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 林 负 离 子 、 矿 物 质 温 泉 水 、 植 物 精 华 山 泉 水



南昆山云天海 新丰云天海

云天海集团投资十亿打造了新丰云天海温泉原始森林度假村和南昆山云天海原始森林度假村

云天海集团理念：打造国际级的森林康养小镇，发呆也养生

云天海集团实力：拥有12000亩稀缺资源的土地，自营酒店客房近800间 



秀 木 养 性 灵 泉 养 心

                  新丰云天海温泉原始度假村为国家4A景区，按五星级酒店标准投资建造，位于“广东香格里拉”—

—新丰县境内，处于新丰江源头、流溪河上游、万绿湖发源地区域，突出的自然生态区位优势，使得云天海

100年内无工业污染，100公里范围内无污染源，峡谷深处，群山环抱，恍若世外桃源。



01. 环境

度假村坐落于紧邻从化的4800亩原始森林

之中，四面环山，地势狭长，区域内林木终

年繁茂，森林覆盖率高达99%，空气中负离

子含量高达10万个/立方厘米。

02. 资源

温泉区占地100多亩，拥有超大山泉水泳池、

儿童池、按摩池、鱼疗池、各种功能花浴池、

药浴池，以及石板床、按摩等，可同时容纳

近2000人。优质天然氡温泉，涓涓成涌，

日出水量2000立方米。

03. 配套

景区配套设施均按五星级标准投资建造，集

豪华酒店、浪漫别墅、养生温泉、特色餐饮、

会议培训、休闲娱乐于一体。
原始森林 珍稀温泉 豪华配套

四面环山

4800亩原始森林

99%森林覆盖率

10万个/m3负离子

3.2km森林步道

100亩温泉公园

45个功能泡池

2000立方米日出水量
565间豪华客房

1000人同时用餐餐厅

6间大小会议室



              全新的接待中心，徽派建筑，白墙灰瓦，窗明几净，典雅大方，以此为中心连接林海1号楼与林海2号楼。

              楼层分三层：一楼为接待大堂，主要提供办理入住、换房、退房、咨询等服务。二楼为12间棋牌室，每间棋自带独立阳台、

麻将设备一应俱全，饱食终日，小玩娱情。三楼空中餐厅，新颖别致，清风徐徐、月明星稀，对酒当歌，不亦乐乎。



              一如的徽派建筑风格，白墙灰瓦，与原始森林自然景观天然地融为一体，云雾缭绕，妙不可言。五星级装

修，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饰以中国传统艺术品，和谐柔丽、美轮美奂，尽显高贵品味。  



       有依山傍水之优越，广场有一个奇石的石雕为来宾日夜守护，后有喷水鱼池相依令人放空身心，“小桥、

流水”之意油然而生。



29间

66㎡，

1.5米*2.2米床2张，

位于林海2号楼，

wifi覆盖，带私家阳台。

184间

66㎡，

2米*2.2米床1张，

位于林海2号，

wifi覆盖，

带私家阳台。

10间

45m²，

2米*2.2米床1张，

位于林海1号楼8楼，

wifi覆盖。

210间

45m²，

1.5米*2.2米床2张，

位于林海1号楼2—7楼，

wifi覆盖。

豪华蜜月房至尊双人房 至尊蜜月房豪华双人房 风情双人房

100间

66㎡，

1.5米*2.2米床2张，

位于林海2号楼，

wifi覆盖，带私家阳台。



  独立套房

o 2套，每套90m²

o 2米*2.2米床1张

o 位于主楼林海一8楼，园景

o 1房1厅

o  配自动麻将、独立棋牌、

       浴缸

oWi-fi覆盖

o 1套，每套120m²

o 2米*2.2米床1张

o 位于主楼林海一8楼，山景

o  1房1厅

o 配自动麻将、独立棋牌、浴

缸

o wi-fi覆盖

o 3套   每套120㎡

o 2米*2.2米床1张

o 位于林海二11楼，

o 1房1厅

o 私家阳台、浴缸、汗蒸房、

独立棋牌

o wi-fi覆盖。

云天海套房 至尊套房豪华套房



温馨舒适满院星辰

广东最美民宿——蝴蝶谷民宿

       依山而建的18栋独立蝴蝶谷民宿，拥有独立的小院、开放式厨房及私人温泉泡池、石板床。各庭院依次独立

坐落于度假村峡谷尽头的半山森林中，白墙灰瓦，青砖绿藤， 一杯红酒，听屋里传来古老唱片的音乐，浸泡在属

于两个人的温泉池里，躺在星空下的石板床上，说着两个人之间的话语，这里，是你梦想中的二人世界，带你体

验蜜月般的温存。

曲径通幽高贵典雅



养生功效

1 、常泡温泉活血杀菌预防动脉硬化
2 、泡温泉有效缓解关节炎
3 、热温泉可以有效减肥
4 、泡温泉可治皮肤病 温度别太高
5 、天然温泉水已经成为母婴护肤的新趋势

防癌功效

          现代人普遍体温低下，人体温降至35度时，正是癌细胞最活跃繁殖
的时候，反之当体温达39.6度以上时，癌细胞就会全部死掉。

治病功效

             对肥胖症，运动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轻度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疾病，新陈代谢，对风湿、关节炎、神经性骨痛、痛风，皮
肤病等多种疾病具有特殊疗效。

温泉

对舒筋活络、强身健体、润肤养颜、安神定神、抗衰老等有保健作用。

保健



云天海温泉池
花浴 药浴

按摩池 鱼疗池



云天海温泉价值

云天海温泉区占地100多亩，拥有超

大山泉水泳池、娱乐池、儿童池、按

摩池、鱼疗池、各种功能花浴池、药

浴池，以及石板床、香薰按摩，可同

时容纳近2000人。优质天然氡温泉，

涓涓成涌，日出水量2000立方米。

云天海森林峡谷温泉中特含稀有元

素——氡，氡能有效治疗如慢性支气

管炎、哮喘、便秘、胃痉挛、胆结石、

慢性肠炎、痛风、神经衰弱、失眠、各

种神经痛、末梢神经炎、荨麻疹、冻疮

等病症，对心律和血压的调节更能起到

立竿见影的疗效。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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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普遍体温低下，人体温

降至35度时，正是癌细胞最活

跃繁殖的时候，反之当体温达

39.6度以上时，癌细胞就会全

部死掉。云天海特地设置了多

个高温池，池中就有热疗石板

床，让您全身侵泡在高温汤

中，洗尽一切疲倦的同时，抑

制身体里癌细胞的生长。



项目
广州市区测试 云天海测试

空气负离子浓度（单位：个/立方厘米） 0-50 20000-150000

空气细菌含量（单位：个/立方米） 17000-2800 0-50

温度                                                                        夏秋温度20~23度

人体舒适感觉（在8月最热的天气中一天24小

时）
24小时闷热和极不舒适 18小时舒适，6小时闷热

有毒气体含量 64.5%气体有害 无

地表水质量 重度污染
国家一级地面水质标准国家生活饮用水标

准

噪音（单位  db） 白天75 夜晚55  影响休息 白天44 夜晚32 属于极度安静区域

植物精气含量（萜烯类） 12% 97%

空气洁净度（污染程度） 经常重度污染 无污染

云天海空气实时测试

夏秋温度35~40度



登山沿途放置各种摇椅、

休憩水榭、亭台等等供客

人停留，你可以在这里坐

一个下午听歌发呆，也可

以与三五好友在这里谈人

生谈理想，当然，也可以

走走歇歇，一路爬到最顶。

那里满是大自然的佳作。

漫步其间，大师的森林法

语牌给你自然之外的人生

哲学启示。各式树种的科

普标识让你在探索间学到

知识，还有沿途而上的道

旗标语，或卖萌或装深沉

或给你一句醒世名言，那

才是登山的乐趣。

有15m不长叶的小树直上

云霄，也有对阳光各个角

度的利用所长成的千姿百

态的树。还有丛林间的弱

肉强食，适者生存留下的

植物绞杀大榕树，不经

意长高的玛尼堆，窄窄的

瘦身门，都是我们对大自

然鬼斧神工的理解和利用。

云天海森林公园休闲步道

海拔249米，长度950m，

往返全程一般需要1小时，

登山步道最高点太平山顶

海拔532米，长度3.2km，

全程为原生态登山道，往

返时长约2.5小时。

登山道 休息亭 百年大树 玛尼堆文化

云天海森林公园云天海森林公园



配套——会议室
会议厅名称 面积

会议容量

剧院
式

课桌
式

回型
式

小会议室1个 100㎡ / / 20人

中型会议室1个 130㎡ 130人 70人 40人

大型会议室2个 175㎡ 175人 90人 60人

多功能会议室1个 400㎡ 400人 220人 180人

国际宴会厅1个 980㎡ 800人 500人 300人



康体娱乐

棋牌 24小时会所 KTV

奇石馆 球类 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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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