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秋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推介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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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 餐饮、旅游、休闲娱乐、婚礼承办、会议培训、有机蔬果采摘、现代农业参观

人均消费：300元/人

简介：长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长清公路21公里处，注册资金2000万

元人民币，员工200余人，占地面积600余公顷，投资1.6亿，至今已建成温室168栋，智能温室4栋、大棚35栋。是集农业开发、旅游度

假、养生养老、商务商业、餐饮娱乐、居住生活六大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农业公司。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长清公路21公里西行800米

联 系 人：李音

联系电话：15243101004

长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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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生态大棚、农产品采摘、室内温泉沐浴、室外

水上乐园、篝火晚会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普通标准间 298元/天；豪华标准间 388

元/天；豪华三人间588元/天；豪华四人间688元/天

简介：长春关东文化园占地面积5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

长春占地面积最大的旅游休闲度假中心，其中花草果树、湖

泊水塘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形成春赏花、夏垂钓、秋采

果、冬雾凇的四季长美景象，被誉为“春城的天然氧吧”。

关东文化园是集温泉沐浴、休闲养生、餐饮住宿、中西式婚

礼、会议商务、生活居住为一体的花园式度假酒店。水景别

墅尽显尊荣与华贵，24小时管家式忠诚服务，让您感受到家

一般的温馨和舒适。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绿园区长白公路与四环路交汇北行一

公里 

联 系 人：厉柱 

联系电话：13331777406

长春关东文化园	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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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四季有机采摘、生态餐饮、儿童娱乐

人均消费：餐饮50元/人，采摘60元/人，住宿9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商务大床房398元/间，商务大标间

368元/间，商务小标间328元/间，标准四人间320元/间，

可提供集装箱别墅、农家别院

简介：吉林省荣发农业观光园总占地40公顷，投资

8000余万元，园区建有温室、智能大棚80余栋，设有新鲜

水果采摘区和有机蔬菜、特色养生菜采摘区； 园区内的草

坪广场是集草坪婚礼、篝火晚会、地坑烧烤、蒙古全羊、

滑冰等吃喝玩乐一体的欢乐园；更有特色住宿：集装箱别

墅、农家小院、标准化宾馆，同时能容纳百人入住；五千

平的娱乐区设有儿童娱乐场、亲子厨房、DIY手工、四大发

明、成人健身区、CS实战区等同时可容纳上千人玩耍。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装备大路2888号

联 系 人：曲云亭

联系电话：17649982828

荣发农业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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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生态餐饮、花海住宿、亲子活动

人均消费：8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集成花海小屋住宿价格标间368元/天，榻榻米398元/天，豪华麻将房568元/天

简介：吉林省缘山湖农业园占地面积80公顷，该项目属于都市农业类项目，以生态、绿色、环保为运营理念，将打造成集农业观

光、果蔬采摘、温泉休闲娱乐、会议、餐饮，住宿以及观赏性苗木生产、有机蔬菜水果生产，有机禽畜养殖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观光及

农业生产园区。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鹿乡镇石灰11队 

联 系 人：孙亚慧 

联系电话：18100481607

吉林省缘山湖农业园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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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有机果蔬、食用菌采摘，观光旅游、垂钓、青少年科普教育、农耕文化展示

人均消费：6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餐饮包房10间，可容纳120人就餐

简介：长春奢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地面积400公顷，是集农业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农业科技交流推广应用、农业技术咨询

服务、蔬菜、水果、苗木、花卉、园艺作物、食用菌的种植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技公司。目前，公司已建设日光温室、大棚50

余栋，智能温室一栋、接待中心一栋。公司于 2013年注册了 “奢爱良蔬” 商标，2014年7月份获得了“辽环认证中心”的“有机产品

转换证书”，2015年8月“奢爱良蔬”牌蔬菜被评为长春市名牌农产品，公司于2017年申报了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 、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奢岭镇 

联 系 人：沈丽晶 

联系电话：13756593888

长春奢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
春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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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蔬果采摘、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亲子活动

简介：吉林省智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全资子公

司，成立于2013 年，注册资金一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 600 公顷，贯

穿园区东西一条2 公里长的人工水渠，北面临山，规划人工湖 20 万余

平方米，现已建成 9万平方米的三山湖，9 万平方米的银湖，2 万平方

米的金湖，有着得天独厚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智成有机园区现有温室

大棚 83 栋四季供应有机蔬果，22000 平米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已启用，

集技术研发、餐饮娱乐、特色景观种植为一体的特色农业综合体，不断

适应市场的新需求。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泉眼镇泉眼村先锋屯

联 系 人：张冬

联系电话：0431-88035111

吉林省智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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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珍禽观赏、荷兰风车、有机果蔬采摘、

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228元/人（三餐一宿含门票）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2人间128元/间，套间228

元/间，别墅3880元/栋，山间木屋2880元/栋

简介：吉林省隆达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碧水庄

园度假村）位于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镇张家店村，占地

1800亩，是九台区重点招商企业，创建于2000年，现

已完成投资8000余万元。碧水庄园度假村地理位置及

自然条件优越，气候宜人，是旅游避暑的胜地。经过十

余年的建设发展，已建成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

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食宿娱乐、教学实践等为一体

的大型综合休闲度假村。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镇张家店村

联 系 人：李成权 

联系电话：15500049568

九台区碧水庄园度假有限公司 长
春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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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农事体验、社会

实践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农安县春江堰家庭农场成立于2012年2月，

近年来，精心打造以农业生产加工、观光旅游、休闲度

假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计划总投资1.5亿。

2017年，农安县春江堰家庭农场生产的西红柿及全麦

面粉被评长春市政府评为“神农杯”名优特产品；同

年被吉林省农委评为“吉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五星级单位及示范点。在2016-2017年农业部抽检

中，农产品合格率达到100%，被评为长春市绿色有机

示范园区。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农安县万顺乡丰收村八社南侧

联 系 人：陈钊

联系电话：1384303832

农安县春江堰家庭农场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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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温泉+绿色康养、农民丰收节、冰雪嘉年

华、一年一度的荷花节、仲夏夜的啤酒狂欢篝火晚会、农家

水果免费采摘、儿童的农耕自然研学营地、百草园的种植

人均消费：125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公司以国家5A级景区的服务标准

竭诚为每位游客服务。住宿价格为人均130元标准

简介：天怡温泉度假山庄位于长春净月开发区新湖镇境

内，距市区仅30公里，景区占地面积40公顷。景区创建于

2012年，以温泉洗浴、养生健身为主，兼有餐饮住宿、休闲

娱乐、会务培训、庆典聚会、旅游观光等10多项功能的综合

旅游度假景区，景区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客房区面积

5000平方米，大小房间133间，还建有独栋别墅一套；森林

及水上木屋13处，可同时容纳500余人住宿。餐饮营业面积

4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00-3000人用餐。另外景区有可

容纳30-500人的大中小型会议室5处。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湖镇红田

村金家沟  

联 系 人：张艳雷

联系电话：18686529050

长春市天怡温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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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景点特色：篝火晚会、生态采摘、拓展实践、科普教育、旅游

观光、休闲垂钓、儿童娱乐、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20-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四合院人均110元，标准间人均100元，湖

景房人均110元

简介：辽金时代观光园景区包括六大功能区，一、生态农业观

光采摘区（草莓、大樱桃、油桃、葡萄、李子、西瓜、香瓜、蔬

菜） 二、民俗体验入住区（蒙古包、四合院、水上人家、辽金公

馆、辽金客栈）三、辽金特色美食区（辽金古城小吃一条街、烤全

羊、灶台炖、农家宴）四、休闲娱乐区（竹筏游船、自行车、儿童

乐园）五、户外拓展实训基地（成人高空拓展、青少年障碍跑、儿

童户外拓展、军营体验、童子军体验、亲子活动）六、商务会议特

色婚礼区（农展馆宴会厅、综合报告厅、多媒体会议室、水上婚

礼、中式婚礼）。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农安县前岗乡

联 系 人：刘景阳

联系电话：17390079037

辽金时代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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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温泉疗养、养生休闲、关东风情

体验

服务条件与价格：周一到周四温泉门票138

元/位，周五到周日门票168元/位，节假日门票

168元/位

简介：御龙温泉度假村是集温泉疗养、旅游

度假、养生休闲、商务会议为一体的大型生态

园，以特有的“南国风光”著称于温泉业。御

龙温泉度假村同时可为3000余人提供泡池，为

1400余人提供具有国际标准的会馆，为1200余

人提供食宿，堪称亚洲室内生态温泉之最。园中

营造亚热带雨林气候及风光。御龙温泉度假村堪

称住宿、餐饮、休闲绝佳去处。餐饮独具特色，

既借鉴中国南北菜系之传统与精华，又推出以鹿

产品与山珍为主原料的一道道盛宴，颇具关东风

情，让人大饱口福，回味无穷。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杨家村

联 系 人：刘思彤

联系电话：0431-84777777

御龙温泉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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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赛马、马术表演、休闲垂钓、动物喂养、

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剑鹏马城目前拥有马术训练及比赛区40X80

国际标准马术室内比赛馆一栋，30X80训练馆一栋，

120X90国内最大马术室内比赛馆一栋，60X90室外训

练场一处；竞技马厩和繁育马厩总共200余间，4500平

方米综合楼，西部小镇木屋别墅区、餐饮服务中心以及

VIP会所休闲娱乐中心，同时剑鹏马城还是全国514个房

车自驾车营地项目之一。剑鹏马城拥有国际比赛规模的

室内、室外马术比赛场地，建有5万平方米人工湖（鹏泽

湖），平日的垂钓，秋季的捕鱼、捕蟹也是别有一番风

景。除了马匹以外还有骆驼、奶牛、杜宾犬、黑头羊、

孔雀、火鸡、香猪、鸡、鸭、鹅等牲畜，动物喂养是游客

喜欢的一大亮点。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农安县华家镇战家村

联 系 人：吴丽军

联系电话：15543513727

吉林省剑鹏马城牧业有限公司长
春



15

景点特色：采摘、垂钓、喂养家禽、参观藜麦

种植、真人野战CS、拓展训练、KTV、棋牌娱乐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山庄现有25间客房，大床房

15间，标间10间，均价128元/晚

简介：彬生集团是长春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是德惠市创新型科技企业，获得“青年文明

号”称号，吉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企业，

长春市野战协会。彬生系列果蔬产品均经过有机认

证，彬生集团现有日光温室11栋，标准化温室20

栋， 种植有机果蔬，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大量新鲜、

安全的蔬菜和水果，是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生

态休闲、自然景观、农耕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的

休闲场所。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德惠市米沙子镇岫岩村七社 

联 系 人：杨东明 

联系电话：18943148910

吉林省彬生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长
春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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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果蔬采摘、特色餐饮、旅游度假、休闲娱乐、地

方特产展示

人均消费：7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大床房、标间388元/晚，套房588元/晚

简介：长春市吉地嘉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农作物种

植、生猪繁育养殖、绿色有机食品加工、饲料加工、有机肥加

工、休闲度假、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农业企业。公司总占地面积

53万平方米，设计成“三厂、四区、四园、二馆、一中心”格

局（“三厂”即绿色有机食品加工厂、饲料加工厂、有机肥加工

厂；“四区”即：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区、特色繁育生态养殖示范

区、旅游观光度假区、采摘体验区；“四园”即：水稻公园、水

上乐园、垂钓乐园、冰雪乐园；“二馆”即：绿色有机农业博物

馆、有机食品体验馆；“一中心”即农民农业技术培训中心）。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德惠市布海镇十三家子村五社 

联 系 人：彭涛 

联系电话：18343030007

长春市吉地嘉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长
春



17

景点特色：垂钩钓鱼、荷塘月色、田园采摘、夜色篝

火、水上游船、冰雪乐园、农家盛宴、特色烤羊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榆树市都市休闲家庭农场又称“王豹钓鱼岛”，

系榆树市霸家湖（霸家屯）旅游风景区的一处名胜景点。霸

家湖水域面积约138公顷，湖内水面开阔，水草茂盛。霸家

湖西岸的小山，山上榆树、枫树、杨树、松树等10多个树种

交互掩映、柳绿成荫。山下（霸家湖岸边）有100余处烧烤

店为游人提供烤鱼、烤肉等餐饮服务，每户烧烤店都有1-2

艘木蓬船可供就餐游人水上泛舟。霸家湖西南有可供游人

悬钩垂钓、休闲住宿、品尝鱼宴的天然水域景观“王豹钓鱼

岛”。每到夏季，来这里悬钩垂钓、休闲娱乐、划船消遣、

品尝美味的游客络绎不绝。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榆树市培英街道东家村都市休闲家庭

农场

联 系 人：王豹   

联系电话：13844151114

榆树市都市休闲家庭农场 长
春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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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景点特色：休闲度假、绿色采摘、养生娱乐、种植

认养

简介：长春宏禹生态园是集绿色蔬果种植、生态养

殖、亲子观光，周末度假为一体的乡村5A级旅游酒店。

酒店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种植基地有90栋绿色种植

和生态养殖温室大棚，具备承接各种类型的会议（包含

会议策划），最多可接待800人会议、容纳1000人同时

用餐、容纳3500人入住。其中餐饮部内设十间中餐包

房，以中欧式结合风格为主的生态大包可容纳20余人用

餐，2间火锅包房，独具的四川火锅，鲜香麻辣、油而不

腻。另外，店内分别设有35桌、100桌的两个大型宴会

厅消费者在宏禹生态园酒店用餐既可以吃上绿色养生安

全放心的美味菜肴，同时还能享受到农家小院、欧式别

墅、草原风情的传统文化精华，饱览优美的园林风光，

体验异乡时尚风情，在此尽享朋友聚会、家庭聚餐的美

景美食。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10266号

联 系 人：都平

联系电话：0431-89237799

长春宏禹生态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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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积德泉酒文化博物馆、休闲垂

钓、自然观光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双阳区积德度假山庄总占地面积18.87

万平方米，现有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山林面

积12万平方米，水库面积1万平方米，以积德泉

传统酿酒工艺、积德泉酒文化博物馆、自然山水

景观、宾馆洗浴和餐饮娱乐设施组成。精心营造

生态环境，园区内建有多处人工水库，并大量植

树种草，用以净化空气，调节春末、夏初时的干

燥气候，既保证了旅游度假环境的空气质量，又

为酿酒微生物的繁衍创造了最佳的生态环境。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奢岭镇幸福村（长

清公路16.8公里）

联 系 人：李娟

联系电话：13943018113

双阳区积德泉度假山庄 长
春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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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业观光园、采摘区、花卉种植区和

展区、科普教育区、热带植物区及木瓜种植区

简介：农安县众一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原名农

安县众一蔬菜种植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11月5日，

通过资源整合，企业发展加快，规模不断壮大，并充

分利用陈家店村的现有资源进行三产整合发展，开发

旅游业。陈家店村于2017年6月投入使用陈家店村宾

馆和田园生态餐厅作为旅游区的配套，其中陈家店村

宾馆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可入住160人，拥有4个

会议室，最多可同时容纳300人进行商务会议，田园

生态餐厅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人

就餐，并可举办大型庆典、酒宴等活动。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

联 系 人：林江

联系电话：13341441777

农安县众一农牧合作社长
春



21

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采摘、垂钓、农家乐、篝火等，特色餐

饮：烤全羊、炖野生鱼、笨猪肉、小笨鸡等乡村美食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乡村度假宾馆、数字宽带、室内

卫浴，双人间88元/日，四人间128元/日

简介：德惠市洪瑞德休闲农业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2年，是集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拥

有土地750公顷，3500平米办公楼，年出栏12000头和

6500东北黑民猪养殖基地两处，大棚无公害绿色蔬菜

35.5公顷、暖棚180栋，果园11.8公顷，鱼塘水面8.7公

顷，肉蛋鸡存栏90万只，野山鸡精养园2.1公顷，农艺风

景旅游度假区6.2公顷；合作社自然环境优美，以乡村旅

游度假为牵引，以特色农产品种植、园林培育为基础，

形成传统家畜饲养、地产野生动物精养、开办“农家

乐”的系列产业结构体系。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德惠市大青咀镇排子沟村 

联 系 人：杨瑞华 

联系电话：13610780144

德惠市洪瑞德休闲农业游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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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乡村踏青赏花节、休闲垂钓、休闲户

外活动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九台秀水农家乐庄园始建于2014年8月，

总占地面积5万多平米，投资1500万元。宽阔的室外

停车场可同时容纳百辆车停放，庄园内绿化达百分之

80以上，让您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

的无限美好！庄园分为餐饮、垂钓、特色烧烤、休闲

娱乐四个区域。现有客房40件，火炕10铺，能够同

时容纳100人的住宿，800人就餐，宽阔的室外停车

场可同时容纳百辆车停放。是集餐饮、娱乐、康体养

生、休闲垂钓、采摘鱼一体的综合性庄园。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九台区九郊街道办事处吴家店村五组

联 系 人：孔祥波

联系电话：13844963131

九台区九郊街道办事处秀水农家乐庄园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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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大自然田园风光、喷泉、浮

桥、孔雀等观赏类飞禽

人均消费：180元/人

简介：2014年，榆树市明月生态园创

办于吉林省榆树市栗家内，占地面积约750

万平米。是生态养殖、农家山庄、绿色庄园

为一体的纯绿色生态园，现园区已开设：餐

饮、垂钓、水上乐园、野外拓展、冰雪乐

园、喷泉水景、荷花观赏池、养殖专业合作

社、开心农场、果园采摘、花海外景拍摄、

沙滩竞技场、农业种植、各种鸟类观赏等项

目。是新型化、现代化、一体化式生态旅游

园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榆树市向阳路东门村栗家内

明月山庄

联 系 人：陈永双       

联系电话：13364641286

榆树市明月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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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 种养殖农事体验、蔬果采摘、休闲垂钓

服务条件与价格：住宿标准按人收费，每位38元，2018年新建露

营地，游客可以自带帐篷，或租赁公司帐篷，每顶30元

简介：长春向阳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双阳区鹿乡镇方家

村，在双阳区西部距城区6公里，公司总面积42万平方米，水面积9.8万

平方米，养殖各种鱼十余个品种，散养豁鹅、金谷鸭、野鸭、溜达鸡

等合计2000余只，有钓位240个、多功能温室4栋、日光温室10栋6000

平方米、生态餐厅300平方米、果蔬清洗、泡菜加工车间1632平方米。

公司周边栽种果树（寒富苹果、龙丰果、鸡心果、杏、李子、樱桃）

81300余棵。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长春市双阳区方家村八社

联 系 人：王大鹏

联系电话：15804458000

长春向阳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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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

长春

景点特色：垂钓、捕捞、采摘、种植、喂养等农事活动；餐饮、住宿、

烤全羊、棋牌、品鉴探讨咖啡、红酒、茶文化、KTV、篝火晚会、团队拓展

等娱乐休闲活动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吉林省隆瑞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三岗镇永远村，紧

邻共青团水库，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现有管理人员9人，员工51人，占

地100亩，总资产达到3千万元。拥有水面40亩，可同时容纳300人进行休

闲垂钓。碱土地、宝泉矿泉水，使自产的“柏林”品牌弱碱性泉水鱼味鲜质

美，备受长春、农安、长岭、四平等周边人群青睐。

星级级别： 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三岗镇永远村朱炉屯300米处

联 系 人：王长林

联系电话：13304308689

吉林省隆瑞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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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热带植物园观光、草莓及花卉采摘、满族风

情婚礼、东北大秧歌、CS真人对战、温泉泡浴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客房均价400元/间

简介：神农温泉度假村是一家集住宿、餐饮、娱乐、会

议服务、温泉沐浴、民俗展示、农业采摘于一体的民营企

业。生态温泉体验区温泉水富含氡、苏打、镁、钠、硫磺等

30余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增加了各种功能

泡池30余个，开设了美食小吃、茶艺功夫泡、亲亲吃奶鱼等

60余种形式风格各异的娱乐温泉、养生温泉、保健温泉。新

建观景栈道、神农台、3D稻田画，为游客农业观光、体验农

业文化，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神农氏活动提供场所。神农草

莓采摘园建造28座现代化绿色节能温室，种植草莓、花卉、

有机蔬菜等。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

联 系 人：李莉 

联系电话：15043267157

吉林市神农庄园有限公司
吉
林



2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吉
林 景点特色：温泉游泳、温泉泡浴、果菜采摘、园林垂

钓、保龄球、民俗餐饮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园区温泉部可容纳最多3000人同时泡

泉，拥有400余张床位，餐饮部特色经营园区最多同时容纳

800余人就餐

简介：景区以得天独厚的地下温泉著称，水源深度2100

米，出水温度是68度，内含矿物质丰富，含硒、锂、锶、

锰、碘化物等30余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具有安神、抗癌、

调节神经系统等多功能功效。建设成集温泉游泳、温泉泡

浴、特色餐饮、度假和商务客房、会议培训、果菜采摘、园

林垂钓等一体的北方特色庄园式景区。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

联 系 人：刘海艳

联系电话：0432-64187000

吉林圣德泉亲水度假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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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特色餐饮、星级住宿、生态观光、健康

养老

简介：恒阳生态园始建于2002年，2003年7月营

业，园区坐落于吉林市丰满区朱雀山经济开发区，吴

家山国家森林公园AAAA级风景区内，冯明光有没，

景色秀丽，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背依朱雀山森林公

园，面临驰名中外的松花江。恒阳生态园酒店突出天然

生态主题，提倡绿色消费，营造纯自然生态环境，让您

全方位零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让您真正把健

康和绿色带回家。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孟家村五社

联 系 人：杨贺麟

联系电话：0432-64782111 

吉林市恒阳生态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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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景点特色：保健养生、休闲垂钓、娱乐游玩、蔬果采

摘、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客房分别有标准间、亲子间、三人

间及多人热炕套包间，住宿价格：人均38-68元/宿

简介：名峰生态度假村现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19万平方米，各种设施齐全，是集保健养生、休

闲娱乐、旅游餐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度假村，全力打造

养殖、种植真正的有机、绿色生态模式，现设有八个区

域，分别为餐饮住宿和特色民居区、露天果蔬采摘区、日

光温室大棚果蔬采摘区、绿色有机农作物种植区、百鸟园

观赏区、野战CS基地游乐区、森林氧吧体验区、休闲垂

钓区。在这里可尽享田园生活，实地品味绿色有机无公害

果蔬及农产品。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新开河村

联 系 人：刘海燕

联系电话：15844272222

名峰生态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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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蒙古风情体验、稻田养蟹、水上乐园、蔬果采摘、骑马、射箭等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是集农作物种植、畜禽水产养殖销售、农业休闲旅游观光、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

采摘、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生态农场，现已形成固定资产1000余万元，园区有建设用地面积10万平方米，已建成“意

禾田”综合楼3000平方米，水稻种植面积4500 亩。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孤家子村七社2-16

联 系 人：陈玉华

联系电话：13504762789

吉林市意禾田生态家庭农场



3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吉
林 景点特色：高科技智能温室、温泉养生、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度

假、文化娱乐、会议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二人房238元/间（赠送2张温泉门票）；普通四

人间468元/间（赠送4张温泉门票）；普通五人房588元/间（赠送5张温泉

门票）

简介：始建于2005年11月，注册资金2000万元，占地21万平方米，

以地热资源为基础，将整个园区划分为高科技农业种植和温泉疗养休闲旅

游两大主题，是一个集高科技种植、农业观光、餐饮住宿、温泉养生、养

老、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示范区。基地园区现有占地面积21

万平方米，占地3万平方米的高科技智能温室一栋，可同时容纳150人就餐

的农庄餐厅一座，会议室1间，氟泉养生馆1座。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永吉县一拉溪镇

贵张村

联 系 人：时瑞

联系电话：13844659630

吉林卓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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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滑雪、田园风光、农家风味、休

闲垂钓

人均消费：100-200元/人

简介：铭山绿洲生态园座落于吉林市东端风

景秀丽的龙潭区，是一家集特色餐饮、客房、商

务会议、户外拓展运动、专业滑雪场、生态农

业、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综合娱乐等服务项目

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度假村。铭山绿洲生态园为山

景森林四面环抱，悠然湖与泛波池两潭碧水坐落

园中，依山抱水，空气清新，自然风光与人文景

观有机结合，融山水于一色，浑然天成。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龙潭区铁东天太一队

联 系 人：王晓峰

联系电话：13943282899

吉林市鸣山绿洲生态旅游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



3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农耕休闲、垂钓采摘

人均消费：100-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套餐价格：280元~800元/桌；床费价

格：30元~100元/人；田间漂流：30元/小时

简介：春新生态家庭农场在进一步加强蟹田稻技术研

究、优化休闲设施布局、增加文化娱乐设施的基础上，进

行了园艺景观景点建设和休闲水利设施建设，打造出“创

新发展生态，农林牧渔结合”的田园综合体系，现已拥有

150000平方米，集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农耕休闲、垂钓

采摘等农业特色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场所。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红旗路西侧 

联 系 人：张春新 

联系电话：13314328000

吉林市春新生态家庭农场
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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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水上乐园、温泉、水帘洞餐厅、满族风情体验、百家乐种养园等

人均消费：300元/人

简介：富饶农场始建于2015年，位于朱雀山脚下松花江畔，丰满区江南乡阿什村,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关怀指导下，

立足“三农”，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原则，经过富饶人几年的辛苦耕耘现已基本建成有从业人员96人，集休闲游园

观光、绿色养殖、采摘体验、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民宿住宿为一体，形成“可观、可游、可居”的美丽环境景观！形成“自

然-生产-休闲-康乐-观光-旅游”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的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现代化农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阿什村五社

联 系 人：董慧珠

联系电话：18643218633

吉林市富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度假、生态农耕体验、珍禽养

殖欣赏、生态观光

简介：吉林省森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4月，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

下，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通过六年的打拼，

已成为集旅游开发，生态农业，珍禽动物养殖和农

林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吉林省森特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红石林业局辖区，与红石

国家森林公园、白山湖风景区和红石湖风景区毗

邻，距桦甸市区40公里。公司占地总面积74公顷，

其中林地30公顷，湿地20公顷，农田17公顷，这里

气候温和，幅员辽阔，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是桦

甸市和红石林区规模较大，独具特色的旅游景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桦甸市红石镇柳树河子

联 系 人：何春时

联系电话：13804443678

吉林省森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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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动物观光、喂鸽斗耍、特色餐饮全鸽宴、度

假、商务客房、会议培训、果菜采摘、园林垂钓、大型草坪

婚礼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间80元，三人间150元，五人间

200元

简介：东鸽生态园是集种鸽繁育、乳鸽销售、技术服

务、生态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多元化发展企业，旗下

有东鸽肉禽养殖场，东鸽生态园以及一品乳鸽连锁餐饮机

构，现有员工152人，平均年龄42岁，大专以上2名，技术

员2名其余都是本村农民工。东鸽生态园区作为吉林新兴的

旅游产业，以动物观光、喂鸽斗耍、特色餐饮、度假和商

务客房，会议培训、果菜采摘、园林垂钓、大型草坪婚礼

等,接待省内外游客。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铜匠村

联 系 人：李响

联系电话：0432-68769777

吉林市船营区东鸽生态园



3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农业旅游、餐饮、体育、娱乐、生态观光

人均消费：80元/人

简介：蛟河市富强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位于蛟河市白石山镇富强村，

公司占地面积30公顷，距蛟河市15公里。公司主要经营：绿色蔬菜、水

果种植采摘、无公害生猪、蛋鸡养殖、农副产品经销、生态旅游观光及

餐饮服务。公司确立了建设绿色蔬菜、水果种植基地，无公害生猪、蛋

鸡散养基地，发展休闲旅游度假庄园，建设2000平方米的接待中心一

处，用于品尝生态美食，建设2000平方米的网球、排球、篮球综合运

动场1处，用于客人运动休闲。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蛟河市白石山镇富强村

联 系 人：吕永祥 

联系电话：13704349013

蛟河市富强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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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绿色文化、生态文化、创意文化、冰雪文化、科技文化

人均消费：180-4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服务条件具备三星级宾馆标准；餐饮服务：人均消费人民币 60-150 元。客服住宿：家庭房人民币 300 元；尊贵

客房人民币 800 元；普通客房：6-8 间人均消费人民币 100 元。果蔬采摘：每位 20 元人民币或按计斤收费。

简介：吉林市乡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是一家集生态旅游、果蔬采摘、种植养殖、农业科技交流推

广、农产品销售服务、农民画艺术培训、艺术写生等项目为特色的现代休闲农业企业。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建设村 

联 系 人：李文成

联系电话：13009109200

吉林市乡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4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研学旅行红色之旅，特色产品：农家菜、鱼餐、自酿雾凇山葡萄酒

人均消费：60-8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间468元、三人间568元，四人间668元

简介：吉林圣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景区坐落于江城美丽的松花江

畔，距离吉林市区20公里，距离长春市区90公里，毗邻吉林松花湖风景名胜区，更是被评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依山而建，林立山间，总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在职员工

200余人，解决了景区周围村民的就业问题。是一座

以闯关东文化为主题，集风俗文化、建筑文化、园

林文化、雕塑文化、餐饮文化、闯关东文化、葡萄

酒文化、森林养生温泉、古民居文化、美酒品鉴为

一体的大型休闲园林式乡村旅游度假景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孟家村七社  

联 系 人：王海霞

联系电话：0432-69926666

吉林圣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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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漂流、登山、垂钓、旅游、

度假

简介：舒兰市山水泉山庄是一个集漂

流、登山、垂钓、餐饮、娱乐、住宿于一体

的漂流、旅游、休闲度假场所，位于舒兰市

开原镇霍伦河畔（又名：呼兰河）于家大桥

东侧。山庄建于半山腰，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景色怡人，交通

便利，给人一种原生态之美感，是您外出漂

流、旅游、度假的一个极好去处。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舒兰市新安乡安阳村

联系电话：0432-68730388

舒兰市山水泉山庄



4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吉
林 景点特色：冰雪旅游、滑雪景区、野生动物景区、花

海景区、小型演艺厅、林海雪地狩猎、农事体验馆、观景

台、“威虎山”寨、民宿博物馆、烟具博物馆

人均消费：17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农家火炕4人一间 50一位 独立卫

浴，6-8人一间 30一位  室内公共卫生间

简介：雪乡以“雪”为魂，围绕“雪”字做文章，

建设了占地12000平方米的综合性冰雪游乐场，有滑雪板

区、嬉雪圈区、冰上游乐区、雪地摩托区和雪地迷宫等十

余类游乐项目，走进二合看雪山苍茫、红灯高悬、小村幽

静、饮烟袅袅、鸡犬相闻、孩童嬉戏，一派纯朴、自然、

祥和之景象。二合雪乡生态环境良好，孕育了丰富的绿色

资源。通过打造优质农产品，发展冰雪旅游，乡村日渐成

为绿色增长的热土。二合屯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发展

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吉林雪乡”，吸引着八方来客。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马鞍岭村二合屯 

联 系 人：卢才书

联系电话：15124383366

舒兰市二合雪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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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蔬果采摘、蔬果饮品、葡萄酒制作、科普教育、垂钓等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提供30间客房，客房装修雅致、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有软床垫、桌、椅、床头柜、电视等配套家具

简介：吉林过亿休闲农业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桦甸市

八道河子镇二道沟村前进水库，距桦甸市区7.5公里。前身过亿酒庄，

成立于2013年3月，通过两年的打造，已成为集旅游开发、生态农业、

珍禽动物养殖和农林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度假村年接待游客

10万人次，可以接待300人的旅游团队，中小型商务会议及婚庆家宴。

林间别致小木屋，是绝佳的森林氧吧，游客可以在这里进行篝火晚会，

品尝珍馐佳肴，可以赏枫垂钓，果菜采摘，有红果园、葡萄园、蓝莓园

等。旅游产品超市还为您准备了山野菜、参茸、蜂蜜、松籽、核桃、果

汁以及野味等山间珍品。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桦甸市八道河子镇二道沟村前进水库

联 系 人：郭庆江

联系电话：13944285618

吉林过亿休闲农业旅游度假村



4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农事体验、休闲娱乐、蔬果采摘、动物喂

养、珍禽观赏、农家特色菜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4人间客房160元/天（设独立卫

浴），5人间客房150元/天，8人客房间240元/天，10人间客

房300元/天

简介：吉林市圣德农业有限公司致力于绿色产业的开

发，涵盖餐饮、娱乐、住宿、休闲旅游、养殖、种植于一体

的综合企业，占地总面积70000平方米。该企业依山傍水，

环境清幽，闹中取静，是理想的休闲之地。周边无任何工业

污染源。供水供电能满足开发建设需要，客源市场广阔，开

发前景广阔美好。休闲旅游区的整体建设理念将以“简约、

自然”为主，有餐饮部、客房部、种植区、养殖区、娱乐

区、土特产销售区、会议室以及一些辅助设施等。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龙潭区榆树沟五队

联 系 人：李玲

联系电话：18686325370

吉林市圣德农业有限公司
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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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冬季滑雪、户外拓展、水上乐园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提供20间以上客房，客

房装修良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住宿：30元

/人，含次日早餐。餐厅可点餐，高、中、低档都

有，套餐20元/位、30元/位，仅限团队通票可享

受套餐标准

简介：永吉麒麟山滑雪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

依托当地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资源发展休

闲农业或乡村旅游项目。自然资源与旅游景观利

用效果较好。主要是利用自然条件开展春秋登山

休闲、观赏自然风光，冬季冰雪运动，夏季水上

乐园和户外拓展训练。同时，种植桑树并综合开

发其相关产品、无公害果蔬采摘等。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永吉县口前镇下达村三社

联 系 人：刘婷婷

联系电话：15981131608

永吉麒麟山滑雪场有限责任公司



4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吉
林 景点特色：百花园、花海水世界、海啸池、观景直升飞机场、民俗

大院、越野车乐园、烧烤公园、冰雪欢乐谷、儿童游乐场、“金珠花海 

玫瑰音乐节”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四人间客房24间，每间298元/日；十人间客房

2间，每间580元/日；二十人间客房6间，每间958元/日；水上木屋10

间，每间398元/日；水上木屋VIP 1间，888元/日

简介：吉林市金珠花海休闲农业旅游度假区位于吉林市龙潭区金

珠镇农林村，总占地212公顷,建有：百花园，花海水世界、海啸池、

观景直升飞机场、民俗大院、越野车乐园、烧烤公园、冰雪欢乐谷、

儿童游乐场,山地绿道景区,101栋温室大棚，花海雪村民宿区、花海

越野车赛场、房车营地，军事爱国教育基地。已经发展成为集生态旅

游、休闲采摘、度假娱乐、农业观光、徒步探险、文化体育于一体的休

闲农业旅游度假胜地，吉林省最大的花海主题乐园、吉林省花海旅游的

第一名片。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龙潭区金珠镇农林村

联 系 人：吕志刚

联系电话：13364449012

吉林省花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47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生态观光旅游、特种养殖、生态种植采摘

服务条件与价格：门票价格50元/人，食宿消费2日

游，高档288元/人；中档198元/人；低档108元/人

简介：舒兰市龙凤山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集生态观

光旅游，特种养殖和生态种植采摘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企

业。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三年，注册资金120万元，固定资

产3000万元，现有员工120人。公司下设“漂流”、“林

蛙繁殖基地”“舒兰野山参养殖基地”三个经济实体。山

庄占地15.6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有240

平米4个包房的歌厅一栋，可同时容纳100人娱乐，有大小

餐厅及包房，同时容纳就餐人数可达300人，备有男女浴

池，可同时容纳100洗浴，有大小住宿房间50个，150张床

位，是舒兰唯一一家集漂流，特色养殖，特色餐饮，采摘

观光，垂钓，会议，娱乐，洗浴，住宿为一体的大型观光

旅游，休闲娱乐的综合性山庄。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舒兰市开原镇龙王村龙王橡胶坝

联系电话：0432--68712668 

舒兰市龙凤山庄有限责任公司



4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水上娱乐、休闲垂钓、养生保健、餐饮住宿、会议培

训、商务洽谈、生态观光、旅游度假

人均消费：100-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间100元/天，七人间180元/天，会议室500元

/天，餐饮300-1500元套餐

简介：磐石市神宇休闲渔业有限公司是一处集水上娱乐、休闲垂

钓、养生保健、餐饮住宿、会议培训、商务洽谈、生态观光、旅游度假

为一体的花园式休闲养生圣地。公司坐落在磐石市柳杨水库旅游区内，

距磐石市区20公里。占地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千多平方米,水产养

殖面积3.5万平方米，林地面积20万平方米。以产销“绿色食品”为最

大特色，以餐馆娱乐、健身为主体，让客人享受清新自然远离污染的高

品质生活。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磐石市柳杨水库西一公里

联 系 人：左飞

联系电话：13904447708

磐石市神宇休闲渔业有限公司
吉
林



49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观光旅游、订单农业、生态养殖、

餐饮服务、特色垂钓、休闲度假、影视基地观光

简介：金雨湖养殖园创建于2011年，位于吉

林市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腰石水库，占地面积

30万平方米。2011年经吉林省水利厅批准，磐石

市水利部门投资600万元对腰石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工程，以及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的加固改造，为金

雨湖养殖园开展休闲旅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烟筒

山镇地理位置优越，202国道、长清公路贯通烟筒

山镇全境，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常年主导风

向为温暖的西南风，水利资源丰富，是吉林省中东

部水资源保护区和特色生态经济区,十分适合项目

开展。同时，可会同烟筒山镇的官马溶洞、莲花山

景区，形成互动，组团进入吉林省的旅游市场，三

个旅游项目的结合能够形成规模优势。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

联 系 人：牟留国 

联系电话：15044643433

磐石市烟筒山镇金雨湖养殖园



5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蔬果采摘、休闲垂钓、山野菜采摘

简介：蛟河市文化山庄建于2006年，企业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位于拉法山角下新站镇文化屯东大河畔，东边是大河，南是一片

奇柳和规后葡萄园、果园草莓园和月亮湾钩鱼池相依，在加上花园相配显得分外妖娆，山庄房后有机菜园、有鱼池、有鸡有鸭供应山庄

用。企业从绿化和采摘园与休闲农业为主，年年提升发展，现有菜地粘玉米地、黄豆、葡萄园、果园地2垧，有大棚1个，每年一次性接

待能力（就餐）500人，山庄内设宴会厅、多功能餐厅、就餐包房、住宿能接待60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蛟河市新站镇文化村

联 系 人：苏勇

联系电话：0432-67099625

蛟河市文化山庄
吉
林



51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道家文化体验、瀑布、垂钓、漂流、水上悠悠球、划船等

人均消费：3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团餐高中低档。住宿价格：大小包房，每位30元。

篝火晚会：每场500元

简介：润泽谷旅游生态园坐落于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永青村上游，

占地面积260亩，自2013年开始筹建，现在景区还在建设当中，目前完善

的一期项目有：道观，餐饮，住宿，垂钓，瀑布，水上悠悠球，划船，漂

流，木屋KTV，停车场。润泽谷集观赏、旅游、休闲、餐饮、娱乐于一

体。景区内有道观，传播道家文化，中国国学，提高全民素质。宽敞明亮

的阳光大厅和高档木屋、普通客房可同时接纳1000人就餐和150人住宿，

另有300平方米的绿色果蔬大棚，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品尝美味馨香的健康果

蔬，更可以亲身采摘，体会收获的乐趣，这里还有以绿色蔬菜为主的农家

菜系，在这里就餐真可谓中、低档的消费，享受的却是时尚、环保、健康

的高档次环境。润泽谷旅游生态园是您旅游、度假、生日、婚礼庆典的理

想去处。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蛟河市白石山镇永青村一队东侧

联 系 人：刘薇

联系电话：18843281616

蛟河市白石山镇润泽谷旅游生态园



5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长白山药用植物园、药用植物园观

赏采摘节、矢车菊DIY手做活动、垂钓活动

服务条件与价格：登山赏花节20元/人，药植

园体验节50元/人、甜粘玉米采摘节30元/人、农家

乐冰雪二日游（年猪冬捕节）110元/人

简介：吉林市海纳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位于吉林

市龙潭区江密峰镇，距吉林市区19公里，地处环松

花湖旅游区，依山傍水，环境清新，域内有南沙水

库、草木沟水库、代王砬子、三块石等，旅游资源

丰富，公司成立于2014年，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

成为集旅游、生态农业、水产养殖、农林产品加工

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总资产2000余万元，

占地面积150公顷，其中农田20公顷，水面30公

顷，牧场30公顷，林果地65公顷，菜园2公顷，养

殖区1万平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五社

联 系 人：马江

联系电话：15568257777

吉林市海纳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吉
林



53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餐饮、住宿、采摘、垂钓、划船、打麻

将、唱歌、健身器材、特色鱼餐、原汁葡萄酒、采摘葡

萄和各种绿色蔬菜

服务条件与价格：一般以组团为主，每人100-150

元，其中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免费

简介：吉林市龙潭区红源家庭农场位于龙潭区乌拉

街镇高屯村，建成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垂钓健身、

农事体验、培训交流、绿色葡萄（蔬菜）种植、优质葡

萄酒酿造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农庄，是农业部门培树

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典型，累计带动农民增收数

十万元。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高屯村

联 系 人：吕清哲

联系电话：15981174566

吉林市龙潭区红源家庭农场



5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观水长廊、休闲垂钓、荷花池、龙泉宫道观、漂流等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接待400人同时就餐、可接待120人住宿

简介：磐石市黄河水库灌区管理处，位于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

镇，饮马河支流小黄河上。水库始建于1958年，1960年建成并蓄水，

1970年开始扩建，电站1975年动工，1977年7月1日发电，水库2002

年-2003年进行了安全加固。黄河水库灌区管理处是一座以灌溉、发

电、养鱼、休闲旅游及工业供水等综合利用的年调节中型水库。黄河

水库休闲农业旅游景点有：大坝景点、电站景点、溢洪道景点、风车

假山、观水长廊、水上景点、垂钓晓夕、回音凉亭、荷花池、喷水池

等。新增旅游特色景点有磐石市龙泉宫道观、饮马河漂流、CS野战训

练营。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磐石市烟筒山镇承德村

联 系 人：赵海峰

联系电话：13324407111

磐石市黄河水库灌区管理处
吉
林



55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旅游、餐饮、休闲、垂钓 、养殖、种植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容纳二百人食宿，客房清洁明亮，24小时有线

电视，另外还配有歌厅会议室

简介：公司距永吉县城12公里，距吉林市20公里，距203国道8公

里，交通便利，周围有吉林市松花湖、吉林市万科青山滑雪场、北大壶

滑雪场等著名景区，本公司已成为附近有名的绿色生态旅游区，是吉林

市附近旅游线路上的一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被吉林省养

生保健协会绿色环保健康专业委员授予“生态绿色健康景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双顶子村五社

联 系 人：李国富

联系电话：13504751000

吉林市黑屯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5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主要提供温泉疗养服务项目，包括汗蒸大厅、多功能餐厅、

独立泡吧、室内温泉水滑梯、漂流池、鱼疗池、多功能泡池、玉石浴冲浪

馆、热带鱼养殖

人均消费：70-8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温泉门票116元/位。标间、大床房 198元/间（含双

人住宿及早餐，不含门票），三人间258元/间（含3人住宿及早餐，不含门

票），四人间288元/间（含4人住宿及早餐，不含门票）

简介：企业以地热温泉为依托；综合开发地热资源；发展生态观光农

业；建设绿色采摘基地；发展温泉旅游；发展热带鱼类养殖；建设养生养老

基地等项目为前景方向。公司集温泉泡浴、水上娱乐、园林垂钓、养生保

健、餐饮住宿、商务会议、拓展培训、休闲疗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乔屯村八社

联 系 人：王艺潞

联系电话：0432-63600009

吉林市乔屯庄园有限公司
吉
林



57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牧场观光、奶品品尝、牛奶生

产参观、绿色蔬果采摘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吉林春光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奶牛养殖和乳品系列加工为主导产业的

多元化企业集团。主要经营项目有奶牛养殖

园区、乳品加工厂、梅花鹿养殖基地及鹿产

品加工厂以及解决环境污染物的有机肥加工

厂、沼气加工厂等几个产业实体。现已形成

了以牧业为主、多元发展你的农牧业产业化

体系。春光牧业是集休闲、旅游、度假、食

宿、购物、观光、生态农牧业体验等方面的

农村旅游示范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迎宾大路1277号

联 系 人：孟昱彤

联系电话：18943231345

吉林春光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5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垂钓、采摘、观光、野炊等，并与梅花鹿等

小动物亲密接触

服务条件与价格：农家乐全鱼宴一日游：700-1000元

/桌，生态垂钓：30元/㎏ ，二杠鹿茸：7000元/㎏，鹿血

酒： 30元/瓶，野猪肉：40元/㎏，鹿肉：60元/㎏，自酿葡

萄酒：60元/㎏，鹿胎膏：50元/块，农家乐客房：120元/天

简介：鹿鸣山庄座落于磐石市黄河水库旅游区北岸，占

地1800亩，有人工林50余万株，有垂钓池塘7个，占地面积

45亩，内种荷花，景色怡人。养殖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有野

猪、梅花鹿等。经营的鹿产品有鹿胎膏、鹿茸片、鹿鞭、鹿

尾、鹿茸血、鹿肉等系列产品并销往省内外。山庄还生产自

酿的葡萄酒、烧酒，纯天然、无酒精勾兑，深受广大游客的

喜爱。山庄种植的无公害农产品适合采摘，庄内配有健身娱

乐设施，并为游客提供特色的农家美食。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磐石市烟筒山镇黄河水库北岸

联 系 人：杨秦山

联系电话：15243279888

磐石市烟筒山镇鹿鸣山庄
吉
林



59

吉
林

吉林

景点特色：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玩雪

人均消费：50元/人

简介：吉林市武家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12月，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朱雀山脚下，公司立足打造具有东北特色四季分明，

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玩雪，集旅游、休闲娱乐、冰雪运动为一体的大型高档休闲企业园区。在观光旅游方面，公司定

位客户群体为高端商务，家庭休闲游，高端旅游团体。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

联 系 人：邱淑芬

联系电话：13304416085

吉林市武家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四
平



61

景点特色：观光、用餐、住宿、娱乐、采摘、垂钓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赵家大院是一个集旅游、观光、用餐、住宿、娱乐、采摘、垂钓一条龙的特色农家

乐。农家餐厅为客人提供农家特色的美食，让游客品尝到纯正、地道的农家菜。两个有特色的蒙

古包，在蒙古包里可以品尝具有蒙古特色的烤全羊等。完全仿制四、五十年代农村用大泥建造的

房屋。在土屋的西侧是蔬菜采摘区，在蔬菜采摘区旁边是一片油菜花花海，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

节，非常的漂亮。靠近东侧杨树林是一条铁艺长廊，可以在长廊里吃烧烤聊天，餐桌底下有鱼

池，可以边吃烧烤边观赏各种各样的鱼类。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铁西区平西乡 

联 系 人：赵羽飞 

联系电话：18343430778

赵家大院

四
平

四平



6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水上乐园、樱桃采摘和加工、民宿体验、休闲垂钓、温泉泡浴

人均消费：采摘38-58元/人，餐饮48元/人，住宿59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温泉宾馆118-188元/标准间

简介：伊美生态园建有四大区域，一是果蔬采摘区，二是鲜花观赏区，三是餐饮住宿

区，四是垂钓游乐区。果蔬采摘区已建成标准温室240余栋，各类水果一应俱全。鲜花观赏

区，各类花卉鲜艳夺目，主要有非洲菊、玫瑰、康乃馨等。餐饮住宿区占地600平方米，引

进来自马鞍镇地下热水为温泉洗浴中心提供水源，聘请熟知满族风味的厨师主灶。垂钓游乐

区，占地10000平方米，具有满族风情特色的贝勒府四合院就坐落其中，玻璃幕外墙使该区成

为恒温恒氧恒湿系统，垂钓中心冬可垂钓，夏可游泳，深受游客喜爱。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东风村

联 系 人：徐洪飞 

联系电话：13944448887

伊通满族自治县铠绎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
平



63

景点特色：农事活动、农产品加工体验、节庆活动、农村体育运动等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公司主要依托当地农业林业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项目。利用林业资源，开发林间游戏真人CS项目，利用还林还草开

展户外户外观光和草坪婚礼。利用林间空地开展迷宫、电子枪射击、射箭等游戏项目。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公司与农业合作社组织联营合作，开发精品农业项目，如黏玉米、酿酒高粱。与农户合作饲养有机黑毛猪等。园区形成自己独特的

农产品，品种较多，且在周围农村推广种植，农产品自给率高，重视运用新品种和推广新技术，有通过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

联 系 人：李春江

联系电话：13694403138

伊通满族自治县世外桃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四
平

四平



6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娱乐区、亲子活动区、野外烧烤区、水上游乐区、神仙洞等

人均消费： 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茅草屋，屋内设备齐全，每间100元一晚；楼房宾馆，每人50元一晚

简介：绿之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农场位于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保南村，农场占地面积1000亩，

其中水面面积600亩，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住宿面积1000平方米，餐饮面积

1000平方米，有30间客房，可同时接待200人就餐，景区内自然环境优美，景色宜

人，森林覆盖率达57%，农场餐厅为游客提供全部来自农场自产的生态有机食品。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保南水库

联 系 人：张荣成

联系电话：13943497033

吉林省绿之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
平



65

景点特色：皇后馆、民俗馆、公主楼、议事堂等10个不

同主题场馆；木栈道、草坪、花海等山水体验区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叶赫那拉城景区始建于1992年，为拍摄叶赫那拉

公主电视剧而建，这就是大家俗称“影视城”的由来，景区

占地面积为3.2公顷，其中城内面积为1.2公顷，拥有土地使

用证12000平方米，城内以人偶、字画、图版、实物等形式

展示叶赫部落文化，主要场馆有皇后馆、民俗馆、公主楼、

议事堂等10个不同主题场馆，房屋24座，建筑面积4532平方

米，有房照面积3421平方米。城外面积为2公顷，城外以木

栈道、草坪、花海构建了山水体验区，房屋2座，建筑面积

200平方米，木栈道595米。拥有森林16.4公顷。2012年景区

门票收入99万元，景区投入资金110万元，建设花海、水冲

厕所、停车场、民俗馆等。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叶赫那拉城

联 系 人：翟英顺

联系电话：15834422887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那拉城

四
平

四平



6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红果采摘、团体采摘活动、特色餐饮、拓展训炼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2009年吉林省大架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支

持与帮助下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现有职工57人，公司主营项

目:名贵中草药种植、天然山泉水开发、名胜古迹修复、旅游度假村建设。现

有3000平方米综合性服务大楼一座，10000平方米钩鱼园，10个古迹观赏景

点，50亩红果采摘园，30亩农活体验园，特种种植示范区5个，2000平方米

传统弓训练基地，团队拓展训练营，吉林省《红视窗》影视拍摄基地等活动

园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铁东区叶赫镇板仓村5小队

联 系 人：陈福林

联系电话：13944440060

吉林省大架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四
平



67

景点特色：垂钓、采摘、温泉、拓展

人均消费：50-2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标间，容纳1000人，298元起

到498元不等

简介：吉林省颐乐谷山水养老庄园位置选择在交通方

便，远离闹市区，环境清静，空气清新的伊通县、景台

镇、绿化村、小桥屯，山青水秀，景色优美，总占地面

积46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3公顷，农业用地8公顷，

林地35公顷。配有高标准电梯、卫生所、健身房、台球

室、兵乓球室、阅览室、棋盘室、佛堂、棋盘式、舞蹈

室、麻将室、画室等；园内配有凉亭、长廊、假山、喷

泉、人物动物塑像、绿色草坪，农业园区，同时配有大、

中、小餐厅，大、中、小会议室，拥有500个高标准接待

房间，1000张床位，房间内拥有电热水器设施，防滑地

胶，全实木家具，全套纯棉床上用品，床头应急呼叫系

统，室外设有温泉浴室等，为老人提供养身服务。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绿化村小桥屯

联 系 人：姜继新

联系电话：13314397999

吉林省颐乐谷山水休闲养老庄园

四
平

四平



6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森林氧吧、动物园、采摘园、植物园、沙地摩托、农家风味菜肴、乡野垂钓、民

族歌舞表演

人均消费：12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农家乐大炕，价位在30-80元/人/晚

简介：森林公园总经营面积13500亩，森林覆盖率95.7%，动植物种类丰富，针、阔、乔、灌

各类植物遍布其中，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园区内有以森林氧吧、森林浴场、动物园、

采摘园、植物园等为主的养生康体休闲区；以滑索、沙地摩托、CS野战、赛狗场等游乐项目为

主的综合游乐区；以吃农家风味菜肴、干乡村田园农活、体验乡野垂钓等充满农村乡土气息生活

为主的农家乐景区；以“篝火晚会”为载体的民族歌舞表演、独具风味的“烤全羊”、“风干牛

肉”等蒙式餐饮为主的蒙族民俗风情区和以房车、自驾车旅游接待服务为主的房车营地景区。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双辽市红旗街道（双辽市区东南10公里处） 

联 系 人：赵俊杰

联系电话：13504352116

吉林双辽一马树省级森林公园

四
平



69

景点特色：百合花海、百合花加工、摄影

基地、休闲游玩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同时接待200人旅游

团，由专人讲解，并发放相关资料画册。住宿

价格一般每人30-50元

简介：公司基地栽植各种观赏百合花500

多万株，有红、黄、白、粉等不同颜色，在

6、7、8月有不同盛开的花期。大片的百合花

海，成为远近闻名的百合花休闲观光旅游胜

地，前来参观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成为伊

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

联 系 人：商玉莹

联系电话：0434-4267278

吉林省金利百合开发有限公司

四
平

四平



7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果蔬采摘、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吉林省天元润土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注册资金5000万元。位于辽、吉、蒙三省区交界的双辽市经济开发区辽东

园区内，是以粮食及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依托农业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支柱的多元化经营的新兴

的农特产品产业链集成企业。双辽以其优质肥沃的土壤条件，孕育并支

撑起郑家屯这个代表着辽河流域耕种发展的品牌。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双辽市经济开发区辽东园区

联 系 人：孔祥彤

联系电话：18843453999

吉林省天元润土农业有限公司

四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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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果蔬采摘、团体采摘活动、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吉林省吉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铁西区政府招商引资项

目，占地面积约200亩，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70栋，主要经营蔬菜、瓜类、水果种

植、销售，蔬菜、花卉种苗繁育、销售，设施工程、培训会议、大型绿化等。经营品种

有草莓、番茄、黄瓜、西瓜、葡萄、甜瓜、各种小菜及野菜等。吉府源采摘园即将开发

四平采摘园或吉府源采摘园微信小程序APP，可以在这里查询相关信息。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獾子洞村三社

联 系 人：王月秋

联系电话：13904340179

吉林省吉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
平

四平



7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果蔬采摘、团体拓展、特色餐饮、农耕体验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吉林省惠丽农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集观光休闲、亲子互

动、农耕体验、餐饮住宿、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产业农场，位于四平市铁东区

山门镇头道沟二社，占地面积240余亩。惠丽农场利用高科技产品的最终目的

是“优化”农业，希望借助这些科技工具来为庄稼合理施肥、浇水、优化劳动

力分配等，从而让农作物绿色、自然、高产丰收，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开放的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从田间到餐桌全程记录保障安全可靠。

星级级别： 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头道村二社

联 系 人：鲍帅

联系电话：15004491888

吉林省惠丽农场有限公司

四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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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果蔬采摘、特色餐饮、农耕体验

简介：合作社生产的10个蔬菜品种被有关部

门鉴定为无公害农产品，九月青豆角、极品糖王

甜瓜、高老六牌葡萄、花姑娘茄子四个品种被鉴

定为绿色农产品。配套建设了绿色蔬菜博物馆，

围绕“绿色体验、休闲观光、持续发展”主题，

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梨树録色瓜菜采摘节。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梨树县梨树镇高家村

联 系 人：高华

联系电话：0434-5291111

梨树县高家村华兴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

四
平

四平



7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垂钓、采摘、温泉、拓展、儿童游乐科普区、特种珍惜动物观赏区、特色农产品

人均消费：20-26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标间、家庭间、容纳200人，98元起到198元不等

简介：伊通满族自治县露美生态旅游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美公司”）是一家以“创新、生

态、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民俗民宿、观光旅游、体验采摘、特种养殖、游乐餐饮、休闲度

假、健康养生”等项目为主体的旅游综合体，是都市民众理想的周末度假之首选，是一处集合旅游、观

光、商务、休闲、度假综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生态、休憩养生旅游度假的最佳去处。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铁卢村

联 系 人：张美英

联系电话：15604411251

伊通满族自治县露美生态旅游乐园有限公司

四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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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体验农耕农事活动；采摘新

鲜果实；农家特色饭菜

人均消费：50元/人

简介：四平市太阳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3日，注册资金为1000

万元整，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业科学研究与实

验发展；农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农业职

业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科技研发及推广；农

作物、蔬菜、花卉苗木、水果、园艺作物的

种植及销售；米、面经销；林木的培育、种

植及销售。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双

合村三组

联 系 人：赵智慧

联系电话：18744408787

四平市太阳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四
平

四平



7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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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乡村旅游、民俗文化、自然景观、户外健

身休闲、特色避暑、特色餐饮、东北特色美食、关东作

坊、蒙古部落美食等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吉林省鴜鹭湖生态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是集

餐饮、娱乐、旅游观光、滑雪等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度假

区域。鴜鹭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景区内有“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上游的集雨面积为74平方公里。蓄水总库容1917万

立方米），“国家级湿地公园”（面积为120公顷），“省

级红叶岭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846公顷），“辽源市中

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归勒赫哈达皇家围场古道

园”，以及万卉园、薰香园、智卉园（共3千亩，约200万

平方米，30多种花类）、家庭农场采摘园和冬季的冰雪游

艺等，生态观光休闲体验的景区景点不断建成。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东辽县金州乡

联 系 人：张英男

联系电话：18844772828

吉林省鴜鹭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辽
源

辽源



7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稻田立体种养模式（稻田里养龙虾、螃

蟹）、乌鸡养殖业、博物馆、朝鲜族民居民宿、农耕体

验及采摘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间150元/晚，大包间：200

元/晚（包括早餐）

简介：公司建有一个年产500吨的大米加工厂，采

取稻田立体种养模式（稻田里养龙虾、螃蟹），同时培

育壮大了乌鸡养殖业等。可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有:民

族特色辣白菜、朝鲜族打糕、民族特色洗用品及特色农

产品等。打造了550平方米的博物馆，博物馆内现共有

文物、古物、装饰品等千余件。朝阳朝鲜族村临近鴜鹭

湖旅游风景区，有着优秀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打造了2

万平方米人工白桦林及花海基地建设，全力打造朝鲜族

民居民宿、农耕体验及采摘园。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四组

联 系 人：吕春玲

联系电话：17604378096

吉林省鴜路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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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源

辽源

景点特色：赏自然景观，享天然氧吧，品绿

色食品

人均消费：50元/人

简介：江诚森林植物园建于2004年，是集旅

游、度假、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占地6平方公里，水上公园占地8公顷，内有游船

和汽艇，山林内铺设甬路3公里，构架吊桥、虹

桥、长廊桥10余座。山中栽有我国东北、华北、

西北地区及国外引进植物180余种，还有亚洲最大

的梅花鹿养殖繁育基地，场区占地面积33.6万平方

米，主要经营鹿产品加工、特色产品销售等。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三合乡工业

园区 

联 系 人：孙丽娟 

联系电话：13766077777

辽源市江诚宾馆有限公司



8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农民剪纸、农民画、木雕、草编、书法、绘画、创作及展览；婚纱

摄影、婚礼庆典、餐饮、会展服务

简介：主要经营农民剪纸、农民画、木雕、草编、书法、绘画、创作及展览；

婚纱摄影、婚礼庆典、餐饮、会展服务，辽源首家特色综合性文化庄园。婚庆产业

基地，数千平米旷大草坪为所有新人打造名副其实的私人专属草坪婚礼。老中青拓

展基地包含理论课程教室、多功能训练厅、评鉴中心测评室、电教室、图书阅览

室、娱乐室以及户外拓展基地以及讲师。基地可同时为400余人提供培训。2013年

修建了农民画展厅，在2014年元旦成功的举办了“逸德农民画展会”，优秀农民画

1260幅。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二组

联 系 人：许英杰

联系电话：13766083888

吉林省逸德民间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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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观光、体验、采摘、餐饮、民宿等

服务条件与价格：民宿5间，普通客房20间

简介：辽河源蓝莓庄园位于东辽县辽河源镇，是东丰至长春高速公路的重要节点，交通优势明显。是辽源市东部农村集观光、体

验、采摘、餐饮、民宿为一体的休闲农业综合体，由五个板块构成，一是设施农业采摘板块，占地4000亩，蓝莓占地1500亩，有标准

温室30个；二是乡土民居民宿板块，已经在辽河源镇居安村选择改建了五户具有浓郁关东特色的民宿；三是源头花仙谷板块，种植各类

花卉600亩，其中有木本花卉、草本花卉和宿根花卉；四是关东特色餐饮板块，共建设室外观景餐台20个；五是千米游廊板块，占地30

亩，让游客在休闲中品味苇园的美食。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辽源市东辽县辽河源镇

联 系 人：郭利军

联系电话：13943706622

东辽县辽河源中德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辽
源

辽源



8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辽
源

景点特色：无烟炭火烤全羊、烤猪排、大锅炖、农家菜、大樱桃采摘、休闲垂钓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森林山庄”是天然的氧吧，四面环山，总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占地面积3

万余平方米。500平方米停车区2处，200人就餐多功能大厅，民国时期包房6间，水上餐厅6

间，现代餐厅10间，蒙古包KTV包房1间，规划发展建筑度假小木屋10余间。山庄区域内果

树成林，附近村民承包农田种植玉米，农田交错，瓜果飘香，同时也是花的海洋。山庄拥有

可供垂钓的鱼塘2000平方米，荷花池一处占地500余平方米。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辽源市东丰县南屯基镇

联 系 人：毛永强

联系电话：15944727700

南屯基镇二毛森林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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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荷花欣赏、摄影、特色餐饮、休闲垂钓、蔬果

采摘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顾大鱼庄烤全羊总店建立于2005年4月26日，距今

已经有多年的经营历程，在2011年度“龙泉春龙抬头杯”辽

源百姓最喜爱的餐饮品牌推选活动中，获得百姓最喜爱的特色

酒店荣誉，又在2013年度荣获吉林省百家特色餐饮名店荣誉称

号， 2015年度获得了旅游局颁发的“国家AA级旅游风景区”

称号荣誉，2017年荣获“吉林省消夏避暑十大美食称号”。顾

大鱼庄位于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六组，地理位置

优越，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山庄拥有大面积荷花塘，可以休

闲垂钓的同时又能欣赏荷花的雍容大气与优美，还可以走进大

山，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感受大自然蓬勃气息，静听大山深

处的声音，并且我们还有大面积特色山庄氛围长廊，可以休闲

娱乐，可以静听小惬一会儿，多么的悠然自得。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六组

联 系 人：顾鹤

联系电话：15943719929

辽源市顾大鱼庄烤全羊总店

辽
源

辽源



8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光伏知识科普、微景观DIY制作、自然教育、人

参酒、人参礼盒等

简介：东丰华盛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

29日，是一家农业新业态综合性公司。公司以园区运营、创客

孵化、产业链实体投资为一体的光伏农业园区综合体为载体，

将光伏与农业、光伏与创客结合，打造光伏农业园区综合体平

台。注册资本3000万元，总规划5000亩，其中一期占地1300

亩，包括展示区8栋光伏大棚，纯棚面积20多亩，生产区263栋

光伏大棚，纯棚面积400余亩，以光伏设施大棚为载体，集成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特种蔬果、人参全产业链、光伏茶叶、鲜切

花、中草药、秸秆综合利用等产业，是集观光、旅游、餐饮、

采摘为一体化的现代光伏休闲农业园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大阳镇大阳村

联 系 人：李国徽

联系电话：13624377788

东丰华盛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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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春季踏青亲子活动，山野菜采摘，夏季举行钓鱼竞赛、秋天家庭农场

蔬菜水果采摘活动、篝火晚会、农耕体验、冬季冰雪项目

人均消费：80-170元之间

简介：辽源市鑫荣生物肥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以来为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业，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公司建设了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400平方米

的集休闲与乡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全力打造民族民居民宿、农耕体验及采摘园，以

旅游业带动乡村振兴。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东辽县辽河源镇荣华村四组  

联 系 人：王玉聪

联系电话：13179283999

辽源市鑫荣生物肥科技有限公司

辽
源

辽源



8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通
化



87通化

通
化

景点特色：五女峰、小江南、洞天皓月、美容泉、大峡谷、老虎岩、抗联遗址、植物园、仙人台、观峰台、老岭松涛、一线天、高

句丽古代采石场、枫叶岭等十四大景区

人均消费：12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景区内有三星级宾馆，旅游旺季标准间：300/宿，套

房：688/宿。景区周边农家乐人均消费120元左右

简介：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68.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95％，年平

均气温6.5℃，年降雨量947毫米。空气中负氧离子达每立方厘米15430个,空气

尘埃系数为零，被誉为“天然氧吧”、世外桃源。园区内共有较大山峰26座，

海拔1000米以上的有17座,形成了以原始生态为特色的自然风景旅游区。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集安市集锡公路（303国道）21公里处

联 系 人：王英杰

联系电话：15944565655

集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8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度假、餐饮住宿、娱乐、培训会议、

葡萄酒品鉴与销售

人均消费：50-100元/人

简介：成立于2010年，现有职工200人。经过悉心规

划和建设，公司投资3亿元建设的雅罗酒庄于2015年5月

正式启动。该酒庄是一处集葡萄种植、文化展示、生态旅

游、原酒贮藏、产品研发、酒庄酒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葡

萄酒庄园，是我省重点项目鸭绿江河谷项目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总占地面积1100余亩，其中建筑面积20000平方

米，山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和采摘园1000余亩。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集安市麻线乡建疆村

联 系 人：张学鑫

联系电话：13180669990

集安雅罗酒庄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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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通化

景点特色：划船、秋千、烧烤、篝火、歌舞晚

会、垂钓、采摘、棋牌等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大套1548元；小套1280元；商

务房298元；标间298元

简介：酒店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大屋顶式仿古建

筑，占地面积7.2万㎡，水域面积4000余亩，建筑面积

4万㎡，是集度假、休闲、旅游、餐饮、地域、人文

历史为一体的酒店。设有停车场、中西餐厅、标准客

房、商务套房、豪华套房、会议室、水上乐园和垂钓

中心等，是举办会议、商务洽谈、朋友聚会、宾客度

假、观光旅游的理想之地。这里有鸭绿江自然水域休

闲旅游垂钓场，在水面上可一次性接纳百人以上的旅

游垂钓爱好者。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集安市麻线乡江口村

联 系 人：迟丽丽

联系电话：18626530558

集安豆谷离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9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通
化

景点特色：葡萄采摘，冰葡萄酒品鉴，水上游乐（垂钓，拉

网捕鱼）

人均消费：100－10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酒庄宾馆同时可接待住宿60人、餐饮150人

简介：集安市鸭江谷酒庄是集优质酿酒葡萄种植、高端葡萄

酒加工与销售、葡萄酒酿造技术研发、葡萄酒文化旅游、旅游产

品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可以满足游客吃、住、行、

游、娱、购六项基本需求。酒庄主体建筑结合了中西方的文化理

念，外观雄伟壮美，内饰精美细致。酒庄一期建设投资3200万

元，占地345亩，其中建筑用地20亩，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

北冰红种植面积200亩，威代尔种植面积16亩，年生产高中档北冰

红和威代尔冰葡萄酒15万瓶。酒庄目前可开展葡萄采摘，冰葡萄

酒品鉴，水上游乐（垂钓，拉网捕鱼），篝火晚会，野外露营，

野外烧烤等多种特色娱乐活动。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青石镇石湖村 

联 系 人：孔子璇 

联系电话：0435－6674431

集安市鸭江谷酒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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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野山参保护区、野山参博物馆、野山参酒窖、野山参采挖区、野山参遗址保护区、黑牛烧烤、黑牛火锅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公司为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先后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1000平方米；高档餐厅400平方米；多功能厅（培训中心）400

平方米；烧烤广场1000平方米；木制别墅7栋300多平方米；还有星级宾

馆等。现拥有林地6000亩，农民土地流转700余亩，种植有机果树1000

多亩，中草药材1000多亩，与农民合作种植甜糯玉米5000亩，有机水稻

2800多亩，新建标准化牧场3600平方米，育肥高档黑牛年出栏400余头。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柳河县向阳镇样子沟村

联 系 人：孔令艳

联系电话：0435-7738888

通化向阳红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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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小动物喂养体验、科普教育、烤全羊、

戏雪滑雪

人均消费：50-100元/人

简介：大明牧场2015年投入300万元，新建2000

平停车场和400平特色民宿室内有火炕，500平大明

牧场宴会厅。并修建两条雪道，实现了农家乐四季经

营。冬季到大明牧场农家乐来可享受免费玩雪，享用

城市没有的热炕头，品味大明牧场的大鹅炖酸菜和特

色牛初乳、酸牛奶、奶酪等手工制作的乳制品。春夏

秋有烧烤、烤全羊、草坪婚礼等项目。大明牧场现有

大明牧场冰雪文化游、雪圈专用雪道。牧场大鹅绿色

饲养，宽大的宴会厅是集游玩和集体年终会议为一体

的场所。它汇集了其他烧烤和农家乐的优点，宽敞、明

亮、舒适、优雅。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龙头村

联 系 人：孙忠明

联系电话：13943597377

通化市大明牧场农家乐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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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人参采挖、天然景观、红色旅游基地、蔬果采

摘、休闲垂钓

人均消费：100-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经济客房120元/日，标准客房298元/日，

豪华客房398元/日，总统套房888元/日

简介：通化永生神龙商务有限公司投资1.65亿元，组建了新

兴农业特产业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公司主要

以休闲观光度假、养生、乡村旅游及林下人参种植，梅花鹿、林

蛙养殖为主的两大产业。林业拥有森林面积3万亩，森林覆盖率

97%，已种植林下参1万余亩，参苗长势良好。牧业有三条生态沟

养殖100万只林蛙，副业有野果山菜，渔业有60万立方米水库养

殖50万尾冷水鱼。园区生态环境优美，十大景区，60处景点丰富

多彩，包括采摘园、垂钓园、农家乐。神龙钰宫10000多平方米

综合性豪华会馆有120张床位，1000平方米餐厅，室内泳池，大

型会议室。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东来乡河南村六组

联 系 人：赵玉丽

联系电话：13766197123

通化永生神龙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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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景点特色：旅游观光、农事教育、创意游赏、休闲垂

钓、水上娱乐、悦目采摘、怡情体验、绿色饮食、传统文化

欣赏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观景房、民俗房、家庭房、双人标

间、大床房，价格288元至588元

简介：转水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集农业科技示范、特

色农业展示、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形式多样、功能多维、

特色各异的农业可持续开发企业，占地1500亩。涵盖五大

功能园区：一是百渔乐园区；二是创意蔬果采摘区；三是少

数民族书画基地；四是生态农业观光园区；五是休闲度假园

区。系统和突出打造旅游观光、农事教育、创意游赏、休闲

垂钓、水上娱乐、悦目采摘、怡情体验、绿色饮食、传统文

化欣赏和休闲度假等产品。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英额布镇新英村

联 系 人：李明

联系电话：15567835567

转水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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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研学旅行、南长白山珍稀植物科普教

育、抗联英雄杨靖宇、民族英雄王凤阁红色事迹、把头

节民俗活动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通化三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座位于南长白山

石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现有科博园4600亩，金色头

道湖山庄116亩，林下参基地1500亩，食用菌基地300

亩，长白山特色食品生产厂房6000平方米。是集农林

种养科普、长白山特色食品开发销售、农业休闲旅游于

一体的农业综合型企业。公司休闲农业旅游由金色头道

湖山庄和科博园两大块组成。园区内有农家乐、食药用

菌观光采摘、民俗采风、滑雪、林间自行车赛道等特色

旅游项目，有地产石湖蛤蟆、瞎嘎达鱼、山野菜等特色

美食。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石湖镇公益村  

联 系 人：韩东

联系电话：18743510655

通化三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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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玫瑰园万亩花海、玫瑰鲜花饼、玫瑰料

理、DIY烧烤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酒店帐篷6间，价格200元-400元

/间/天，精品房3间，价格200-300元/间/天

简介：金江花海新月玫瑰园致力于玫瑰产业综合发

展，是集旅游观光农业、原材料培育、种植，有机玫瑰

食品、化妆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玫瑰产业综

合示范产业基地。至今已发展玫瑰种植基地3个，总面积

近500亩，年产玫瑰花200吨以上。作为东北首家大型集

玫瑰栽种、生产加工基地、旅游基地——新月玫瑰园，

位于金江花海景区的新月玫瑰园面积100亩，园内建有

玫瑰加工坊、玫瑰产品专卖店、茶室、培训中心、酒店

帐篷区、露营帐篷区，游人可在玫瑰园体验玫瑰采摘、

休闲饮茶、烧烤、聚会庆典、住宿等。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市金厂镇夹皮村

联 系 人：王婷

联系电话：0435-3256969

金江花海新月玫瑰园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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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创意蔬果采摘、百渔乐园、苗

木观光园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经济客房80元/日、

标准客房140元/日、豪华客房240元/日

简介：通化裕丰园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4月，位于全国生态文化村通化

县快大茂镇赶马河村一组，距通化县县城19公

里，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显著。公司是集农业

科技示范、特色农业展示、休闲旅游观光于一

体的形式多样、功能多维、特色各异的农业可

持续开发企业。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快大茂镇赶马河村一组

联 系 人：李少军

联系电话：0435-5705777

通化裕丰园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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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垂钓、捕捞、采摘、种植等农事活

动，蓝莓采摘节、蓝莓枫叶节及红色旅游节庆活动，

登山、秋千、野外露营、烧烤、篝火等农村体育运动

服务条件与价格：设有15间客房可一性容纳50

人住宿，设有餐厅可一次性200人就餐，有专业服务

人员15人。住宿价格：高间388元/天，标准188元/

天，普间138元/天

简介：通化禾韵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设有300

亩蓝莓采摘园，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品牌农业、观光

农业，推进农产品收储和深加工、循环农业、康养产

业发展、红色旅游、大清国宝松花砚文化，实现以

蓝莓产业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建设蓝海果

香、阡陌花开、假日田园、红色记忆、绿水青山、产

业兴旺和百姓文明富裕的“新农村”。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滨江西路6421号（禾

韵蓝莓）

联 系 人：刘思琦

联系电话：0435-3397186

通化禾韵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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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滑雪、莲花鱼塘、文化长廊、玫瑰谷、草坪婚礼、花架凉亭、民俗

体验、儿童乐园、烧烤区等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园区内建有生态停车场3处12000多平米、会议室3处、室外拓展培训基

地、多媒体教室、娱乐活动室、体验式基地、冬季冰雪项目、儿童乐园、医疗卫

生所、电商平台、科学规划了六大功能区，即花卉观赏区、产品采摘区、餐饮服

务区、休闲娱乐区、民俗体验区、生态养殖区，大小景点168处；园内实现了网络

全覆盖。目前景区内有“狮峰夕照”、“高山野百合”“玫瑰花海”、“高山杜

鹃”“曲径风荷”、“卧佛睡雪”、“神龙窥谷”、“状元传情”等胜景，兼有

山、花、湖、雪的自然之美和平安、励志、爱情空灵的人文之韵。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五道江镇菇园村

联 系 人：于娜

联系电话：0435-3656877

吉林逸香源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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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红色旅游、蔬果采摘、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高档客房158元，客房128元

简介：通化县曲柳川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集红色

爱国教育－重走抗联路与曲柳川村村民生产合作社联合果

蔬种植、采摘商业模式创建的，董事长刘福一直秉承资源

整合、团队协作、和谐共赢的商业理念，依靠自身企业的

发展带动曲柳川村经济的繁荣，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

资源的开发，探索新型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将观光园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将自然生态土特资源

与自然景观和畜牧养殖融为一体。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兴林镇曲柳川村

联 系 人：刘丽娜

联系电话：15526628567

通化县曲柳川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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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夏季特色活动：赏花、垂钓，冬季：滑雪、泡温泉。特色产品：蝲蛄豆腐、烤全羊、烤鱼、烤鸡

人均消费：门票+就餐100-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山庄有专人向导，负责为游客进行讲解，餐厅服务区、停车场、卫生间一应俱全。冬季滑雪门票：30元/人。茅草

屋：380元/间。四合院：1580元/间、2180元/间、2580元/间。

简介：龙岗山庄积极发展冰雪旅游项目，兴建了260平方米的旅游服务中心，1200平方米的停车场。150米长的魔毯输送带，200米

长的雪圈道10条，5000平方米的戏雪场地，3000平方米的滑冰场，占地15亩的垂钓园，六个独具特设的茅草屋，兴建假山景观一处，

六个形状各异的温泉池子，四合院民宿和豆坊车间。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柳河县凉水河子友好村 

联 系 人：于振海

联系电话：0435-7531111

柳河县鑫北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凉水公司龙岗绿水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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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精品民宿、蔬果采摘、研学体验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普通民宿50-100元；

大部分可提供室内卫生间、洗浴；部分可提供

空调。精品民宿480元、580元、680元，可居住

6-12人，有双人大床，和亲子上下叠床可供选

择。wifi信号覆盖、全天24小时洗浴、空调

简介：公司确定了精品民宿经营结构，聘请通

化文创园对钱湾村乡村旅游进行精心设计，增加文

化元素，将钱湾民宿打造成独特品牌【果•宿】，

打造艺术主题精品民宿8户，改造农户写生大院15

户，日接待能力100多人。 精品民宿租住农房，由

村集体投入，购买家电、床上用品等设施，以民宿

及水果采摘为主导，以采摘节、赏花节、灯笼节为

重点。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

联 系 人：江岩

联系电话：13943543886

集安市钱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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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赏民俗、农耕体验、美术写生、品农家菜、住民宿

简介：通化县东来乡杨木桥民俗风情园位于县境东南部，从

2008年起，着手建设了以满族、朝鲜族特有的民俗人文、自然、农

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房屋建筑，器皿、工具、饮

食、服饰、礼仪为特色的民俗文化观光园。杨木桥民俗风情园依托

民俗旅游项目，推出了系列具有地方特色、乡土文化内涵的休闲农

业项目，比如农事体验型劳作、农副产品加工、花卉基地观赏、农

产品采摘园、绿色养殖等，构成了集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

乡村特色文化旅游。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东来乡鹿圈子村

联 系 人：邵明库

联系电话：0435-3831010

通化县东来乡杨木桥民俗风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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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住宿、采摘、垂钓、滑雪滑冰、珍禽养殖、体验农耕文

化、亲子娱乐

人均消费：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生态园同时可容纳500人观光、采摘、游玩、就

餐，住宿免费

简介：聚丰园生态园是郊游休闲、四季康养、体验农村生活的最佳

去处。生态园占地300余亩，现已完成部分建设，其中餐饮住宿占地面

积60余亩，鱼池面积10余亩，山林面积230亩。生态园以经营餐饮住宿

为主，同时有垂钓、观赏畜禽饲喂、雪滑车、骑行、露营等休闲活动。

生态园设置餐厅20余间，住宿客房20间，服务人员40余人，最多可容

纳500人就餐，年接待50000人次，销售收入600万元。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银厂村

联 系 人：孙继臣

联系电话：13894531869

通化市东昌区聚丰园生态园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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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特色烤全羊、特色农家山野菜，草莓、葡萄、蔬菜等有机蔬果采摘，水上

游乐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餐饮有1100元-2000元多种套餐，民宿客房100元/日、普通客房

100元/日、豪华客房300元/日

简介：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水库丽水山庄，位于国家级生态县、全国卫生县城、国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建于2001年9月，2003年6月正式营

业。山庄是集餐饮、住宿、团队接待、度假休闲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庄园。经过十多年发

展，丽水山庄目前已达到1000余亩规模，其中，水库面积300余亩，苹果树和人工林400

余亩，瓜果采摘园100余亩，特色粘玉米200余亩。山庄设餐房间45间，住宿房间30间共

计5000平方米。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

联 系 人：唐瑞孝

联系电话：0435-5336111

通化县快大茂镇丽水山庄



10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烤全羊、烤羊排、农村一锅

炖、绿色有机食品、农家小院、露营地、垂

钓、捕捞、自助烧烤、篝火晚会

简介：通化龙胜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0年5月，注册资金300万，建设

地址在通化县快大茂镇龙胜村一组，距通化

市17公里，距快大茂镇18公里，交通方便。

公司占地面积约500亩。目前主要经营：山

庄（餐饮、住宿），蔬菜大棚、花卉、绿化

树、果树、养殖等。我公司计划续建百亩果

树园、百亩葵花园、无公害蔬菜种植大棚、

绿化树、露营地等项目为基础，开发具有一

定规模和档次的温泉旅游休闲疗养度假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快大茂镇龙胜村一组

联 系 人：王洪秋

联系电话：0435-3690999

通化龙胜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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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生态观光、绿色采摘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宾馆、洗浴、

别墅区，房间价格：标准间200元、别墅区

1000元

简介：柳河三仙夹生态科技园区有限

公司是集农林种植及产品加工，特色养殖

和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公

司，园区内建有8千亩林下参园，北五味子

种植园，各种果园，苗圃，水旱种植试验

基地及林蛙养殖场，人文景观28处，主要

以福兴寺、孔庙、净业寺 、人工湖、垂钓

园等观光景点。并设有宾馆、别墅区洗浴

等休闲场所。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三仙夹国家森林公园内

联 系 人：董凯

联系电话：15843550099

柳河三仙夹生态科技园区有限公司



10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山芝麻花海、蜂蜜、芍药花谷、苹果

采摘园、歌舞文艺演出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民宿中式别墅2、3楼

（独立卫生间、豪华装修），价格388元

简介：小泉眼共建24栋民宿，在村民原有宅基

地基础上建设，1楼两室一厅一卫一厨一炉（100

㎡）+前院（80㎡），二楼、三楼共计三间标准独立

客房（100㎡）+后院（60㎡），同时为带动村民经

济，我公司将配合农户打造特色餐饮服务业，每户

所经营项目不同，均代表当地餐饮特色，服务人员

由我公司统一进行岗前培训达到一流餐饮服务标准。

同时，为了更好的宣传和让游客切身体验当地民俗文

化，小泉眼民宿村内打造一座集当地文化、民俗、娱

乐、休闲为一体的村民文化广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圣水镇小泉眼山

谷民宿

联 系 人：李杨

联系电话：18743550777

吉林省罗通山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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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雪上娱乐、房车营地、农业采摘、红色文化、亲子活动、动物观赏等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豪华大床房800元-1000元/间，舒适大床房500元-800元/间，标准间300元-500元/间

简介：吉林省熙嘉荒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服务；中药材，蔬菜、水果、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种植、销

售；餐饮、住宿服务等。分为旅游板块和农业板块，旅游区包括：游客服务中心、温泉康养度假区、花海艺术观光区、西夹荒原乡式民

宿区、熙嘉别苑养生区、户外活动体验区、特色乡村营

地区、景区互动联络区，农业区包括：绿色生态养殖、

现代农业观光区、保障服务中心、都市农场体验区、农

耕文化展示区、农业科研基地。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

联 系 人：王爽

联系电话：15843560017

吉林省熙嘉荒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11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关东田园区、乡村风情区、林业生态

区、百果园、百花园、中草药园、蔬菜园地特色生态园

区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本旅游景区可提供餐饮、住宿、

免费休闲观光、免费采摘果蔬服务。住宿价格：299

元-599元不等

简介：通化梦里水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隶属通化西

江月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梦里水乡于

2016年1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一家以

旅游景区开发、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施工，旅游

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等为主要经营目的、集合多项服务

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发展企业。2017年开始，企业以搭

建贡米小镇为核心，着手发展农业种植、果园及蔬菜大

棚采摘项目，实现田园休闲综合服务，打造关东田园

区、乡村风情区、林业生态区，落成百果园、百花园、

中草药园、蔬菜园地特色生态园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一组

联系电话：0435-5712999

通化梦里水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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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矿泉SPA、滑雪、火车旅馆、水

上乐园、自酿啤酒屋

人均消费：100-15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 火车主题：标间大

床8间（平日258元、周末298元）；双人床12间 

（平日218元、周末258元）；集体房2节同时可

容纳80人（平日68、周末88元）

简介：吉林省龙堡森林度假村以山地森林度

假为主要功能，依托长白山、龙湾品牌与度假资

源优势、度假村项目拟建成一座集旅游、矿泉

SPA、滑雪、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

度假村。辉南县青少年冰雪教育活动基地（大龙

湾滑雪场）目前建设初级和娱乐雪道5条，魔毯2

条，雪具中心1栋。景观水系和造雪蓄水池及园

区路网基础建设完成。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东侧

联 系 人：李建威

联系电话：15584699000

吉林省龙堡森林度假村



11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百渔乐园、创意蔬果采摘、生态酿酒体

验、生态观光园、休闲度假园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独立木屋民宿15间、帐篷营地可

容纳16个帐篷、高端养生会所可容纳20人团体、养生

黄土屋20间

简介：该农场现有小型水库一座，占地50亩，是集

戏水、垂钓、观赏、水上餐饮等产品为一体的承载体。

项目涵盖六大功能园区：一是百渔乐园区，二是创意蔬

果采摘区，三是生态酿酒产业园区，四是家禽养殖区，

五是生态观光园区，六是休闲度假园区，建设休闲度假

亭台、栈道、屋舍、别墅、餐厅，阡陌小道已通达各个

功能区，综合利用建成项目资源，将综合体打造成集

吃、住、游、玩、赏于一体的休闲式庄园。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

联系电话：15943526333

通化县快大茂镇鸿泰家庭农场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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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旅游、观光、餐饮、住宿、认耕、

采摘

人均消费：150元/人，随季节及旅游项目调整

简介：吉林省多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公司坐落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是以发展

农业生态种植、休闲观光，旅游采摘、餐饮住宿、

亲农体验为一体的一家民营企业。公司流转土地

105.5亩，建阳光温室、冷暖棚18栋，棚内种植优质

果蔬和山野菜，供游客自行采摘和品尝，1000平方

米阳光板生态餐厅，一次性可容纳200人就餐，园区

建有别墅式客房9套，可供入住70人，房前屋后种瓜

种豆，瓜果飘香，是理想的养生休闲的场所。园区

规划10亩认耕园田，方便城里人来自家的菜园耕种

劳作，分享自家菜园的丰收成果和采摘的喜悦。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 

联 系 人：王立红 

联系电话：13180656666

吉林省多帮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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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天然氧吧、特色景观、竞技娱乐、冷水活

鱼，农家菜、铁锅炖

人均消费：50元/人

服务条件和价格：住宿3-5人，每间100元/天

简介：通化鱼乐源餐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位

于通化县腰岭村，占地3万平方米，集餐饮、水上娱乐、休

闲观光于一体。就餐面积达2000平方米，可容纳上千人娱

乐、就餐，以金鳟鱼、虹鳟鱼、鲟鱼、鸭绿江鲤鱼为主，

烤全羊、大锅炖菜、农家菜、山野菜等各种珍奇菜肴样样具

全。四面环山、萌萌哒的动物园、独特远古的松花石园林、

40米的高山瀑布、令人遐想的仿古长廊、水中观景亭、精彩

的水上娱乐及竞技项目、篝火晚会成为吸引游客的焦点。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东来乡腰岭村 

联 系 人：王立菲 

联系电话：13843598763

通化鱼乐源餐饮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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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特色餐饮、朝鲜族民俗文化展示、朝鲜族歌舞表演，朝

鲜族民俗活动、朝鲜族特色食品制作销售、水果采摘

简介：永泉民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围绕保护和传承朝鲜族民俗文

化，建设了凉水朝鲜族民俗园区，项目总投资688元，占地面积30亩。

项目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建有朝鲜族民俗文化展示馆1座、餐厅及厨

房一座，管理用房1座，朝鲜族民居客房17座，及一条70延长米的文化

长廊、50平方米的表演舞台，2个景观水池和17亩的水果采摘园。主营

项目为住宿、餐饮、朝鲜族民俗文化展示，朝鲜族歌舞表演，朝鲜族民

俗活动，朝鲜族特色食品制作销售、朝鲜族纪念品销售及水果采摘等。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集安市凉水乡永泉村

联 系 人：许承德

联系电话：0435-6762003

集安市永泉民俗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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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特色美食、果蔬采摘、野外拓展、苗木

观光园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山庄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大

厅，为游客全方位服务，大众消费，价格低廉。民宿客

房100元/日、普通客房100元/日、豪华客房150元/日

简介：通化县东安村谷阳山庄建设于2015年9月，

山庄位于通化县东安村小半截沟，距通化县县城2公里，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显著。山庄是集休闲度假、农业观

光、农事体验、农耕文化展示、农业科普教育、农特产

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具有朝鲜族民俗文化特色的综合

型休闲农园。园总面积60余亩，核心面积30余亩。分

为三大区：休闲度假区（包括朝鲜族民宿度假、野外烧

烤、户外露营拓展训练）、农业区（包括农业观光、农

事体验、果蔬采摘）文化展示区（包括农耕文化展示、

农业科普教育）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通化县快大茂镇东安村

联 系 人：蔡锦花

联系电话：0435-5267999

通化县东安村谷阳山庄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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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户外旅游、度假、赏梨花、做画、采摘等

人均消费：50－300元/人

简介：集安市风情天梨山庄座落于凉水朝鲜族乡二参场社区，现已发

展到2350亩，其中苹果1000亩、梨1200亩、葡萄50亩,果树12万株,年产量

1500 吨。所产的苹果、梨、桃通过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职工利用水果产量大，色泽鲜艳,果味香甜,营养充足,贮藏周期长等

特点,积极发展休闲农庄、农家乐等经营服务。风情天梨山庄已连续三年举

办集安市梨花节，旅游休闲观光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通过水果销售与旅游

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600余万元,有利地促进了当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集安市凉水朝鲜族乡二参场社区 

联 系 人：徐世江

联系电话：13844533199

集安市风情天梨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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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果蔬采摘、垂钓、林下参基地观光、烤全

羊、篝火晚会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山庄餐厅可接待100人同时进

餐，可接待20人住宿，每人50元/晚

简介：柳河县罗通山镇罗通山山庄成立于2011年10月，

位于罗通山镇福民村水洞屯西侧，罗通山景区脚下，距罗通

山核心景区仅1公里。山庄有接待中心一座270平方米，设有

餐饮大厅、客房，可同时接待100名游客进餐，20人住宿；

山庄还有鱼塘2亩，果蔬采摘大棚25座，种植有黄桃、葡

萄、圣女果、草莓、香瓜等可供游客入园采摘，山庄厨房所

用蔬菜均为园区自己生产的有机蔬菜；山庄还有林下参基地

150亩，可供游人近距离欣赏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的自然生长

状态。山庄的特色烤全羊，远近闻名，可以提供最地道的东

北农村风味美食，山庄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娱

乐、餐饮聚会的理想选择。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镇福民村

联 系 人：宋士云

联系电话：13843552228

柳河县罗通山镇罗通山山庄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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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5月樱桃采摘、6-9月蔬菜采摘、7-8月罗圈河水上项、10月金秋

丰收节、春节杀年猪活动、家庭果树认领享平安活动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独立火炕标间，配有室内24小时淋浴、卫生间，衣

柜、热水壶、彩电、WIFI、一次性洗漱用品；有餐食服务，有停车场服务；住

宿价格：50元/人/晚

简介：吉林省茂霖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绿色循环农业发展为主的新型

企业，整体占地面积约2000亩，分为六个基地：藏香猪养殖基地、林下蛋鸡养殖

基地、蚯蚓养殖基地、水稻种植基地、青储种植基地、

果蔬采摘观光基地。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铁厂镇茂霖畜牧

联 系 人：杨大勇

联系电话：13911965008

吉林省茂霖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12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农家乐、民俗村、红色旅游、富硒水稻

人均消费：300元/人

简介：柳河县大米姐酒店注册于2015年2月，2015年5

月开工建设，2015年年底竣工建成。酒店集餐饮、住宿、

会议、办公于一体，内设专家公寓，老管家餐饮，大米姐酒

店，健康养生会所等。酒店室内布置各类房型共54间，配

备有餐厅、大小会议室，大会议室可容纳300人。室外占地

2000平方米的草坪可同时容纳近千人就餐、休闲、娱乐。

酒店烹饪水平上乘，可承办大型聚会、宴会等，提供南北风

味餐及东北地区农家菜等特色美食百余种，特别是“老管家

大管子”传统菜肴，集汉、满、朝民族美食风格于一体，延

续百年传承，人文底蕴深厚。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太平一区

联 系 人：管延丽

联系电话：0435-7560111

吉林省柳俐粮食有限公司

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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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农业休闲、乡村旅游、朝鲜族民俗体验、朝鲜族体育项目、中朝界江漂流、高山草原露营

简介：紫罗兰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公司以旅游产业为主体，主营餐饮、住宿、演艺、水上漂流、旅行社、旅游户

外运动、旅游产品开发、体育用品等。目前，公司旗下拥有：阿里郎朝善釜酒店、高丽馆酒店、金港假日宾馆、金港生态温泉宾馆、鑫

鹏体育商城、果园朝鲜族民俗村民俗旅游、阿里郎酒业有限公司、水上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长白县马鹿沟镇马鹿沟村

联 系 人：张晓卫

联系电话：18604398898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紫罗兰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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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

景点特色：休闲旅游、垂钓、采摘、冰雪项目

简介：白山市盛雅生态旅游度假村位于吉林省白

山市七道江镇驮道村，度假村是以观光、避暑、冰雪

运动、餐饮住宿、休闲为一体的生态观光旅游区，度

假村占地2000亩，四面环山、自然环境优雅。素以迤

逦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民族文化，吸引全国各地的旅

游者。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白山市七道江镇驮道村

联系电话：0439-3542789

白山市盛雅生态旅游度假村



12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人参宴、烤全羊、原始木屋、老把头坟

（长白山第一挖参人、孙良墓）、人参展览馆、动物养

殖区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长白山药仙园旅游山庄地处长白山保护开

发区池西区山门20公里的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带，松花

江溪流从区内蜿蜒穿过，周边山林茂密、西坡南坡开

发较晚但原生态条保护最为完整、自然景观壮美，奇

石峭壁，枫叶谷、人参博物馆、药仙王庙、土地庙、

许愿树等。拥有各种客房41间，有正宗标准间、三人

普间和正宗商旅套房等多种房型供客人选择，房间设施

完善，并且提供会议服务、免费停车、接机服务、行李

存放服务等服务设施，以满足不同客人的要求，是旅游

度假、家庭出游的理想选择。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松山林场

联 系 人：赵军

联系电话：15143973789

长白山药仙园旅游山庄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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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生态观光、度假、科考等

简介：望天鹅新村原名十五道沟村，因域内的长白山第二高峰——神似昂

首向天的天鹅之望天鹅火山而得名。该村地处中华十大名山之一的长白山南麓

和举世闻名的鸭绿江源头，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

望，域内的望天鹅景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

风景名胜区、省级地质公园、吉林省最佳旅游区，是集观光、度假、科考于一

体的生态旅游区。全村有农户94户，人口214人，其中朝鲜族32户，67人，是

一个朝鲜族聚集的地方。公共建筑1390平方米，包括入村大门、村史馆、村民

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村委会办公室、篮球场、停车场、会馆等设施。建成

的新村已完成道路建设、绿化美化、改水改厕等工作，做到了整体布局科学合

理，人文优势明显，民族特点突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长白县十四道沟镇望天鹅新村

联 系 人：赵堂华

联系电话：15584918033

长白县十四道沟镇望天鹅新村生态观光园



12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创意农

业、观光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

简介：临江市生记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5月

27日，主要从事人参、五味子、中草药、无公

害蔬菜、农畜牧养殖等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项

目。合作社依托当地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等

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创意农

业、观光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一系

列农业观光项目。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临江市花山镇

联 系 人：吕晓伟

联系电话：0439-5716335

临江市生记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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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鸭绿江音乐盛典、鸭绿江历史文化艺术展、龙头山彩滑节、临江红色教

育实践活动、中秋月饼制作亲自大赛、古道驿站户外婚礼

服务条件与价格：景区可同时容纳500人；古道驿站餐饮中心，可同时接待200人就

餐；千家旅舍家庭旅馆最多可接待120人住宿

简介：吉林省鸭绿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集鸭绿江流域旅游开发、鸭绿江历史

文化名城创建、旅游项目投资、旅游景区、景点项目开发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旅

游商品销售为一体的国有独资企业。在未来的征程中，该公司将秉承先进科学的管理理

念，探寻优质的旅游资源项目，为临江旅游事业的做大做强做出贡献。主要经营范围涉

及旅游开发、酒店餐饮、工程建设、旅行社业务、文化传媒业务、旅游特产商品开发等

各项业务。下辖龙头山风景区AA级景区。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临江旅游“一带双

环”投资建设临江市旅游景区景点，秉承着以规范临江市旅游市场，引导临江市旅游行

业良性价格指数为导向，为满足临江市旅游市场需求和健康快速发展为目标，开展一系

列旅游景区规划建设及行程路线设计。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临江市建国街道鸭江路12号

联 系 人：孟捷

联系电话：13180701100

吉林省鸭绿江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雪地摩托车、马爬犁、雪圈、民宿大火炕、村民自家养的家

禽、山珍、野山菜、蔬菜种植观光园、蓝莓和草莓采摘园、农家粘火勺、大

煎饼制作体验户、农家乐等休闲项目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一次性接待80人次住宿，人均100元一晚

简介：全村以乡村旅游和种植蔬菜为主，人均收入12000元。以原生

态，根据本村特色，沿江雪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向外地游客提供观

光、娱乐、体验、民宿、餐饮等服务，观光有农家木屋、原始房屋、原始森

林、原生态的农家和原生态的村容村貌，娱乐有东北大秧歌、歌舞、篝火晚

会等，体验有马爬犁、雪圈、雪地摩托、滑野雪等，民宿有东北的大火炕，

餐饮有刨地鸡、山野菜、自家种植的蔬菜、笨鸡蛋、咸鸭蛋、野味、农村铁

锅炖等，通过丰富多彩体验项目，使游客陶醉在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融入到

质朴的乡村生活之中。整合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打造一个特色鲜明、功能齐

全、设施完善，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大力发展休闲度假、

旅游观光、康体养生、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鼓励休闲农牧

业、乡村旅游与文化、运动等旅游新业态融合发展。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抚松县沿江村

联 系 人：于丽

联系电话：13596716138

抚松县沿江雪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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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科普教育、人参採挖、人参系列产品品尝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吉林长白明珠森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中国人参主产区吉林省

抚松县露水河镇，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占地面积16500平方米，建

筑面积13000平方米。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为一体的进出口旅

游企业，目前公司主要生产的人参系列产品有：人参米、人参蜜、人参系列

糖、人参姜颗粒固体饮料。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还远销匈牙利、香

港等地，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公司生产的人参米在2015年中国森林食品

博览会上被评为最受喜爱产品奖，公司生产的人参米、人参果仁酥糖、人参

姜颗粒固体饮料获吉林省名牌产品，2017年人参米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公司在经营人参产品的同时，不断加大旅游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公司特色，

把产品销售和旅游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旅游的快

乐，公司秉承“回归自然、健康至上”的理念不断研发新的人参系列产品，

为21世纪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河北街

联 系 人：王秀琴

联系电话：13630737666

吉林长白明珠森林食品有限公司



13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篝火晚会、野外宿营、葡萄采摘、

冷水鱼垂钓、农牧喂养体验、农家铁锅炖菜、风味

烤全羊

服务条件与价格：现有住宿房间25间，主要以

东北农家火炕为主，具备安全的洗漱设备和整洁的

室内卫生间，人均住宿价格25元左右，适合大众消

费

简介：临江市珍珠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5年，位于临江市花山镇新三队珍珠门村，注册

资金200万元。 资产2000余万元，公司现有员工38

人，拥有临江市珍珠门景区1处、土特产农贸市场1

处、农家采摘观光园1处、冷水鱼养殖场1个、农家

餐饮住宿庄园1个，景区主要有：龙泉瀑布、金蟾

瀑布、吊水湖瀑布、珍珠瀑布、金花躲兽洞、仙人

洞、许愿峰、一线天、高山牧场、骆驼峰、淳朴农

家等景观景点。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临江市花山镇新三队四社

联 系 人：张营

联系电话：0439-6936565

临江市珍珠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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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休闲娱乐、餐饮住宿、蓝莓采摘、垂钓、篝火晚会、露天烤吧、家庭影音、卡拉 OK

服务条件与价格：现有 15 套观景客房，可容纳 100 人同时聚餐

简介：靖宇县蓝缇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坐落于靖宇县三道湖镇三合村，始建于 2011 年，现合作社社员已达 52 户。多年来总计投入

建设资金 600 万元，占地面积 285 亩。其中蓝莓种植基地 240 亩，水面面积 20 亩，餐饮住宿相关服务设施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其他生产设施（冷库、暖棚）建筑面积 1600 平米。蓝莓山庄是合作社对外休闲旅游接待的窗口。蓝莓山庄地理位置优越，距

靖宇县 8 公里，营抚公路 1 公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空气宜人。山庄主要经营项目有：休闲娱乐、餐饮住宿、蓝莓采摘、垂钓，一

次可容纳 100 人的大型聚会，是婚喜寿宴、朋友聚会，亲朋休闲度假的绝好地方。山庄配套设施齐全，拥有 15 套观景客房，篝火晚会，

露天烤吧，家庭影音卡拉 OK。特色饮食有炭火烤全羊，铁锅炖土鸡，巫山烤鱼，应时野山菜烹制及各种有机粗粮。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靖宇县三道湖镇三合村

联 系 人：李贵

联系电话：15944936895

靖宇县蓝缇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13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花卉观赏、情侣拍照、森林氧吧、休闲旅游、

户外野炊、自助采摘

简介：靖宇县碧水川生态园包括林蛙养殖区 6000 亩，

生态园区 40 亩，以花卉观赏、情侣拍照、森林氧吧、休闲旅

游、户外野炊、自助采摘等项目为主。生态园已种植芍药、牡

丹、百合、荷花、映山红等各类花卉 60 余亩，冷水鱼养殖池

4 亩，果树种植 10 多个种类 4000 余株。每年来生态园花海赏

花，餐饮，自助烧烤，户外取景拍照、自助采摘的游客已超过

三十万人次，随着游乐设施不断的完善，碧水川生态园必将成

为靖宇县乃至白山地区最富盛名的旅游景区之一。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靖宇县靖宇林场附近

联 系 人：王瑞

联系电话：0439-8976111

靖宇县碧水川生态园有限公司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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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

景点特色：体验炒茶、品茶、赏石、研学拓展、亲子

互动、自助厨房、农事体验、红色教育等

人均消费：120元/人

简介：临江市山花生态文化休闲园依山傍水、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集吃、住、行、娱、购为一体。园区分为

四大功能区，山花农家饭庄，可接待200人就餐，100人

住宿。养生木屋区，高端大气又不失温馨浪漫，是您招待

亲朋、贵宾的理想选择。烧烤垂钓区，是您周末聚会，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品茶赏石区，这里您可以免费品尝到山

花公司自产的各种长白山野生茶，在品茶的同时，您还可

以听上一段精美的松花石传说故事，了解长白山的文化和

特产。临江山花生态文化休闲园就是在依托政府打造旅游

小镇的资源优势，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发展生

态文化休闲旅游项目。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临江市花山镇

联 系 人：陈丽敏

联系电话：13943982644

临江市山花生态文化休闲园



13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生态观光、休闲娱乐、蔬果采摘

简介：靖宇县仁义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

公司坐落在松花江最美丽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内。是长白

山脚下的世外桃源，是靖宇县从事旅游服务行业最早，

旅游接待最全的公司。多年来，本公司一直从事以乡村绿

色、环保的经营理念。以增寿、长寿的操作模式服务于游

客，自然的优异条件提供散客游、团队游、自助游、观光

游、生态游、采摘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服务。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靖宇县仁义风景区

联 系 人：王明云

联系电话：13843975011

靖宇县仁义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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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东北抗联红色体验、自然观光、休闲

度假、餐饮、住宿

服务条件与价格：有热水、火炕、有被褥、免费

wifi，住宿价格：每人一宿50元,三餐100元

简介：临江市五河山庄位于临长沿江公路旁坡口

村内，距离临江市23公里，与坡口电站库区一堤之

隔，堤坝上建有凉亭、长廊和渡口。您既可在堤坝上

漫步、垂钓和小憩，又可在渡口登船去玩水。堤坝外

各具特色的小建筑群精巧别致，掩映在桃红柳绿的果

园中。林荫下的青石小路、小桥流水飘荡着瓜果浓郁

的芳香，更是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来到五河山庄，

仿佛走进王官相府，又好象置身于世外桃园。环视四

周，坡坡果林，处处绿葫，山道弯弯，阡陌相连。各

类瓜果其味，远近闻名。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 

联 系 人：王丽红

联系电话：13843990691

临江市五河山庄



13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休闲养生、战友聚会、户外婚礼、大型篝火晚会、休闲垂钓、蔬菜、水果采摘

服务条件与价格：愚舍山庄设有客房12间，服务设置人性化配置，宽带网络便捷，服务周到热情。餐厅可共百人以上同时就餐，菜

品以东北菜、本地菜及山野菜为主，水上配有游船、快艇等供旅客江上观光设备设施，是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度假

山庄

简介：愚舍山庄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金300万人民币，现有资产1000万元。现有职工10人，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经营面积

1000平方米，经营项目有餐饮、住宿、休闲养生、举办大中型同学聚会战友聚会、户外婚礼、大型篝火晚会、休闲垂钓、蔬菜、水果采

摘等。50分钟车程即到达白山市区，远离喧嚣，回归自然，成功实现了人们外出休闲旅游的需求。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滴台村

联 系 人：王晓东

联系电话：18843995397

愚舍山庄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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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蔬菜种植观光园、食用菌见习园

地、农家粘火勺、大豆腐制作体验、农家乐、抗

联纪念馆、抗联无名英雄广场

服务条件与价格：合作社可一次性接待40人

次，人均30元一晚

简介：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8月，有成员84户，主要

经营内容有蔬菜种植观光园、冰葡萄、草莓、南

国梨、李子采摘园、大樱桃等，同时还有食用菌

见习园地、农家粘火勺、大豆腐制作体验户，农

家乐等休闲项目。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黄家崴子村

联 系 人：柏连福

联系电话：13596766789

抚松县黄家崴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13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渔业生产、田园山水景观、餐饮娱乐

住宿条件与价格：白家渔村内设水上餐厅，餐厅包含14个包房，1个棋牌室，

大包房可同时容纳30人就餐，小包房10人。宾馆有房间30个，20个内设单独卫生

间淋浴，其他10个是农家小火炕。住宿价格：独立卫生间188元，小火炕 168元

简介：抚松县松江河白家渔村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家渔村”）于

2011年8月份成立，以发展娱乐餐饮休闲和生态渔业养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规划

设计，把渔业养殖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使渔

业生产、田园山水景观、餐饮娱乐等具有旅游潜在功能

的资源得到深层次开发，为休闲渔业旅游找到了新的结

合点，实现了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抚松县松江河镇红旗街

联 系 人：白添玉

联系电话：18643945234

抚松县松江河白家渔村养殖有限公司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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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飞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景点特色：观光采摘园、药材采摘、滑雪、赏雪、玩雪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位于河口村十社高丽沟子，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799200平方米，截止

2017年末，完成投资1500万元，已建设完成5万平方米花海、药材及林下休闲，5.4万平

方米的滑雪场。2000平方米的采摘温室，660平方米的滑雪服务大厅，2430平方米综合

服务大楼为主体，初步实现了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玩雪的四季游。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白山市浑江区河口街道河口村村民委员会

联 系 人：任艳新

联系电话：187043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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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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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谷物种植、果蔬栽培、牲畜饲养、农业观光旅游

人均消费：8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客房20间（98元/天），家庭房6间（128元/天），情侣房8间（118元/天），豪华套房2间（298元/天）

简介：公司年销售收入7800万元，稻米加工车间4870平方米，畜牧养殖场20000平方米，垂钓水面30公顷，各种农用机械、船只30

多台套,公司拥有近万平方米休闲旅游娱乐场所及20个配套健身设施，游客客房36套，现有职工310人（其中260人为农民工），公司拥

有耕地面积580公顷，谷物种植300公顷，温室大棚60栋，养殖水面135公顷，林果栽植面积20公顷。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风华村

联 系 人：韩伟

联系电话：13756743555

松原市宁江区惠益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松
原



14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查干湖冻

捕、垂钓、有机采摘、住宿、餐饮、百花园、野鸭湾湿地

公园、种植花卉、果木、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园区内旅游设施完善，有多个旅游景点供游客

观光体验，有两家场属三星级宾馆和多家渔家乐宾馆，提

供住宿和查干湖特色美食，从业人员均培训上岗，对待

游客礼貌热情友好，通过乘船游湖、渔业体验、采摘、垂

钓、赏荷观鸟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休闲旅游的乐趣。住宿价

格：88元~580元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松原市前郭尔罗斯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

查干湖渔场

联系电话：0438-2899066

前郭尔罗斯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查干湖渔场

松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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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蔬果采摘、食品加工体验、自然观光

服务条件与价格：住宿宾馆环境优雅，卫生、能够满

足游客的日常生活需求，并建有阳光观景房，全方位观

赏室外景观，阳光房住宿价格888元/晚、商务间288元/

晚、标准间188元/晚、大床房138元/晚

简介：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

科技”的经营模式，利用公司旗下的长岭县吉松岭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建立“统一优良品种、统一生

产操作规程、统一投入品供应和使用、统一田间管理、统

一收购”“五统一”生产管理制度,实现“订单托管”式

种植。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长岭县环城工业集中区

联 系 人：徐兴库

联系电话：0438-7283336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14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渔猎文化（鱼塘）、龙图腾（两条循环水系，伏羲河长3500米,宽9-12米）、野禽到家禽的演变（飞禽园）、文字创造

（体现中国合一、卓和200部历史文献展示）、现代农业展示（种养殖及沼气利用等）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客房部拥有2种户型、30间客房，2幢豪华别墅，餐饮部有10个高档包间，有可供100人左右同时聚餐的宴会厅，

有容纳100多人的多功能会议中心1个、100人以上的中会议室3个，小型会议室5个

简介：厂区占地面积1600亩，项目投资2亿元以上，是集种植、养殖、技术研发、休闲、餐饮、旅游于一体的循环经济新型企业。

公司拥有耕地面积280公顷，谷物种植150公顷，高标准日光温室1栋5000平方米（观光园），温室10栋（采摘园），日光大棚20栋（蔬

菜园），养殖水面10公顷，林果栽植面积80公顷。累计完成投资1.6亿元，建设厂房三处9000平方米，各类功能场所15000平方米，修筑

7000米水泥路，完成养鱼池护坡5000米，修建猪舍5000平方米，畜禽散养圈5000平方米，青贮窖3000平方米。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松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原乡小后屯村

联 系 人：丛秀国

联系电话：0438-2216666

松原市坤霖农业循环经济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松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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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垂钓、捕捞、采摘、种植、农产

品加工制作、农耕文化节、民俗文化节、野外露

营、烧烤、篝火等

服务条件和住宿价格：农家庭院式住宿 干净

舒适 环境优雅 空气清新，标间价格：168元

简介：乾安县城乡发展投资控股集团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院内有各类盛产期果树3000余株，

特色温室大棚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果蔬大棚8

栋，每栋占地2600平方米，并建有近2000平方米

猪舍、鸡舍、鸽舍。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松原市乾安县让字镇东四公里

联 系 人：生晓敏

联系电话：13943867355

乾安县城乡发展投资控股集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4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生态有机农业示范区、观光植物区、观景品茗区、垂钓休闲区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集装箱房式宾馆，标准间：350元/天，可提供烧烤用具，提供早餐

简介：八郎庄总面积约为500亩，建设期为3年。按功能规划为服务区、景观区、种植区、养殖区、活动区、餐饮区等，并进行具体

分区；兴建小型现代化的种植体验中心；修建工作人员办公区、宿舍及规模接待区；修建娱乐休闲观光活动区；修建太阳能电站，满足

生态园照明、动力等需要；建设水稻博物馆。兴建集餐饮、棋牌、垂钓、休闲、游乐、园林绿化和乡村情调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园区，

结构为：生态有机农业示范区、观光植物区、观景品茗区、垂钓休闲区

等。充分利用生态园自然景观，形成“可览、可游、可居”的环境景观和

集“自然、生产、休闲、康乐、教育”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发展体验农

业与观光农业相结合的特色旅游。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八郎镇八郎农场境内

联 系 人：张丹丹

联系电话：13704470848

吉林省荣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松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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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家乐、休闲垂钓、蔬果采

摘、农事体验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捺钵山庄以捺钵文化为依托，集餐

饮、采摘、娱乐、观光、度假于一体，山庄内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仿古建筑坐落期间，人

们在浓浓的捺钵文化中享受亲近自然之美。春

季百花齐放，秋季硕果飘香，游人行于其间流

连忘返，冬季温室大棚内温暖如春绿色果蔬更

令游人爱不释手。并随处可见“捺钵”元素及

“捺钵遗址”的介绍。特色的美食及丰富的娱

乐项目不仅仅满足了游客休闲度假的需求，也

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更吸引着八方

游客纷至沓来！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松原市乾安县道字乡在字捺钵

山庄

联 系 人：刘明

联系电话：17390938000

乾安县道字乡在字捺钵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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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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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品蟹文化节”、牛心湖、篝火晚会、

湿地文化长廊、苇塘水车、荷兰风车、亲苇栈道、湖边

观鸟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特色湿地餐

饮系列

人均消费：1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价格在100-380元每天，可供

100人就餐，会议室可容纳60人

简介：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为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级湿地公园。位于吉林省

大安市大岗子镇西部、霍林河畔，总面积4200公顷，

属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公园主要湿地类型为

沼泽、沼泽化草甸、盐沼、湖泊湿地和人工湿地等。

其中芦苇沼泽、湖泊、沼泽化草甸等各类湿地面积达

3319.8公顷，湿地率达79.0%，大小泡沼星罗棋布，水

质良好，湿地植被茂盛，郁郁葱葱，具有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构成了原始而独特的湿地景观。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

联 系 人：薛艺伟

联系电话：13904365369

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

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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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城

景点特色：向海蒙古族乡香海寺、鸬鹚岛、仙鹤岛、黄榆景区、

百鸟园、揽海阁

简介：向海蒙古族乡境内有霍林河、额穆泰河两条河流，向海、

兴隆两座水库。沙丘、草原、湖泊、沼泽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沙丘

榆林、湖泊水域、蒲草苇荡、羊草草原构成了独特的四大景观，资源

十分丰富。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家AAAA级自然保护区，区内

有20多种林木和200余种草本植物，产鱼20多种，鸟类173种。赏蒙

古黄榆、观丹顶鹤放飞、与丹顶鹤合影、游船河等一系列极具特色的

旅游活动，让众多游客们流连忘返。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

联 系 人：杨绍安

联系电话：0436-4588080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



151

白
城

白城

景点特色：湿地观光、摄影基地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特色鲜明，交通便利，旅游潜力明显，既占领本市的休闲旅游资源优势，又具备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公司结合示范点的建

设，打造农业观光亮点，带动旅游经济。建成集采风、休闲、运动、逗留、美食、娱乐、度假、疗养一条龙的“生态休闲农家乐旅游”

服务体系。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大安市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

联 系 人：嵇迎

联系电话：0436-5214222

大安市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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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城

景点特色：中国白酒文化博物馆、渔猎文化体验园、燕麦餐厅、契丹人家、鳇鱼宴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供300人就餐，会议室可容纳100人

简介：大安大发实业有限公司自筹资金5000万元建设了白酒文化体验园，目前也是

国内唯一能完整复原辽代酿酒器具，再现一千年前酿酒全过程的白酒文化体验园。同时

该园内还开设了鳇鱼养殖加工餐饮项目，并设立了燕麦餐厅，养殖了无抗生素的酵素用

羊，成为集鳇鱼、燕麦、酵羊品鉴、生产、种植、加工和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

业产业化企业。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大安市工业园区

联 系 人：张义波

联系电话：0436-5222118

吉林省大安市大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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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特色活动有篝火晚会、自助烤肉、KTV、林地吊床；特色产

品有各种自养禽类、自种无公害蔬菜等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白城市洮北区绿野生态农庄有限公司是将体验农村、体验农业为

基础，把生态农业、现代农业、生态旅游自然地结合起来，重点突出参与

性、观赏性和娱乐性，充分体现农游合一性，形成一类独具特色的农业科普

示范园。生态观光农业园主要是以发展养殖、种植园为最主要的经营项目，

养殖和种植品种力求做到新、奇、特。在养殖品种中，可引入市场销售情况

较好、人人爱吃的动物及特色品种。特色种植项目做到丰产，产品好看、好

吃、外观奇特。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长发村北一公里

联 系 人：禚绍喜

联系电话：13321466129

白城市洮北区绿野生态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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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捕蟹节、稻田养鸭、蔬果采摘、垂钓、种

植、喂养等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是集农产品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品牌公司。公司位于有“嫩江明

珠”之称的吉林省大安市，位于北纬45°，是世界粮食黄金

生产带，世界公认的农业种植优越地理位置，出产的农产食

品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公司基地依托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自主种植、经营、管理、监控、适时收割、保鲜储运、

限量生产、销售，种植管理全程可追溯，打造出真正的生态

农业产业链。公司下辖大安市金田水稻种植合作社和大安市

裕丰种植家庭农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园隶属大安市

裕丰种植家庭农场，地处于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月亮

泡，由洮儿河与嫩江的交汇而形成的富含腐殖质的黑土地，

独特的地理位置，无工业无污染，天然原生态环境，亦是世

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地之一。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大安市大赉乡林业村

联 系 人：李雅繁

联系电话：0436-5297718

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

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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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儿童乐园、水上餐厅、垂钓、蔬果采摘、草坪婚礼、篝火晚会、户外烧烤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公司总面积约为64101.45平方米，湖水面积约4万平方米，餐厅三面环水，

户外设有草坪婚礼场地、儿童乐园、休闲露台、垂钓品茗，室内有专业舞美灯光、LED

大屏幕、独立包间、观景客房、麻将娱乐房等一应俱全。生态园采用自产蔬菜及鸡、

鸭、鹅等食材，配备专业后厨人员，我们致力于打造白城最佳休闲娱乐婚宴为一体的综

合性休闲胜地。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白城市洮北区工业园区高速路口东出口收费站路北700米

联 系 人：陈岗

联系电话：13689776777

白城市印象东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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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场田园景色观光,体验农场生活

的度假休闲游。新鲜水果采摘、果木烤羊、篝火

晚会、垂钓园、蒙古包、葡萄公园等丰富多彩的

游客体验活动

人均消费：200-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住宿价格在90-200元

简介：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每年接待游客约

5万人次，可提供旅游度假床位50个，餐位约800

个，车位100个，酒店菜系以特色的果木烤全羊

和果木大锅炖菜为主，设有宴会大厅、包间、棋

牌室、客房，宴会大厅可同时容纳600人聚餐。

还有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体验、绿色采摘、农事

体验、自然生态体验以及篝火晚会、垂钓等特色

休闲旅游项目。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白城市洮北区果树场

联 系 人：尚成龙

联系电话：15004363747

白城市洮北区果树场

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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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田观光、果蔬采摘、家庭农场、

休闲娱乐、餐饮住宿

服务条件与价格：农家饭庄及农家小院，住宿

价格：70-200元/人

简介：园区规划占地面积63公顷，打造集辣椒

育苗、新品种研发、农田观光、果蔬采摘、家庭农

场、休闲娱乐、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

观光园。共建设44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和两栋

15000平方米连体冷棚、景观广场一处、农耕文化展

览馆一座、道路硬化以及停车场等相关配套设施。

其中19暖棚和两栋冷棚将用于辣椒育苗以及新品种

培植，另外25栋暖棚主要种植草莓以及瓜果蔬菜供

游人采摘。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洮南市福顺镇新德村

联 系 人：席正义

联系电话：0436-6772375

洮南市福顺现代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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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家乐、观光采摘，特色产品：王

牤子品牌香瓜、西红柿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可以提供休息停车，住宿128

元/天

简介：通榆县延会家庭农场于2018年3月家庭

农场开发棚膜经济产业，一期工程建设21栋冷棚，

每个棚1000平方米，大棚种植香瓜和西红柿，带动

贫困户7户，带动就业人次150人次。农场在2018年

12月投入二期工程建设10栋暖棚，每个棚1000平方

米，继续种植香瓜，可以带动带动贫困户10户，带

动就业人次150人次。依托村投资的陆家鱼塘发展旅

游业，发展农家乐，观光采摘。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通榆县乌兰花镇陆家村

联 系 人：王延会

联系电话：15834649222

通榆县延会家庭农场

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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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冷水鱼观赏、全鱼宴、蔬果采摘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和龙市青龙渔业有限公司始建于1995年，现已成为集科研、养殖、

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农业、渔业企业。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丽，

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连绵的青山环绕四周，清澈的山泉汩汩流淌；仰望漫山

绿色，俯视鱼翔浅底；鸟语声声烂漫，花香阵阵扑鼻，置身其中，恍如世外桃

源，让人心旷神怡。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2011年，青龙渔业投资

1600多万元，建设了2600平方米的旅游休闲会馆，该会馆于2012年6月22日隆

重开业。会馆内设有客房23间，可接纳80人同时入住；餐厅28间，移动餐桌30

套，可容纳500多人同时就餐。另外，会馆内还设有会议室、酒吧等配套设施。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青龙村

联 系 人：王晗

联系电话：13644339810

和龙市青龙渔业有限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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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朝族舞蹈、朝族美食、朝族民俗体验、朝鲜族打

糕、米肠制作过程，秋千、跷跷板

简介：金达莱村一面背山，三面环水，具有丰厚的朝鲜族文化

特色资源。依托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和金达莱品牌优势，借助上

下长白山旅游交通便利优势，初步打造成为了集民俗旅游、田园观

光、风味餐饮、农家旅馆等功能于一体的AAA级现代农村田园旅

游新区。金达莱民俗村内修建了窖藏辣白菜基地、民俗娱乐广场、

民俗文化休闲体验中心、花卉园、民俗风情园等，尤其是地窖辣

白菜基地，堪称"中国辣白菜第一窖"，游客在这里可看美景、品美

食、住民宅、赏歌舞，亲身参与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活动。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村

联 系 人：张艳

联系电话：18843353599

和龙市金达莱村旅游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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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农业观光、冰雪娱乐、温泉养生、水

上乐园、雁鸣湖冷水鱼、农家美食

人均消费：可用房平均房价388元/间，泡温泉宾

客的人均消费108元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间388元/间，含两天两人

次温泉、两人早餐

简介：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依托农业资源，

开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温泉疗养等，将旅游发展

有效地结合，创建了具有自身精美特色的农村休闲旅

游品牌。将旅游发展与生态农业观光有效地结合起

来，该项目完成后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温泉度假村，能

同时接待1000多人会议、2000多人餐饮、5000多人温

泉养生、观光、滑雪、冬捕等活动。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敦化市雁鸣湖镇

联 系 人：何忠臣

联系电话：13904476085

延边雁鸣湖农业合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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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春赏万亩梨花、秋采摘、冬滑雪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240元/标准间、滑雪场 80元/人次、观赏花园20

元/人次

简介：延边龙井果树农场，种植果树25万株，年产水果2万吨，是亚

洲最大的苹果梨生产基地，因盛产“海兰江”牌苹果梨而驰名中外。公

司产“海兰江”牌苹果梨，在1985年中国农作物优良品种鉴定会上，被

评为梨类第一名，素有“北方梨中之秀”的美称；2015年“延边苹果梨

栽培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继投入1.5亿元新建了滑

雪场、高尔夫练习场、龙井梨花民俗文化广场、龙井海兰江酒店、梨花

山庄等，从2008年开始，相继多次举办“梨花节”、“冰雪节”、“采

摘节”，吸引了数十万名国内外游客。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龙井市龙门街梨树居

联 系 人：申永杰

联系电话：13804431332

延边华龙集团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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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满族、朝鲜族东北特色美食、本土特产专

卖、咖啡酒吧及朝鲜族、满族舞蹈表演项目、生态农业有机

果蔬园、文化旅游

人均消费：150元/人（含景区门票103元）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自然生态保持良好，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乡野风情浓郁；景区规划协调，建筑布局合理；

服务人员对客人礼貌、热情、友好。四星级酒店360元/标房

简介：吉林省天鼎旅游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长白山

历史文化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公司创立于2006

年，总占地总面积300多公顷，已完成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

米，总投资已达15亿元人民币。公司以泰安寺佛教文化园、

长白山神神祠民俗文化园、人参文化园、有机绿色生态果蔬

观光采摘园和以天鼎大酒店为主体的服务区，“四园一区”

为布局，主要经营：旅游景点服务、旅游纪念品、土特产销

售；餐饮、住宿；农副产品种植、收购及加工销售。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安图县四合村

联 系 人：王明德

联系电话：13894351005

吉林省天鼎旅游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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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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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现代有机采摘园、精品花海、每年每

届荷兰国际郁金香博览会、日本菊花博览会、特色野

餐区、民俗餐饮、5D玻璃吊桥、高空滑索、悬崖秋

千、七彩速滑、CS射击、跳跳云、昆虫王国儿童乐

园、滑翔机、空中自行车、三角房驿站、特色餐饮、

演绎舞台、每年农夫节、辣白菜节等

简介：吉林省中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主业为文化旅游产业。琵岩山文化旅游风

景区是由中佰文旅投巨资倾情打造的第一个风景区，

规划总占地面积241公顷，计划投资12亿元，于二0

一八年至二0二四年建设完成。风景区2017年被延边

州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中佰文旅致力于把琵岩山打造成为集生态观

光、花海休闲、养生度假等于一体的“花海养生度

假”胜地，集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体验的

5A级风景区。

星级级别：国家五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中佰琵岩山风景区

联系电话：0433-3528666

吉林省中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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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边

景点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家畜家禽养殖、林下产品深加工、绿色养

生、户外拓展运动、龙脉漂流、越野沙滩摩托车、真人CS野战、蒙古射箭、

野生钓鱼、林下鸡养殖、木耳种植、野兔养殖、排球、篮球、秋千、边境线

观光自驾游、森林徒步、山羊养殖等

简介：龙市边疆欢乐谷漂流区始建于2012年，是由延边途讯网络信息有

限公司自主投资400万，目前已经建成有龙脉漂流，越野沙滩摩托车，真人

CS野战枪，蒙古射箭，野生钓鱼场池，林下鸡养殖，木耳种植园，野兔养殖

场，时令季节采摘园区，野外徒步登山挑战线路。不仅能为游客提供多种多

样旅游体验，地道鲜美的绿色无公害餐饮、农家住宿、娱乐、会展会务、还

有森林氧吧休闲养生等服务。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和龙市华山路24号

联 系 人：梁立钢

联系电话：0433-2222333

和龙市欢乐谷漂流风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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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

景点特色：绿色采摘、特色餐饮、生态垂

钓、赏光观鱼、河堤烧烤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间258元，时尚间：

268元，三人间：328元，四人间388元，套间588

元。韩式炕：5人-8人房间每位80元，10人以上

房间每位50元

简介：蓬莱生态度假村坐落在吉林省汪清县

大仙村嘎呀河畔，是一处以餐饮、住宿、会议培

训、商务洽谈、水上娱乐、休闲垂钓、生态观

光、绿色采摘、野外拓展、旅游度假为一体的自

然优美的休闲旅游养生圣地。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汪清县春河村

联系电话：0433-8531333 

汪清蓬莱生态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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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旱雪飞跃滑梯、双向高空滑索、子母吊

桥、旱雪滑道、水上大冲关、水上拓展、喊泉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标准间住宿价格为168元，可住

2人，大包间188元，可住3-4人，房价包含早餐

简介：雁鸣岛农鱼乐园一期已建成区域占地面积

20多公顷，内有宽阔的水库、荷花池、玫瑰岛，山水

相连，景色优美，是集特色餐饮、住宿、垂钓、游乐场

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型旅游景区，2017年被评为AAA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敦化十佳人气景区。三产区域以

游客服务为主，餐饮、住宿、民俗展示、农事体验等，

还有许多有特色的户外游乐项目：有东北三省唯一的旱

雪飞跃滑梯；吉林省最长的双向高空滑索；吉林省最长

的子母吊桥；延边州首条旱雪滑道。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敦化市雁鸣湖镇

联 系 人：高昆

联系电话：15143365678

敦化市雁鸣岛农鱼乐园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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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朝鲜族乡土风情、朝鲜族美食、

自然风光

服务水平与价格：成人票50元；通票198元

简介：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红

旗村旅游景区，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

图县万宝镇。红旗村是安图至长白山旅游途中唯

一的纯朝鲜族居住村。村庄依山傍水，一幢幢极

具有民族建筑风格的房屋整齐地排列，成片稻田

围绕村庄周围，在红旗村您可以尽情领略浓郁的

朝鲜族乡土风情。在红旗村，您即品尝到正宗的

朝鲜族泡菜、狗肉汤、辣香汤、烤牛肉、冷面、

包饭、打糕等美味佳肴，还可以欣赏到农乐舞、

假面舞、阿里郎、桔梗谣等朝鲜族代表性歌舞。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万宝镇红旗村

联 系 人：倪娜

联系电话：0433-5658999

安图县鑫博红旗村朝鲜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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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休闲度假、餐饮、娱乐、观光、户外、漂流、登山、自驾、摄影

服务条件与价格：拥有可容纳200人的餐饮大厅二间，特色包间五间，豪华包间一间，可容纳25人就餐，另有篝火音乐晚餐、野外

烧烤区。宾馆有大套房5个，大标间11个可住4人小标间2个，宾馆装修时尚典雅，套房价格为688元，标间分别为388元和288元，房价

包含早餐。景区有野外露营基地一处，可同时容纳60人露营。景区有三橦小别墅，每橦可入住4人，别墅每天588元，另外还有一处蒙古

包区，共四座，每座每天388元

简介：牙湾森林生态旅游景区始建于2010年,于2016年6月成立敦化市月牙湾森林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现有员工35人，注册资金200

万元人民币，是以黑木耳等绿色食品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旅游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占地的面积20000多平方米，其中

建筑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生产种植基地350多亩，休闲区4500多亩，拥有固定资产2000多万元。有现代农业种植园区、绿色食品加工

区、森林生态旅游区三大产业园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敦化市贤儒镇新兴国营林场

联 系 人：冯海燕

联系电话：13944337616

敦化市月牙湾森林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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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运动休闲、儿童游乐、果蔬采摘、互动体验、俄式木屋酒吧、锦鲤

观赏、体验式牧场、花海果园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设施齐全的标准客房24间，可同时接待60名游客入住；客

房价格150-240元/间，根据淡旺季上下浮动20%

简介：国门生态园园区占地50亩，完成投资2000万元。园区建有两个500平

方米的宴会厅，仿古设计的600平方米烧烤区，可同时接待180名游客用餐,室外餐

饮区,休闲娱乐包括运动休闲、儿童游乐、果蔬采摘、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建有

1000平方米果蔬采摘大棚、700平方米俄式木屋酒吧、锦鲤观赏塘（吃奶鱼互动

区）、3000平方米体验式牧场（牛、羊、兔、鸡、孔雀等）、莲花池、10000平

方米花海果园（蓝莓、仙桃、苹果、芍药、牡丹等果树鲜花）。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图们市南山路71号

联 系 人：金荣燮

联系电话：139447151098

图们市国门大酒店有限公司生态园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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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边

景点特色：红色革命登山旅游线路、马场、漂

流、拓展、度假别墅、水上娱乐场、蔬果采摘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朝鲜族客房300-1000元

简介：小桥流水人家休闲山庄是一家集观光、

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餐饮于一体的

综合型服务平台。休闲山庄是国际上流行的一种

全新的休闲业种，它以田园风光、庄园风情为主

要风格，迎合城市人追求“绿色”“田园”的一

种心态，综合了城市人比较感兴趣的农村生活状

态，把“食用无公害的农家食品”“自耕自种自留

地”“牲畜家园”“小桥流水”“别有洞天”“垂

钓”“鲜果采摘”等一系列的全新休闲方式结合起

来，形成了一站式享受田园乐趣的业态。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6组

联 系 人：公维家

联系电话：13704483456

延吉市小桥流水人家休闲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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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牡丹江水上漂游、丹江水上乐园、丹江冰雪世

界、大沟娱乐休闲区、丹江自然体验基地、军体乐园、休闲垂

钓、蔬果采摘

服务条件与价格：雁鸣湖丹江旅游度假区现可同时容纳

1000用餐、300人住宿，有四星级宾馆4000平方米，普通宾馆

1800平米，原生态民宿10座。四星宾馆套房价格588元，标间

388元，普通宾馆标间288元，原生态民宿一座民宿688元，房价

包含早餐。景区有野外露营基地，可同时容纳200人露营，还有

音乐喷泉、篝火、野外烧烤等项目

简介：雁鸣湖丹江旅游度假区始建于2016年,现有员工34

人，是以旅游业、养殖业、林下产业、农业、渔业等产业为一

体的现代化企业。雁鸣湖丹江旅游度假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湿地资

源、森林资源，基础设施完善，道路、交通、自来水、公厕、

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齐全。有四星级宾馆4000平方

米，普通宾馆1800平方米，餐厅、游艺厅、游艇，还有1.3平方

公里的湖面，是休闲、度假、疗养、观光、娱乐的天然佳所。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敦化市雁鸣湖镇江北街

联 系 人：郭刚

联系电话：0433-6883456

吉林雁鸣湖丹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17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延
边

景点特色：黄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科普教育、金达莱花海、黄牛肉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东盛涌镇三面环山，原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资源丰富。牧

场以畜牧业养殖为基础，综合运用牧草学、景观生态学和游憩学理论，开发以生态观

光、度假休闲为核心的综合性区域特色旅游产品。2017年通过野生金达莱园正式开

放，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为了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公司近两年来加大建

设力度，通过对硬件设施的改造和升级，提升接待能力。主要建设硬件设施如下：停

车场、科普教育楼、游览栈道、园区旅游通道、黄牛观赏园区、球场、观景亭、景区

栈道、森林步道、荷花池、钓鱼池、野餐台等。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延吉市参花街3662号

联 系 人：黄鑫

联系电话：18843312444

龙井市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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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赏花、观鸟、环岛木栈道、美宿木

屋、沙滩娱乐、篝火晚会、烤全羊、全鱼宴等

人均消费：5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景区门票20元/人,景区木屋客

房双人间218元/间,凡在餐厅就餐的游客，免收门票

简介：敦化市雁鸣小镇花语岛景区依托当地丰富

的自然资源，岛上建有室外餐饮区、观鸟区、赏花

区、儿童娱乐区、沙滩娱乐区、自主烧烤区、林中

漫步区和6栋美宿木屋供游客游玩和休息。内部基础

设施健全，度假区无线wifi全域覆盖，停车场面积约

2900平方米，公共厕所面积约600平方米。2018年全

新打造地中海风格，环境优雅舒适。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敦化市雁鸣湖镇政府东侧

联 系 人：何兵

联系电话：13694335588

敦化市雁鸣小镇花语岛景区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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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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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民俗表演，品尝打糕、米酒、辣白菜等朝鲜族传统食品，体验制作打糕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一次可容纳200人就餐，标准间150元/天、火炕体验房150元/天

简介：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位于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四季鲜明，2009年开始

修建13座房屋，其中一座是历史130年的“百年老宅”，房屋采用土木和瓦结构建造，无

一根钉子。所用木材为长白山优质原木，通过木排沿图们江运至此地，瓦片由对岸朝鲜用

船运至。整洁的青色瓦垅、耸立的屋脊，雪白的墙壁给人一种清新、舒适、整洁的美感。

2013年政府命名“百年老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星级级别：国家三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

联 系 人：金正日

联系电话：13644332202

百年部落朝鲜族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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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室内外庆典、鲜族风情别墅体验、铁锅

炖、户外烧烤、篝火活动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园区提供各类餐饮服务688-

1288元/桌；小型别墅住宿500元/晚

简介：汪粮民俗生态园占地6万平方米，交通便

捷。园内溪流密林高低错落，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群

山环绕，环境幽美。民俗生态园以“绿水青山、玫瑰

礼堂”为核心，耗资1千多万元，建设独具欧式气派的

千人宴会厅，成为延边地区婚典大殿。清幽的小型别墅

区，红桥入水、锦鲤欢跃，尽情展现中西建筑风韵和鲜

族文化色彩，内设延边炕席、操作台、KTV等设备。

庄园还开辟四季果园、民俗体验、景观垂钓湖、体育运

动场和正在建设的“真水原生态”的水上观光、水上休

闲、水上运动的“亲子亲水”水上乐园五大功能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汪清县东光镇小汪清村

联 系 人：陈丽君

联系电话：15568080888

汪清县汪粮民俗生态园

延
边

延边



178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重走抗联路 弘扬民族魂”特色红色旅游体验活动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汪清县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园区占地面积29877平方米，主要建设东北抗联展示区、体验区、培训区、旅游观光区等，以及展

示馆、党员宣誓碑、党旗雕塑、辅助用房、停车场等附属设施。为保护红色文化、弘扬抗联精神，汪清县在近十三年以来，累计投入

近2000万元，保护和恢复红色遗迹300余处，恢复和建设革命遗址纪念碑近200余处。已经建成两条红色旅游线路、小汪清中共东满密

营、童长荣烈士陵园、红日村党员教育园区、童长荣烈士纪念馆、复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其中，小汪清中共东满密营被吉林省委组

织部定为全省党员干部教育基地，被吉林省委宣传部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汪清县东光镇东林村

联 系 人：钟力

联系电话：18643389456

汪清县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园区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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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每年1月1日的“新年祈福”活动；4-5月赏雁

节；4月25日-5月5日的金达莱赏花节；8月中旬赏雁节；10月1

日-10月5日防川花海“悦动三国”流行音乐节；溜索、滑沙、

全地形卡丁车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游客服务中心、自驾车营地、民族风

情酒店、特色民宿、特色美食等服务设施齐全。标准间：160元

起，民宿800元起

简介：珲春智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承建了防川

民俗村、金沙滩欢乐谷、防川花海三大旅游产品开发项目。项目

中防川花海于2018年8月投入使用，金沙滩欢乐谷2018年9月投

入使用，防川民俗村2019年8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极大丰富防

川风景区旅游产品，让游客从“吃、住、行、游、购、娱”多方

面得到满足。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珲春市新安街长安委西城名苑1号门市

联 系 人：刘会强

联系电话：0433-2520433

珲春智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18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荷兰风车、婚纱摄

影、休闲观光、山地摩托车

人均消费：20-150元/人

简介：图们市日光山花海民俗

风情园成立于2017年4月，注册资金

1000万元，公司位于吉林省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经营范围

有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2016年

投资300万元将日光山建成以餐饮、

购物、休闲为主体的服务休闲区，建

有风车（13.14米高）、Love景观、

心型景观、石板路、凉亭、集装箱、

蒙古包、人行路、防洪渠、天鹅、大

雁、马匹、骆驼、山地摩托车等物及

娱乐设施。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图们市月晴镇集中村

联系电话：0433-3800909

图们市日光山花海民俗风情园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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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林下山参、林下灵芝、梅花鹿野生养殖、养生餐厅、休闲垂钓等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园区占地面积15000亩，其中对外开放参观及采摘的林下山参及林下灵芝面积为500亩，人参及灵芝历史文化长廊

1000米，大型养鱼池一座。景区提供一日游服务，全程有工作人员陪同

简介：延边大阳参业有限公司始建于1999年，基地位于和龙市头道镇大阳沟，注册资金3300万元，企业发展到现在占有林地面积近

1000公顷，总资产约2.6亿元，是延边州最早从事林下中药材生产的企业。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和龙市文化路24号

联系电话：0433-2538598

延边大阳参业有限公司

延
边

延边



18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园区内有养殖区、驴宴餐厅、驴文化展

厅、浪漫骑行河坝、骑驴赛马场、房车露营、钓鱼区、生

态采摘园、百花湖、药用花海、垂钓区等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和龙市顺合鑫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

是集黑毛驴养殖、繁育、销售种源；驴肉制品深加工；餐

饮旅游为一体，三产融合发展的大型企业。企业注册资金

1000万元，总投资4533万元。和驴小镇已全面进入生态旅

游2.0阶段，园区以最美边境线为依托，发展一体化绿色健

康新兴产业，打造以黑驴为主导的休闲、娱乐、度假为一

体的养生度假模式。园区内有养殖区、认养互动区、驴宴

餐厅、驴文化展厅、浪漫骑行河坝、骑驴赛马场、房车露

营、钓鱼区、生态采摘园、百花湖、药用花海等休闲娱乐

项目。可供公司团建、亲子游园、自驾旅行等多种度假模

式，开创延边州以畜牧业为主的文旅经济势态。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南坪镇高岭村

联 系 人：王翠翠

联系电话：0433-4526333

和龙市顺合鑫牧业有限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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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荷花节、篝火晚会、蔬果采摘、篝火晚会、

全鱼宴

人均消费：1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景区户外烧烤场地及烧烤设备：6人

以内含6人100元/人；6人以上，超出人数按每人5元收取，

均免门票，景区木屋客房双人间218元/间

简介：景区位于长白山、镜泊湖旅游路线的必经之地，

该景区交通便利，景区在“荷文化”气息的点缀下尽显艺术

美感，景区四周重峦叠嶂，水道纵横，翠柏苍松，鸟语花

香，环境清新优雅。景区主要划分为两个功能区：荷花观赏

区、莲心岛休闲区。荷花观赏区主要功能有：荷花观赏、野

生珍稀鸟类观赏，游船，垂钓，戏水。莲心岛休闲区主要功

能有：东南亚风情餐饮木屋群，露天烧烤，啤酒、歌舞演艺

广场，木屋别墅客房，野外帐篷宿营地，摄影基地。另外，

景区配有无公害水果采摘园，无公害蔬菜采摘园，农家乐等

项目。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延边州敦化市雁鸣湖镇

联 系 人：何勇

联系电话：13944783000

敦化市雁鸣湖荷花岛景区

延
边

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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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红色游、生态游、边境游、民俗风情游

人均消费：200元/人

服务条件及住宿价格：在住宿方面，景区利用天然木

材建造了多栋独具特色的木屋别墅，面积在80-100多平

方米不等，可以满足100人左右的入住需求，每间房间配

备的用品齐全，干净卫生，可住2-6人。在餐厅设计上，

全部采用从温州运输而来的竹子，搭建特色竹亭，大厅可

容纳200人同时就餐

简介：珲春是大海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珲春市英

安镇大荒沟三安村河段，河段为图们江支流，漂流全长7

公里，落差60米，水深50-90cm ，18道弯，12股激流，

这里水流清澈，河道宽阔，是极为珍贵的天然峡谷漂流河

段。结合红色游、生态游、边境游、民俗风情游，景区内

集山水漂流、餐饮、住宿一条龙服务。一路上流水击石、

群峰叠嶂，船行、水流、树移、山转、云飘，荡舟激流

上、人在画中游，享受乡野风味，体验原始森林。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珲春市英安镇富民村  

联 系 人：曲永平

联系电话：13500922626

珲春市大海实业有限公司

延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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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认领一株蓝莓树”活动、“亲子活动之林业科普游”活动、蔬果采摘、东北特色餐饮

人均消费：30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园景大床旺季400元/夜，园景双床房旺季500元/夜，园景套房旺季2000元/夜，朝鲜族民俗居旺季3000元/夜，森

林度假木屋旺季3000元/夜

简介：长白山瑞仙双莓景区成立于2014年7月21日，项目地址位于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西出口4公里处，地处长白山北

坡至西坡必经环山公路，地理位置优越。景区总面积为88公顷，主要栽种了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几大特产，“瑞仙双莓”四个字中，

“瑞”字代表的是人参，“仙”字代表的是灵芝，“双莓”指的是蓝莓和树莓。其中长白山林下参30000㎡，长白山灵芝63000段，蓝

莓品种7个，树莓品种2个，蓝莓树210000株，树莓数160000株。园区配置了宾馆、餐厅、购物中心、停车场等各类建筑，配套设施完

善，是集农业观光游、休闲养生森林游、种植、吃住玩、休闲体验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西出口4公里处 

联 系 人：魏茂霖

联系电话：18643075190

长白山瑞仙双莓景区

长
白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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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冷水鱼观赏、喂养、科普教育、全鱼宴、蓝莓、草莓及农家小菜采摘、森林鸡喂食

服务条件与价格：大床房400元/天，双床房500元/天，套房1600元/天

简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福顺祥冷水鱼有限公司占地2.1万平方米，现有工厂化养殖面积4500

平方米，孵化室350平方米，养殖冷水鱼种类有：细鳞鲑、花羔红点鲑、虹鳟鱼、金鳟鱼、中华鲟

等。园区配置了宾馆、餐厅、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完善，是集农业观光游、休闲养生森林游、渔业

养殖、吃住玩、休闲体验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零公里

联 系 人：张金平

联系电话：0433-5310788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福顺祥冷水鱼有限公司

长
白
山

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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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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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吉林省首家恐龙谷，梅河口首届杜鹃文化旅游节，冰凌花（雪莲花），辽金古镇（穿越千年），东三省最大的划水冲浪

水世界，消夏节、篝火、乡村露营节，乡村民宿及生态集装箱客栈，红军豆腐宴特色餐饮文化

人均消费：18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乡村民宿198元/间（4人），生态集装箱客栈399元（2-4人）

简介：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15平方公里。有千米左右山峰3座，属长白山余脉，主峰鸡

冠砬子海拔969.1米，是梅河口境内最高峰。这里山势险峻陡峭，山峰秀丽入云，山路崎岖蜿蜒，

树木繁茂苍翠，空气清新爽人。以雄、奇、秀、幽称雄周边，尤以杜鹃花海、漫山红叶、云海日

出、雾凇飞雪最为壮观。早春，多种杜鹃迎春怒放，姹紫嫣红，灿烂夺目；盛夏，古树参天，遮

云蔽日，小溪潺潺，是游人纳凉避暑好去处；晚秋，红叶漫山，五彩纷呈，如诗如画；隆冬，银

装素裹，雪岭冰峰，奇光异彩，白雪雾凇，冰清玉洁，傲骨铮铮，好一派北国风光。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梅河口市吉乐乡吉兴村

联 系 人：金海喜

联系电话：13944509555

梅河口市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梅
河
口

梅河口



190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垂钓、农事体验、农家餐饮、稻田养蟹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2013年企业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块石碑，碑文记载光绪三年之前古城村即为皇家围场，是满清皇族围猎之

地，并且距企业五公里就有女真摩崖石，十公里处为鸡冠山风景区，综合开发生态旅游、观光旅游、古迹旅游，后又发

现古龙王庙旧址进行修复，新建水鸟栖息林和农家乐配套开发可以作成文化生态，观光旅游景点。现已建成观光田园风

光，品尝原生态美食，评古经今，将成为当地一景，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梅河口市小杨乡古城村

联 系 人：刘德库 

联系电话：13904452966

梅河口市古城九星有机水稻农机化生产专业合作社

梅
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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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有机农业、户外休闲、果蔬采摘、垂钓烧烤、珍禽观赏

人均消费：150元/人

简介：团结生态园成立于2016年11月，注册资本一百万元，是以观光、采摘、垂

钓、苗木种植、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品种培育研发为主导的农业公司。公司目前

占地面积400多亩，棚膜温室大棚98栋，总资产4300万元，固定资产3000万元，棚内种

植有草莓50栋，红心火龙果22栋，其余棚内种有香瓜、圣女果、葡萄、提子、黄瓜、蔬

菜等。外围种植有寒富苹果、樱桃、圆枣子、钙果、山楂、李子等，园区内20多亩垂钓

水库和百禽养殖场各一处。供夏季举办篝火晚会，烤全羊，休闲烧烤场地10亩。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黑山头镇团结村三组团结生态园

联 系 人：李继伟

联系电话：13039297990

吉林秋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梅
河
口

梅河口



192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景点特色：春赏花、夏纳凉、秋品果、冬玩雪

人均消费：150-200元/人

简介：梅河口市宝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红梅镇白石村，主要经营苹果梨及苗木销售、果品

采摘、观光旅游等生态农业项目，投资规模200万元。合作社采用“农业+文创+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得到了红梅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自2004年起，红梅镇白石村村民黄海斌、姜广林、张强等先后引进450棵苹果梨，后经十多年的精心栽培，苹果梨产业迅猛发展，主要

集中在草庙沟、东沟和西沟，现已发展至3750亩，年产苹果梨420万公斤，另外还发展了南国梨、香蕉梨、暖秋等品种。合作社成立以

后，发展社员66户，整合了全村的果木种植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了全村的林果经济发展。

星级级别：省三星级

所在地址：梅河口市红梅镇白石村 

联 系 人：黄海斌 

联系电话：15585697677

梅河口市宝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梅
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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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吉林省坤圣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
主
岭

景点特色：农业民俗文化博物

馆展览、都市设施农业、农家乐文

化旅游

人均消费：100元/人

简介：吉林省坤圣园生态农业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以 追 求 绿 色 时

尚、走向绿色文明、构建新时代与

自然的共同体为目标，致力于建设

以都市设施农业、农家乐文化旅游

为核心、绿色生态农业园林特色景

观为背景的新型产业园。

星级级别：省五星级

所在地址：公主岭市永发乡新

发村二组

联 系 人：宋丹娜

联系电话：1894664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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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色：生态园采摘、水上娱乐、垂钓、游船、

快艇，冬季捕鱼，草坪婚礼、篝火晚会、大秧歌舞

人均消费：120元/人

服务条件与价格：水上娱乐设施齐全，有游艇、快

艇、垂钓台；住宿条件优良，有多种规格房间，可满足

不同层次和人数全体的消费需求。价格区间在30元-120

元之间

简介：生态园发展之初以种植绿色果蔬、养殖淡水

鱼、吃农家菜、住农家房、观农家景、干农家活以及钓

鱼休闲为主的形式。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

别是假日经济的产生和成熟，加速了“农家乐”向规模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相融合的新型产业。目前，生态园建设已有长足发展，

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绿色种植、观赏、展示、销售、旅

游、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农业高科技窗口基地。

星级级别：国家四星级、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怀德镇兴隆泉村

联 系 人：倪玉林

联系电话：13944880680

公主岭市兴隆泉特色农业有限公司



196 迎国庆 庆丰收 畅享休闲农业乡村游

公
主
岭

景点特色：休闲垂钓、景色观赏、旅游度假、冰雪体验

人均消费：200元/人

简介：公主岭市双青湖旅游度假风景区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0050平方

米，建设有水上民宿（湖上客栈）3座，临湖凉亭1座，赏荷步道和环湖观光道3000延长

米，荷花观赏园（揽荷轩一座），水上四合院餐厅800平方米，冬钓运动基地2500平方

米，游客服务中心，客房20间，停车场占地3500平方米，2座AAA级旅游水冲厕所。有

机蔬菜、绿色葡萄采摘园4公顷，20公顷面积的生态养殖稻田蟹，投放养殖野生及淡水鱼

类。2015年至2018年，设置滑雪场地，浇筑速滑跑道，设置大型雪雕、景观灯，购置冰

刀、冰车等冰雪游乐设备，成功举办了三届公主岭市全民冰雪旅游节。

星级级别：省四星级

所在地址：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双桥村7屯（双青山水库库区）

联 系 人：李浩

联系电话：15584798888

公主岭市双青湖旅游度假风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