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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浙江一票通
品质版

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31日

玩一家就赚，多玩多赚！
30家品质景区，365天免费玩

2021



品质版景点权益
类型 地区 景点场馆名称 门市价 通票权益

热门
标杆

杭州萧山 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园（二选一） 350 免一人次原价350元全价门票或原价299元优惠票

杭州富阳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二选一） 220 免一人次门市价220元（成人）或140元（儿童）门票

欢乐
亲子

杭州江干 江和美海洋公园 120 免一人次门市价120元（成人）或90元（儿童）门票

杭州余杭 酷嗒动物文化乐园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场馆门票

杭州江干 乐满堂欢乐王国(501城市广场店） 80 免一组（一大一小）80元梦幻岛门票赠送10枚游戏币

杭州上城/西湖 石器时代陶艺馆 108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108元陶泥捏塑体验

嘉兴嘉善 歌斐颂巧克力小镇 70 免一人次门市价70元（成人）或35元（儿童）门票

嘉兴南湖 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 50 免一人次门市价50元（成人）或25元（儿童）门票

新奇
网红

杭州上城 杭州奇葩减压馆--36项奇葩体验 180 免一人次门市价180元场馆门票

杭州连锁 漕德庄·解忧柴咖 68 免一人次门市价68元场馆门票（含饮品13选1+45分钟柴犬乐园）

杭州拱墅 飞行家室内跳伞（大悦城店）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100元VR翼装飞行体验

杭州上城/西湖 猪小囡撸猪馆 88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88元或者儿童50元撸萌宠套餐

杭州上城 VR零限制·大空间VR游戏体验馆（工联CC店） 36 免一人次门市价36元单机VR单人单次券（20分钟）

杭州淳安 千岛湖酉坞里萤火虫主题公园 120 免一人次门市价120元（成人）或60元（儿童）门票

宁波象山 中国海影城主题乐园 80 免一人次门市价80元（成人）或40元（儿童）门票

湖州安吉 中南百草园（网红小火车）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60元小火车门票

湖州安吉 黄浦江源第一漂（皮筏） 168 免一人次门市价168元（成人）或80元（儿童）皮筏漂流门票

酣畅
运动

杭州江干 VS SPORTS PARK运动玩乐园（阿里体育中心店） 138 免一人次门市价138元场馆60分钟体验门票

杭州余杭 魔力空间蹦床公园＆SPEED X极速卡丁车（二选一） 99 免一人次门市价99元蹦床一小时门票或卡丁车低速挡单次门票

杭州江干 多乐岛蹦床公园（杭州店） 129 免一人次门市价85元（平日）或129元（周末）3小时蹦床运动体验

杭州拱墅 Base4射箭·皮划艇团建基地 68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68元30分钟畅射套餐

文化
探访

杭州萧山 杭州东方文化园 128 免一人次门市价128元（成人）或50元（儿童）门票

杭州西湖 锦绣风水洞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57元（成人）或28.5元（儿童）门票

杭州西湖 灵山风情小镇（灵山幻境）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57元（成人）或28.5元（儿童）门票

杭州淳安 千岛湖文渊狮城度假区（水下古城）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成人）或70元（儿童）门票

湖州德清 欧诗漫珍珠小镇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60元（成人）或30元（儿童）门票

自然
风光

杭州临安 太湖源景区（不含玻璃桥） 80 免一人次门市价78元（成人）或40元（儿童）门票

杭州临安 杭州大明山景区（不含景交） 88 免一人次门市价88元（成人）或44元（儿童）门票

杭州临安 东天目山景区（不含景交）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成人）或50元（儿童）门票

杭州余杭 彩虹谷景区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60元（成人）或30元（儿童）门票

湖州安吉 安吉灵溪山景区（含观景平台） 8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成人）或50元（儿童）门票

注：热门标杆二选一；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园限2021年3/4/9/10/11月份使用，其中法定假期除外；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限2021年1/2/6/9/11月份使
用；江和美海洋公园2021年1/7/8月份不可使用；黄浦江源第一漂（皮筏）2021年3月1日-10月10日期间开放



畅游浙江一票通
惠民版

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31日

2021

玩一家就值，超级实惠！
20家优质景区，365天免费玩



惠民版景点权益
类型 地区 景点场馆名称 门市价 通票权益

热门
标杆

杭州萧山 杭州开元森泊度假乐园（全年恒温森泊水乐园）（二选一） 208 免一人次门市价208元（成人）或138元（儿童）门票

杭州萧山 杭州开元森泊度假乐园（幻想岛儿童乐园）（二选一） 188 免一人次门市价188元（儿童）或60元（成人）门票

欢乐
亲子

杭州余杭 酷嗒动物文化乐园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场馆门票

杭州江干 乐满堂欢乐王国(501城市广场店） 80 免一组（一大一小）80元梦幻岛门票赠送10枚游戏币

杭州上城/西湖 石器时代陶艺馆 108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108元陶泥捏塑体验

新奇
网红

杭州上城 杭州奇葩减压馆--36项奇葩体验 180 免一人次门市价180元场馆门票

杭州连锁 漕德庄·解忧柴咖 68 免一人次门市价68元场馆门票（含饮品13选1+45分钟柴犬乐园）

杭州拱墅 飞行家室内跳伞（大悦城店）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100元VR翼装飞行体验

杭州上城/西湖 猪小囡撸猪馆 88 免一人次门市价成人88元或者儿童50元撸萌宠套餐

杭州淳安 千岛湖酉坞里萤火虫主题公园 120 免一人次门市价120元（成人）或60元（儿童）门票

酣畅
运动

杭州江干 VS SPORTS PARK运动玩乐园（阿里体育中心店） 138 免一人次门市价138元场馆60分钟体验门票

杭州余杭 魔力空间蹦床公园＆SPEED X极速卡丁车（二选一） 99 免一人次门市价99元蹦床一小时门票或卡丁车低速挡单次门票

杭州江干 多乐岛蹦床公园（杭州店） 129 免一人次门市价85元（平日）或129元（周末）3小时蹦床运动体验

文化
探访

杭州萧山 杭州东方文化园 128 免一人次门市价128元（成人）或50元（儿童）门票

杭州西湖 锦绣风水洞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57元（成人）或28.5元（儿童）门票

杭州西湖 灵山风情小镇（灵山幻境）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57元（成人）或28.5元（儿童）门票

杭州淳安 千岛湖文渊狮城度假区（水下古城）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成人）或70元（儿童）门票

自然
风光

杭州临安 太湖源景区（不含玻璃桥） 80 免一人次门市价78元（成人）或40元（儿童）门票

杭州临安 杭州大明山景区（不含景交） 88 免一人次门市价88元（成人）或44元（儿童）门票

杭州临安 东天目山景区（不含景交） 100 免一人次门市价100元（成人）或50元（儿童）门票

杭州余杭 彩虹谷景区 60 免一人次门市价60元（成人）或30元（儿童）门票

注：热门标杆二选一



VR

动物园
海洋公园

亲子乐园

风景名胜
蹦床

影视城

水上乐园

N种不同体验!

解压馆

文化园

射箭

……

撸猪撸狗

N种不同玩法！

跳伞

漂流

小城古镇

卡丁车



产品 型号 景点数量 总价值
企事业单位
团购价

2021
《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

品质版 30 3028元/份 199元/份

2021
《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

惠民版 20 2094元/份 99元/份

产品价格政策



国家4A级景区，华东地区颇具规模的野生动物园，也
是一家可自驾车入园游览的大型野生动物主题公园。
可以观赏五大洲珍稀动物，以及六大动物课堂、亲子
乐园内的 1 0多个游乐项目、乘坐森林小火车…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国家4A级景区，集极地动物、海洋生物展示、表演，
以及景观体验于一体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含19大主
题特色展区，5大表演剧场及5大主题餐厅。馆内拥有
中 国 唯 一 的 领 航 鲸 ， 国 内 最 大 的 白 鲸 种 群

长乔极地海洋公园

热门标杆



集游乐、运动、益智、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超大型儿
童乐园，内含23项大型主题游乐项目：如大型探索城
堡 ， 蜘 蛛 塔 、 模 拟 实 验 室 、 迷 你 卡 丁 车 等

杭州开元森泊度假乐园
（幻想岛儿童乐园）

由室内和室外两大部分组成，拥有13余项大型水上游
乐设备，30余项水上游乐项目，室内为全年30度恒温
水 乐 园 ，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以 畅 游 水 上 世 界

杭州开元森泊度假乐园
（全年恒温森泊水乐园）

热门标杆



欢乐亲子

热带雨林，深海探秘，稀树草原，广漠
撒哈拉四大板块，小小世界、精灵森林、
彩羽之林、锦绣龙门等八大区域，超
7 0种风靡全球的海陆空萌宠神兽

梦幻岛是集微型角色扮演、儿童舞台
表演剧、亲子绘本馆、梦幻海洋球、
3D数字游戏、益智游戏区6大功能区
于一体的大型亲子互动主题乐园

乐满堂欢乐王国
（501广场）

集海洋生物观赏、科普教育、亲子互
动、高科技体验等于一体，打造湖泊
之恋、丛林探险、潘多拉码头、深海
王国、和美小镇五大主题区域

江和美海洋公园 酷嗒动物文化园



欢乐亲子

承载了世界冰淇淋传奇故事和四千年
冰淇淋的发展史，各种冰淇淋制作的
古董级物件，还有儿童趣味体验区

以陶艺体验为主的手工艺术馆，约上
三两好友一起做做手工、抛下烦恼与
忧愁，尽情享受手工带给你的乐趣

石器时代陶艺馆

遍访欧美各国，寻找终极美味，建成
的歌斐颂巧克力小镇，一粒粒可可豆
讲 述 一 段 奇 妙 的 巧 克 力 之 旅

歌斐颂巧克力小镇 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



新奇网红

杭州奇葩解压馆
（旗舰店）

36项特色的减压项目，为白
领准备的减压良药，抖音累
计3000万播放量，适合3-60

岁各年龄人群

漕德庄·解忧柴咖
（45分钟撸狗）

一家拥有八年育柴经验的专
业柴犬犬舍，在这里可以和
柴犬亲密接触，喝咖啡吃甜

品，还有幼犬出售

飞行家室内跳伞
（大悦城店）

模拟刺激的极限运动，足不
出户，游遍知名景点，安全
刺激又好玩，体验飞翔与融

情于美景的别致经历

猪小囡撸猪馆集结了三大超
高人气治愈系萌宠，超萌香
猪，可爱龙猫，软糯兔兔，

撸到停不下来

猪小囡撸猪馆



新奇网红

VR零限制·大空间
VR游戏体验馆

炫酷黑科技来袭，视觉、听
觉、触觉全方位真实感官模
拟，感受前所未有的刺激和

身临其境的游戏享受

千岛湖酉坞里萤火
虫主题公园

国内难得的萤火虫自然繁殖、
野外观赏的主题景区。夜幕
降临，成群的萤火虫飞舞在
林间，仿佛童话中的精灵

中国海影城
主题乐园

国内首个全园浸入式民国影
视主题乐园，50幢形态各异
的民国建筑，繁华小镇里到

处都是精彩的演绎

坐筏漂流，体验惊涛骇浪的
刺激，享受超凡脱俗的清静，
途中起伏落差适宜，时而水
流平缓，时而急流险滩

黄浦江源第一漂
（皮筏）



酣畅运动

VS SPORTS PARK
运动玩乐园

集智能运动和全球运动休闲
玩乐于一体的室内运动玩乐
园，多款运动竞技主题游戏，
打击棒球、冰壶、滑雪等

魔力空间蹦床公园＆
SPEED X极速卡丁车

Pokiddo魔力空间蹦床公园
集运动、健身、解压娱乐于
一体，抖音1000W打卡点赞，
堪称运动爱好者的玩乐天堂

多乐岛蹦床公园
（杭州店）

集娱乐、运动、健身为一体，
中国首家大型蹦床主题公园。
内含自由跳跃区、躲避球区、
海绵泡沫区等十几个项目

城西银泰旁沿河绿道旁，拥
有五百平超大射箭馆，也是
杭州唯一一个将射箭和水上
皮划艇结合的运动体验馆

Base4射箭·皮划艇
团建基地



文化探访

锦绣风水洞东方文化园 灵山风情小镇
（灵山幻境）

千岛湖文渊狮城度
假区（水下古城）

欧诗漫珍珠小镇

中国特大型水陆兼备的溶
洞之一，高达116米的
“九天飞龙”石壁被称之
为“天下第一九龙壁”

国家4A级景区，整个园
区以周易八卦布局，儒
释道三家建筑同构，有
诸多传统文化特色景观

史称“云泉灵洞”，洞
内有巨型石笋“天柱

峰”、高差109米的“幻
境天梯”、4000㎡的无
柱大厅和梦幻星空隧等

千岛湖里真的有一千座
岛屿吗？“隐身”多年
的古代城池藏着怎样的
秘密？穿梭其间，体验
1400年前的古人生活。

以珍珠文化为主题的特
色旅游小镇，感受博大
深厚的珍珠文化，欣赏
小镇内各种奇珍异宝，
还可以体验开贝取珠



自然风光

杭州大明山景区太湖源景区 东天目山 彩虹谷景区 安吉灵溪山景区

景区多奇峰怪石，森耸
峭拔，四季如画。景区
分玉龙溪谷、龙门峡谷、
云中秘园、云湖乐园四

大主题旅游片区

因太湖主源头坐落于此，
故名太湖源。景区内绝
壁夹峙，清溪长歌，悬
瀑飞泻，野猴成群，被
誉为”小九寨沟”

天目山的两座主峰之一，
海拔1479米，景观有峡
谷、瀑布、森林、云海、
禅寺，“水看西子湖，

山游东天目”

翠竹掩荫、溪流淙淙、
清潭无数、风景优美。
瀑布跌宕起伏、坐在
“彩虹阁”观七色彩虹
与瀑布相映成辉的奇景

集宗教文化、溪流瀑布、
峡谷奇石、珍贵植物等
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
空气清鲜，负离子含量

高，天然氧吧



1、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使用有效期是什么时候？
答：产品使用有效期为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其中部分景点有指定使用月份和日期的限制要求，具体以爱文亿预约平台上信息为准。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
州》为有时效的权益产品，有效期之外的时间无法预约，过期则作废，请在有效期内及时使用。产品不可转让、更换、延期及退款（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2、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如何绑定预约？
答：关注“爱文亿杭州”微信公众号，进入“票券兑换”菜单栏，通过手机号验证登陆，点击“添加票券”，使用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激活卡涂层区密码进行
实名制绑定后（请务必绑定使用人的实名信息），开始预约景点。

3、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如何核验入园？
答：预约成功后再出行，请在预约的使用日期当天至景点，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没有办理身份证的儿童可由陪同的成人出示儿童本人户口簿所在页的电子
档核验），具体以爱文亿预约平台上信息为准。逾期未核验，预约的景点免票权益随之失效，未预约或者在非预约日期至景点，均无法核验入场。

4、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一票可以去多人吗？可以不限次数使用吗？
答：不可以，限实名制绑定的持票人一人使用，不可一票多人使用，每个景点免持票人本人使用一次。

5、购买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后，可以退换货吗？
答：不可以，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属于特殊商品，产品不可转让、更换、延期及退款（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6、同一手机账号可以绑定几份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同一身份证可以绑定几份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
答：由于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是惠民产品，为了防止黄牛倒票，同一手机账号限绑定三份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同一身份证信息限绑定一份2021
《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限实名制绑定的本人使用，如发现有倒票行为或者转给他人使用的行为，作封号处理。

7、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外籍人士能否使用？没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如何核验入园？
答：无论外地或者外籍人士，只要您身在浙江地区，都欢迎使用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外籍人士可使用本人的护照号码进行实名制（支持英文名）绑定，预约
后到景点核销时请携带好本人的护照原件提交核销。

8、《畅游上海一票通·杭州》中有多少项目小朋友是免费的？小朋友需要预约吗？
答：不同景点对免票小朋友的身高或者年龄限制不同，亲子场馆一般对儿童没有免票政策，请参照附录表格（仅供参考），具体以景点最新政策为准。不符合免票资格的
小朋友，必须凭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实名制绑定后预约，所以建议为小朋友也购买一份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

9、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绑定的儿童没有办理身份证，如何核验入园？
答：儿童可凭含有身份证号码的户口簿等证件原件，或者在成人的陪同下出示儿童本人户口簿所在页的电子档核验，随行成人必须凭有效身份证原件核验入园，具体以爱
文亿预约平台上信息为准。

10、可凭一本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兑换亲子场馆一大一小免票权益吗？
答：不可以。一本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只能免大人或儿童本人一人次门票（包括亲子场馆），所以建议为儿童也购买一本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并以
儿童身份证信息实名制绑定。

11、两位大人购买并实名制绑定了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实际使用可以把其中一位大人免票资格转给儿童使用吗？
答：不可以。实名制绑定后大人免票权益不能转给儿童使用，只限本人使用，儿童也需要购买并实名制绑定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才可使用亲子场馆免票权益。

12、2021《畅游浙江一票通·杭州》中的部分项目限定国家法定假期内不可使用，那周末可以使用吗？
答：周末和平日都可以预约使用，国家法定假期是指五一、十一、中秋、元旦、春节、端午等小长假，少数景点由于国定假期客流太大，游客体验不好，所以国定假期内
不开放预约，请参考附录表格（仅供参考），具体以爱文亿预约平台上信息为准。

常见问答



感谢浏览！

客户经理：邬晓辰

联系方式：13918085211（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