增城 出口）

→增派公路 →香江健康山谷（白水寨方向）

东莞出发： 全程60分钟 东莞→增莞深高速（增城出口）→  增派公

路→香江健康山谷（白水寨方向）

佛山出发： 全程90分钟 佛山→ 广佛高速→ 华南快速干线→
广河高速→ 增从高速（派潭出口）→ 香江健康山谷（白水寨方向）

50

四、健康山谷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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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输入正文

    婉君，出生于广州，御旅创始人、广州市礼仪协会副会长；德礼素质教育

专家委员会委员；青少年成长指导师；高级儿童礼仪讲师;高级礼仪水平测评师;

国家注册心理训练师;国家注册高级礼仪导师;IAPCO国际会议管理运营;国家认

证高级会展策划师;国家注册会议运营管理师。

客户电话：4001122337 020-38013111 团体管家：13903002537 18802012337

如 果 您 喜 欢 以 上 酒 店 联 系 我 们

    我们是广东旅游资源高端品质方案服务商——御旅广州有限公司，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L-GD01286,专业代理广东省内温泉酒店、沙滩酒店、精选度假村的

客房预订、会议服务！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御旅。

    御旅创立于2005年，总部设在中国广州。御品人生，旅见未来。御旅

®YULV®以“知行合一，品质如名®”为理念，追求臻于至善，安全为首，味游鲜

景®，守艺人®知，匠心精神。御旅喜欢把美好呈现给你，将文化调性贯穿于旅

行度假，体验生活的情怀与氛围。

 
←服务号gzyulv
           
           →团体管家
   

    YULV.com



公司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