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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收费价目表

名称 价格（元） 进场时间 离场时间 详细内容

北地溪谷营地平日（周一

至周四）自带装备（送过

夜）营位

128 元/人 9:00 次日 17:00

1.赠送过夜，只可搭建一顶帐

篷和天幕；

2.每名成人可携带一名儿童

入场，年龄不超 12 周岁，超

过按成人计算 需购买白天增

员票；

北地溪谷营地周末（周五

至周日）自带装备不过夜

营位

148 元/人 9:00 20:00

1.此商品不能过夜，只可搭建

一顶帐篷和天幕；

2.每名成人可携带一名儿童

入场，年龄不超 12 周岁，超

过按成人计算需购买白天增

员票；

北地溪谷营地周末（周五

至周日）自带装备可过夜

营位

168 元/人 9:00 次日 17:00

1.此商品可以过夜，只可搭建

一顶帐篷和天幕；

2.每名成人可携带一名儿童

入场，年龄不超 12 周岁，超

过按成人计算需购买白天增

员票；

北地溪谷营地拎包入住

全包圆套餐
1288 元/套 9:00 次日 17:00

1. 套餐包含：帐篷套餐（含

帐篷一顶，双人床*2，套睡袋

*4）+天幕套餐（含天幕一顶，

一桌四椅）+4 张成人门票+4

张 12 周岁以下儿童门票+388

元四人烤肉套餐；

2. 每个套餐可以允许4名成

人+4 名儿童入场，年龄不超

12 周岁，超过按成人计算，

需另购买增员票；

3. 早 9：00 入园，第二天

17:00 前离场（装备需 12:00

之前退还），如果超过 17:00

离场，另外补费白天增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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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溪谷营地精品房车

套餐
880 元/套 9:00 次日 17:00

1. 房车套餐包含： 精品房

车一辆（使用时间 12:00至次

日 12:00）；

2. 周一至周四赠送入园成

人门票 2张，超出 2人需另行

购买；周末需另行购买入园门

票，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

3. 早 9：00 入园，第二天

17:00 前离场，如果超过

17:00 离场，另外补费白天增

员票；

4. 房车入住时间为 12:00

至次日 12:00，延时退租需另

补延时费用。

秘境溪谷营地（帐篷套

餐）
980 元/套 9:00 次日 17:00

1. 帐篷租赁 980元（含帐

篷一顶，双人床*2，套睡袋

*4）；

2. 每张门票可以允许 2名

成人+2名儿童入场，年龄不

超 12周岁，超过按成人计算

需购买增员票 168元/人；

3. 早 9：00入园，第二天

17:00前离场，如果超过

17:00离场，另外补费白天票

（租用装备需在 12:00前归

还）；

秘境溪谷营地（天幕套

餐）
680 元/套 9:00 次日 17:00

1. 天幕租赁 680元/顶（含天

幕一顶，一桌四椅）；

2. 每张门票可以允许 2名

成人+2名儿童入场，年龄不

超 12周岁，超过按成人计算

需购买增员票 168元/人；

3. 早 9：00入园，第二天

17:00前离场，如果超过

17:00离场，另外补费白天票

（租用装备需在 12:00前归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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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守则/注意事项/安全提示

1.入营车辆停放各营地指定区域内，严禁碾压草坪；

2.秘境营地内为单行线，禁止逆行，进入车辆需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进入营地；

3.营区内严禁使用碳火，焚火台等明火，不包括卡式炉；

4.河边禁止下水嬉戏、游泳、捕鱼以免发生危险，如需垂钓请在指定区域内；

5.营区禁止肩高 35cm 以上宠物犬入内，宠物犬需束绳、主人自行铲屎，严禁营区内无人看管、随意乱跑、排

泄；

6.请游客自行保管好贵重物品，以免丢失；

7.营地所属山区，早晚温差大，带好保暖衣物、防晒、驱蚊等物品；

8.营地设有服务部，出租帐篷、天幕、桌椅、床垫、睡袋、卡式炉、水壶等露营设备，出售各类饮料、食品

及户外用品等，如需咨询请联系客服人员。

9.因处于疫情防控阶段，入营需提供 72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根据当地疫情防控政策随时调整！

10.本营地暂不接待外宾及港澳台同胞！敬请谅解！

11．暂不接待房车入园，敬请谅解！

五、营地的设施要求（填是/否）

营地要求 是否可以

拎包入住 是

可停帐篷旁 是

可自带帐篷 是

可明火 否

可携带宠物 否

可过夜 是

可篝火 否

基础设施 是否提供

信号 是

卫生间 是

厨房 是

自来水 是

营位供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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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间 是

停车场 是

热饮用水 是

营位 WIFI 否

商店 是

餐厅 否

烧烤场 否

营地活动 是否可以游玩

观日 是

观星 是

溯溪 是

划桨 否

游泳 是

冲浪 否

钓鱼 是

攀岩 否

骑行 否

徒步 是

越野 否

营地环境 地理地貌

悬崖 否

海岸 否

森林 是

草原 否

湖泊 是

水库 否

溪流 是

山谷 是

山丘 是

场地类型 扎营的地貌

草坪 是

泥地 是

岩石 是

沙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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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平台 是

碎石地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