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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毗邻国际机场， 基础设施发达， 通往首尔的交通便
捷， 是最佳MICE目的地。 韩国一流国际会展中心KINTEX距
离金浦机场15分钟车程， 仁川国际机场30分钟。
此外， 水原会展中心交通也非常便利， 距离仁川国际机场及
金浦机场各1个小时车程。

作为东北亚商务经济枢纽， 京畿道拥有各种高度契合产业考
察的会展设施。 包括亚洲顶级规模， 韩国最大会展中心高阳
市KINTEX等， 京畿道下属31个市郡拥有与各地特色相吻合
的中小规模MICE设施， 可以举行各种规模与性质的活动。	

京畿道独具特色的场馆备受瞩目。 这些场馆在会展概念基础
上， 附加休养与独特的文化旅游元素， 满足与会者的需求，
并呈献独特的回忆。 传统与现代元素浑然一体的特色场馆各
有不同的故事, 人们可以在这里尽享大自然。 如果您在寻找
超越会议概念的全新体验， 京畿道将是最佳选择。

超越商务概念的全新体验
国际MICE目的地——京畿道

NICE to MEET
仁川机场至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KINTEX

NICE to DO
最优化MICE场馆 	

NICE to  
FALL IN LOVE
特色场馆 + 休养 + 文化为一体
的MICE京畿道

申请条件

申请项目

30 +
30名以上外籍人士团体

1 DAY +
在京畿道宾馆住宿1晚以上或游览3个以上京畿
道付费景区

POINT +
加分 : 		运营CSR (地区公益活动) 或游览传统市

场时给予加分

京畿道内旅游设施门票及体验费用

京畿道奖励旅游支援制度介绍

Why 
         GYEONGGI?京畿道MICE简介

 What  京畿道 
奖励旅游  
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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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体验	

山楂园 传统酒酿制体验
水原传统文化馆
杨平 青春博物馆
利川 郑陶家 陶艺体验 
外婆家体验村

特色体验	

龙珠寺 庙居体验
Flying水原
炸鸡大学 炸鸡集训班
山葡萄农园
三星创新博物馆
现代汽车主题公园 

休闲体育

运动萌兽主题乐园 (Sports Monster）
Challenge Korea (挑战韩国，骊州冒险乐园）
加平 Skyline Zip Wire (空中滑索）
Wave Park (人造浪池）冲浪学习班

奖励旅游体验

		主办单位
		地址       
		主机电话
		网站（语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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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旅游体验

韩国文化体验 韩国文化体验

韩国文化体验韩国文化体验

山楂园 传统酒酿制体验

水原传统文化馆

杨平 青春博物馆

利川 郑陶家 陶艺体验 

通过山楂园的家酿酒体验活动，能够体验家酿酒的历史与文化以及蒸制酒曲等。此体验需要事先预订，整个
流程约需2小时，可以说是亲自酿制传统酒的特色体验。

体验所需时间  约1小时30分钟 ~ 2小时
可容纳人员  430人

 （株）裴商冕酒家
  京畿道抱川市花岘面

花东432号路25
  +82-(0)31-531-9300
  https://www.

soolsool.co.kr/
business

	 青春博物馆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

新店里369-32
	 +82-(0)31-775-8907
	 	http://www.retro	

museum.co.kr/main 

 （财）水原文化财团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

正祖路887
  +82-(0)31-247-3765
  https://blog.naver.

com/suwonyejeol82 

	 Jungdoga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

陶瓷艺术6号路46
	 +82-(0)10-5402-6621
	 	jungdoga.modoo.at

杨平青春博物馆设有70 ~ 80年代校服体验、GO (Green Organic)古场、记忆满满的店铺等各种怀旧体验。
在青春博物馆可以参加打桩、做焦糖饼、扇画片、踢毽子等我们记忆中的传统游戏，并在玲珑别致的怀旧
场景中摄影留念。

体验所需时间  30分钟 ~ 1小时
可容纳人员  30人

韩国的陶瓷美术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丰富的原料与优质水以及陶艺工匠的心血，使传统陶瓷
作品得以再现。郑陶家位于利川陶艺村，二十多年来针对语言学堂的外国学生进行陶艺体验，而且对外租
赁工房，举办研讨会。

体验所需时间  1小时（可提供英语翻译）
可容纳人员  30人

在水原传统文化馆可以学习与体验传统美食与礼仪、时节风俗。此外水原传统文化馆设有宫廷饮食、发酵
食品等各种以食品为主题的体验活动。

体验所需时间  1 ~ 3小时 
可容纳人员  饮食体验 : 10 ~ 20人	

礼节体验 : 10 ~ 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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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旅游体验

韩国文化体验

特色体验

特色体验

Flying水原系留式氦气球，设有可在150米高空一览水原华城全景的特色游览设施。头顶蓝天，欣赏四季呈
献全新魅力的水原华城，与亲人、朋友或恋人留下难忘的回忆。

体验所需时间  约10分钟
可容纳人员  限30人

龙珠寺被誉为 ‘孝心之总佛寺’，听僧人讲述行孝的故事，在龙珠寺并享受庙居之旅。暂且卸下人生的重
负，在龙珠寺体验佛教文化与寺庙生活。与僧人的茶话可以使人们恢复内心世界的充实，108拜体验、花
山布行（林荫道冥想）也是不容错过的快乐。

体验所需时间  萤光庙居之旅： 2日1夜	 	
	          小小逗号庙居之旅：2日1夜 ~ 3日2夜
可容纳人员  	10 ~ 50人

外婆家体验村业已运营十多年。作为体验农村生活的领路人，设有丰富多样的应季体验活动，是与朋友们一起
亲自体验野生植物及农作物收获，贴近大自然的体验学习平台。

体验所需时间  当日（5个小时）~ 3日2夜
可容纳人员  3000人

当日活动

区分 春（3月） 夏（8月） 秋（10月） 冬（12月）

美食项目
（可选2项）

• 制作饴糖
• 		石磨体验 & 制作手工

豆腐
• 铁锅盖煎蔬菜饼
• 制作山楂爆米花

• 打黏糕
• 赤手捉鳟鱼
• 煎蔬菜饼或土豆饼
• 制作季节沙冰

• 打黏糕
• 赤手捉鳟鱼
• 煎蔬菜饼或土豆饼

• 制作山楂爆米花
• 制作饴糖
• 铁锅盖煎蔬菜饼
• 制作手工豆腐

农村体验项目
（可选3项）

• 背背架的樵夫体验
• 烤红薯
• 砍柴
• 制作鳐鱼风筝
• 制作松球手链
• 在鸡笼偷鸡蛋
• 制作麦苗盆栽

• 在小河坐木筏
• 摘玉米（中旬开始）
• 黄土面膜游戏
• 凤仙花染色
• 滑水

• 在小河坐木筏
• 滑水
• 稻草游戏
• 水稻种植游戏
• 挖红薯
• 做稻草人

• 稻草游戏
• 砍柴
• 石磨体验
• 背背架的樵夫体验
• 烤红薯
• 制作鳐鱼风筝
• 做松球手链
• 在鸡笼偷鸡蛋 Flying水原 热气球体验

龙珠寺 庙居体验外婆家体验村

  外婆家农业法人
  		京畿道杨平郡青云面

新论路344
  +82-(0)10-9040-9477
  			http://www.

stayfarm.co.kr/
index.php	

  龙珠寺
  京畿道华城市龙珠路
136

  +82-(0)31-235-6886
  http://yongjoosa.
templestay.com

 （株）Flying水原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

京水大路697
	 +82-(0)31-247-1300
	 	http://www.

flyingsuw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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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旅游体验

现代汽车主题公园通过各种活动与展览，使人们看、听、感受汽车的体验更加舒适，也可以亲自试驾，体
验驾驶的快乐。

体验所需时间  约1小时（向导带队团体参观为标准）
可容纳人员  限20人（向导带团参观为标准）

现代汽车主题公园

三星创新博物馆

在三星创新博物馆能够学习从电的发现到最新款智能机以及三星电子随着电子产业创新历史，还可以发现
三星在半导体、显示技术、移动产业在信息领域的发展成果。人们可以在三星创新博物馆参观电子产业发
展历史，并领悟创新的意义。

体验所需时间  约1小时
可容纳人员  	9 ~ 40人（向导带团参观为标准）

特色体验

特色体验特色体验

这是制作并品尝世界上最美味BBQ炸鸡的体验活动。儿童、学生、上班族等，任何人均可参加，且设有旨
在促进家庭和睦的1夜2日橄榄炸鸡宿营班，以国内外游客为对象的旅游宿营班以及为准创业者设立的创业
集训班等。此外，炸鸡大学设有课堂及住宿等进修设施，在此可以举办团体组建活动及进修班。

体验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 2小时
可容纳人员  20 ~ 50人

炸鸡大学 炸鸡集训班

 （株）Genesis BBQ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

西利川528号路191
	 +82-(0)31-635-8461
	 	http://www.

ckuniversity.com

 （株）三星电子三星创 
       新博物馆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
三星路129

  +82-(0)31-200-3113
  		https://www.	
samsunginnovation	
museum.com

山葡萄农园位于洁净、无污染的坡州紺岳山脚下，设有以山葡萄为主题的葡萄酒庄、露营场、体验区等各种
综合设施。人们可以在这里参观酒庄内部，采摘山葡萄或者进行山葡萄酒或巧克力制作体验。

体验所需时间  约1小时30分钟
可容纳人员  400人

山葡萄农园 山葡萄酒体验特色体验

  山葡萄农园农业合作法人
  		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

Witbaeuni路 441-25
  +82-(0)31-958-4558
  		http://www.	

sanmeoru.com 

 （株）现代汽车
	 	京畿道高阳市日山西

区Kintex路217-6
	 +82-(0)2-1899-6611
	 	www.motorstudio.

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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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旅游体验

无论是新手还是专业冲浪者，都可以在Wave Park便捷享受人造波浪。人们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在入
门、升级、高级班愉快地学习冲浪。

体验所需时间  2小时
可容纳人员  10 ~ 20人

Wave Park (人造浪池) 冲浪学习班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 加平 Skyline Zip Wire (空中滑索)

空中滑索运动利用缆绳连接两个不同高度的固定装置，是无动力滑降的环保休闲设施。加平Sky Line是韩国
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高空滑索公司。

体验所需时间  约30分钟（乘坐时间为1分30秒）
可容纳人员  16人/次

包括尽享高速下降的滑索冒险运动，设有几十种冒险体验设施。这些项目可以在享受休闲运动的同时，加深彼
此的情谊，业已跃升为家庭户外活动的热门选择。

体验所需时间  2 ~ 4小时
可容纳人员  20 ~ 100人

Challenge Korea (挑战韩国，骊州探冒险乐园)休闲体育

运动萌兽 高阳/河南/安城休闲体育

  (株)Zana Line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
北汉江路1024

  +82-(0)31-582-8091
  http://www.skyline	
zipwire.co.kr

 （株）Challenge 	
       Korea（挑战韩国）

  		京畿道骊州市山北面
广骊路1389

  +82-(0)31-884-1555
  		http://www.challenge	

korea.com 

 （株）Wave Park
	 	京畿道始兴市正往洞

龟岛5路16
	 +82-(0)31-431-9079
	 	https://www.

wavepark.co.kr

全世界首家综合运动主题公园，设有男女老幼均可轻松使用的各种娱乐文化设施。人们可以在这里体验活力
四射的极限冒险活动或在数码区进行虚拟体验。

体验所需时间  2小时
可容纳人员  限400人

  （株）Wepeak Sports	
        Monster（运动萌兽）

  +82-(0)2-1668-4832
  		http://www.sports	

monster.co.kr/front	
/002/main/main.do 

 •高阳分店：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高阳大路1955号4楼
•河南分店： 京畿道河南市渼莎大路750号Starfield河南分店4楼
•安城分店： 京畿道安城市孔道邑西东大路3930-39 Starfield安城分店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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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 ONEMOUNT
一山 韩华水族馆(水上星球）
光明洞窟
现代游船
抱川 香草岛乐园
朝鲜王家
韩国民俗村
爱宝乐园

Unique Venue
(特色场馆)

  所需时间   

  地址       
  主机电话
  网站（语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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아쿠라플래닛

奇幻神秘的水族世界之旅
韩华水族馆（水上星球）占地面积1万4660㎡，水箱总容量达4300吨，是韩国首都圈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水族
馆。包括容量达2000吨的大型水箱在内，共有44个水箱，9个动物笼舍与鸟类散养场等，倾力打造可同时享
受旅游与体验的‘都市内体验型综合旅游设施’。 

在韩华水族馆（水上星球），人们可以在海底世界的背景下举行各种活动。数以万计的鱼群与鳐鱼的群舞营造
出神秘氛围，且提供专业水族师拉开横幅的服务。 

设施概要	 水族馆  |  丛林地带  |  Sky Farm  |  积木星球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露台 1 150

公园广场 1 100

其他服务	 •餐饮供应服务
	 	 •可以举行演出、音乐会、展览、博览会
	 	 •特别迎宾水族表演

一山 韩华水族馆 (水上星球)

享受夏季的雪橇与冬季人造浪池的室内主题公园
One Mount是冬夏常年并存于365天的主题公园，也是包括购物在内的综合文化空间。室内水上乐园的极限
人造浪池与King Ball Ride等极富刺激的体验后，可以在暖暖的温泉池缓解疲劳。烈日炎炎的夏季，冰雪乐
园依然雪花飘舞；彩虹滑梯与交相辉映的灯光是点睛之笔，冰雪世界的烟花艺术秀给人们带来别样的情趣。

One Mount提供各种休闲体验与活动。水上乐园与冰雪乐园可向企业团体活动租赁场馆，且可最多容纳1500
人。炎热的夏季，在冰雪乐园举行活动等，是与众不同的独特体验。

设施概要	 •水上乐园（滑梯、流动水池、温泉池等）
	 	 •冰雪乐园（雪橇、滑冰、户外雪橇等）
	 	 •购物中心
	 	 •体育俱乐部（游泳、高尔夫、PT、GX等）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水上乐园 1 1,500

冰雪乐园 1 1,500

其他服务	 餐饮供应  |  餐厅  |  团体/附带项目

一山 ONEMOUNT

  		京畿道高阳市日山西
区韩流世界路300

  +82-(0)2-1566-2232
  			https://www.

onemount.co.kr

  京畿道高阳市日山西
区韩流世界路282

  +82-(0)2-1833-7001
  	https://www.
aquaplanet.co.kr

Unique Venue (特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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아쿠라플래닛

Unique Venue (特色场馆)

现代游船

在邮轮上举行的与众不同的宴会
现代游船载客量达1000人，是1358吨级大型游船，在韩国最早修建的京仁Ara运河运行。Ara运河是汉江下
流至西海长达18公里的水路。在Ara金浦客运港乘坐游船出发，一路可以游览著名的Ara瀑布与Ara玻璃栈
道。

在音乐/烟花晚宴邮轮，可以欣赏韩国传统打击乐与魔术等船上表演，享受自助式餐饮，并在船上观赏烟花
秀。华丽的夜景与悠扬的音乐，非常适合举行独具特色的宴会。

设施概要	 现代邮轮 : 1358吨，载客量达1000人
1/2楼 : 宴会厅
3楼：开放式户外休息空间
4楼：户外开放式甲板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面积（㎡)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钻石厅 1 425 450 提供自助午
餐及晚餐蓝宝石厅 1 425 450

大海花园 1 425 350

开放式露台 1 425 300

其他服务	 • 拥有芭蕾舞表演、变脸、魔术、现场演唱等拥有专属演出团（每个航班均提供，30分钟）
	 	 • 		中等（150~299人）及大规模（300~700人）团体包船时，可单独使用BIM投影仪、音响、照

明等，也可以举行私人活动
	 	 • 大规模（300~700人）活动可以协商调整离港时间及航行路线능

光明洞窟

充满文化、艺术、奇幻色彩的金矿
始兴矿山于1972年废弃，40年来用作虾酱仓库。后来这个废旧矿山蜕变为著名文化旅游景区，每年有200万
游客慕名来到光明洞窟。洞窟以空间意义上的差异性、媒体立面灯光秀及各种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等文化艺
术内容相结合，谱写了创新文化的新篇章。

光明洞窟每年举办时装秀、音乐会等各种体裁的活动，户外的光明广场可以举办1000人规模的活动，适合举
行奖励旅游团的特别晚餐。此外，这里毗邻KTX光明站，与国际机场及首尔相连的交通非常便捷。

设施概要	 洞窟内部
	 	 	暖洞广场、洞窟艺术殿堂、洞窟水族馆、黄金路、近代历史馆、洞窟地下世界、红酒洞窟、拉

斯科展览馆、VR体验馆

	 	 洞窟外部
	 	 黄金露头、选矿场、爱夏林间游乐场、LED媒体塔、和平少女像等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室内 1 200

室外（缤纷绚丽的广场） 1 10,000

其他服务	 美食广场（20，50人以上优惠）|  拉斯科展馆/VR体验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85
号路142

  +82-(0)70-4277-8902
  http://www.gm.go.

kr/cv

  Ara运河往返路线所需
时间：100分钟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
Ara陆路270号路74 
Ara金浦客运港

  +82-(0)32-882-5555
  	http://www.
aracruis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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아쿠라플래닛

Unique Venue (特色场馆)

韩国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历史考证传统宾馆
这是将1807年落成的朝鲜王室家族传统韩屋移建而成的建筑。昔日专属于王室与特权阶层的空间，而今向国
内外游客开放，成为体验韩国历史与文化的著名景区。此外，这里设有室外豪华露营设施，现代与过去在这
个空间重叠交织。

朝鲜王室画廊讨论室可容纳200多人，适合企业及团体举行研讨会、讲习班、论坛等。在室外的Cabana小
屋，可以举行音乐会或小规模宴会，且设有熏蒸理疗、韩方香皂制作等各种体验项目。

设施概要	 餐厅  |  自助餐厅  |  讨论室  |  户外泳池  |  美术馆  |  韩屋咖啡店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画廊/讨论室 1 200

其他服务	 附带项目：制作韩方香皂、熏蒸理疗等体验活动

朝鲜王家

以香草为主题，充满治愈与浪漫气息的会议名所
抱川Herb Island（香草岛乐园）是以香草原产地地中海生活为主题的全世界首家香草植物博物馆，设有各
种富有异域色彩的看点及娱乐项目。四季与香草为伴，可以放松身心，在快乐的时光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为了提高团队凝聚力，促进组织发展壮大，香草岛乐园利用天然香草，举办定制式企业进修活动。此外，
香草岛乐园内香草治愈中心（Herb Healing Center）运营度假山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及目的，
举行1日或1夜以上的活动。

设施概要	 	Herb Island（香草岛乐园）|  Herb Museum（香草博物馆）|  Herb Healing Center（香草治愈中
心）|  香草商店  |  度假山庄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Neroli厅/Neroli S厅 1 / 1 88 / 20

玫瑰厅/玫瑰S厅 1 / 1 80 / 20

宴会厅 1 80

治愈厅 1 40

Lavender厅 1 50

其他服务	 •	设有‘雅典厅’（320人）/ ‘香草排骨’（100人）/ ‘治愈饮食’（40人）/ ‘香草汤饭’（50人）/	
及西点等各种餐厅 

	 	 •附带项目
   	 	     - 体验：贡多拉、毛驴、香草环山路、制作生活用品
   	 	     - 团体： 定制式特别活动（老年人、更年期女性、排毒等）

抱川 香草岛乐园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
青新947号路35

  +82-(0)31-535-6494
  		http://www.

herbisland.co.kr 

  		京畿道涟川郡涟川邑
岘文路339-10

  +82-(0)31-834-8383
  		http://www.chosun	
1807.com/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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아쿠라플래닛

Unique Venue (特色场馆)

爱宝乐园

四季尽享各种庆典的奇幻世界
爱宝乐园拥有世界一流的主题公园与水上乐园，是尽享季节庆典的四季综合度假园区。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惊险刺激的体验项目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上乐园‘Caribbean Bay’、水陆两用野生动物园‘Lost Valley(失
落谷)’。每逢万圣节与圣诞节等节假日，各种别具特色的聚会与庆典活动给爱宝乐园增添了喜庆氛围。

除了各种体验项目外，爱宝乐园还面向企业团体运营团队建设项目，且设有可容纳2000人的户外活动场地与
容纳1000人的会议室，适合企业单独举行各种活动。

设施概要	 	娱乐 (万圣节/游行庆祝等)  |  Zootopia (动物园)  |  Plantopia (园林)  |  	 	 	
餐厅、礼品店  |  豪华露营场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面积（㎡）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演出大厅

大型舞台 1 1,871 1,100 音响、照明

少女峰
（Jungfraujoch） 1 - 3,000 户外草坪

西门活动广场 1 9,271 9,000

Animal Wonder Stage
（动物表演） 1 - 1,000 麦克风，森林主题

Hello Turning Adventure 1 - 950 影院式

会议室
大礼堂 1 528 200 麦克风，屏幕

分组讨论室 5 50 20 可综合运营1~3个包
房，麦克风，屏幕

其他服务	 •餐厅
	 	     - 园内共运营17家餐厅
	 	     - 可提供餐饮服务（自助式 / 普通式）
	 	 •设有团队组建项目
	 	     - 基于推理游戏的任务，小组生存游戏团队任务等
	 	     - 可容纳10 ~ 300人
	 	     - 所需时间： 约2小时

再现朝鲜时期生活面貌的传统文化主题公园
这里是能够体验韩国特有传统与生活气息的传统文化主题公园，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韩国民俗村惟妙惟
肖地再现了朝鲜时期的生活面貌与传统房屋，多次用作各种题材的取景地。除了各种参观设施，还设有多种
传统游戏、手工制作体验以及展现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动。 

设在韩国民俗村内的餐厅韩国馆，可供企业团体单独使用。民俗村还提供演出与餐饮服务，适合举行晚宴及
企业活动。此外，还可以身着韩国传统服饰，举行特别活动。

设施概要	 •朝鲜时期房屋
	 	 •户外民俗村
	 	 •展馆：传统民俗馆、世界民俗馆、陶瓷展览馆
	 	 •传统艺术演出大厅
	 	 •青年旅舍
	 	 •游乐场：15种游乐设施、雪橇场、鬼屋等

设施信息	

	 	

区分 数量（个） 可容纳人员（人） 备注

韩国馆 1 400

讨论室 1 200

其他服务	 设有团体体验项目
	 	 - 陶瓷蜡烛 / 短萧 / 超短萧 / 小琴 / 制作河回面具 / 陶瓷阴雕 / 陶瓷成型 / 木艺/韩纸工艺
	 	 - 韩式弓箭 / 韩服体验等
	 	 - 可容纳20 ~ 2000人

韩国民俗村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
民俗村路90

  +82-(0)31-288-2824
  		http://www.

koreanfolk.co.kr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
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82-(0)31-320-5000
  			http://www.everland.
com/web/ev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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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区分 单位名称
设施现状

总机 地址 网站
客房数

(间)
会议室可容
纳人数(人)

住宿

宾馆

高阳SONO CALM酒店 
(SONO CALM - Goyang) 826 838

~ 1,204 +82-(0)31-927-7700 高阳市 www.mvlhotel.com/goyang 

首尔MARINABAY宾馆 
(Hotel MARINABAY Seoul) 825 - +82-(0)2-552-7008 金浦市 www.hotel-marimabay.co.kr

水原IBIS AMBASSADOR宾馆 
(Ibis Ambassador Suwon hotel) 240 1,910 +82-(0)31-230-5126 水原市 ibis.ambatel.com/suwon/main.amb

水原RAMADA PLAZA by WHDHAM 
(RAMADA PLAZA by WYDHAM Suwon) 287 334

~ 1,335 +82-(0)31-230-0001 水原市 www.ramadaplazasuwon.com/

Value Hotel Worldwide  
High End 300 200 +82-(0)31-230-6000 水原市 www.valuehighend.com/

水原Novotel Ambassador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287 970 +82-(0)31-547-6600 水原市 www.ambatel.com/novotel/suwon/

ko/main.do

Holiday Inn Express  
Suwon Ingye 249 20 +82-(0)31-5177-0000 水原市 www.suwon.holidayinnexpress.com

水原COURTYARD by Marriott 
(COURTYARD by Marriott Suwon) 288 217 

~ 568 +82-(0)31-267-5600 水原市 www.marriott.co.kr/hotels/travel/
selcw-courtyard-suw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Seoul-Pangyo 250 262 +82-(0)31-8060-2000 城南市 www.marriott.co.kr/hotels/travel/

selpn-courtyard-seoul-pangyo

龙仁RAMADA by WYDHAM 
(RAMADA by WYDHAM Yongin) 399 370 +82-(0)31-8097-6500 龙仁市 www.ramadayongin.com/

骊州SUNVALLEY Hotel & Waterpark  
(SUNVALLEY hotel&waterpark) 202 800 

~ 1,450 +82-(0)31-880-3889 骊州市 www.sunvalleyhotel.co.kr/main

GOLDEN TULIP Ever  
Yongin Hotel 294 100 +82-(0)31-8097-3300 龙仁市 www.gt-yongin.com

Rolling Hills Hotel 228 906 +82-(0)31-268-1000 华城市 www.rollinghills.co.kr/

Eden Paradise Hotel 72 378 +82-(0)31-645-9100 利川市 www.edenparadisehotel.com

Prumir宾馆  
(Hotel Prumir) 239 1,500 +82-(0)31-8020-0000 华城市 www.hotelprumir.com/

The BloomVista 292 939 +82-(0)31-770-8888 杨平郡 www.bloomvista.co.kr 

度假村

杨平韩华宾馆 & 度假村 
(Hanwha Hotel&Resorts) 401 1,700 +82-(0)31-772-3811 杨平郡

www.hanwharesort.co.kr/irsweb/
resort3/resort/rs_room.do?bp_
cd=0501

杨平SONO MOON 
(SONO MOON Yangpyeong) 191 1,130 +82-(0)2-1588-4888 杨平郡 www.daemyungresort.com/yp 

La Vie D’or度假村 
(La Vie D’or) 241 340 +82-(0)31-352-7150 华城市 www.laviedor.com/

龙仁韩华宾馆 & 度假村 
(Hanwha Hotel&Resorts) 261 1,248 +82-(0)31-332-1122 龙仁市

www.hanwharesort.co.kr/irsweb/
resort3/resort/rs_room.do?bp_
cd=0401

酒店及度假村

GYEONGGI 
HOTEL & SHOPPING
LIST

京畿道购物中心及酒店

购物中心

单位名称 总机 地址 网站

坡州乐天Premium Outlets 
(Lotte Premium Outlets Paju) +82-(0)2-1577-0001 坡州市 store.lotteshopping.com/handler/Main-Start?subBrchCd=054 

金浦现代Premium Outlets 
(Hyundai Premium Outlets Gimpo) +82-(0)31-812-2233 金浦市 www.ehyundai.com/newPortal/outlet/DP/DP000000_

V.do?branchCd=B00172000

仁川乐天Premium Outlets 
(Lotter Premium Outlets Icheon) +82-(0)2-1577-0001 利川市 www.lotteshopping.com/branchShop 

Guide/floorGuideSub?cstr=0346

骊州Premium Outlets 
(Yeoju Premium Outlets) +82-(0)2-1644-4001 骊州市 www.premiumoutlets.co.kr/yeoju/

水原乐天购物城  & 百货商店 
(Lotte Mall Suwon) +82-(0)31-8067-4000 水原市 suwon.lottemall.co.kr/handler/Main-Start

河南Starfield 
(Starfield Hanam) +82-(0)2-1833-9001 河南市 www.starfield.co.kr/hanam/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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