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玩说明： 

预订成功后将收到【Citypass】开头的短信，请务必点开短信里的【入园凭证链接】查看，

并妥善保管，除需预约景点外（可在凭证链接中的页面自主预约），其他景点可直接出示二

维码换票入园。 

1 日票：有效期为 1 天，其中浦江游船与欢乐谷夜场 2 选 1，其余景点不受限制，所有景点

不能重复游玩 

2/3 日票：有效期为 2/3 天，可以游玩所有景点，且不能重复游玩 

欢乐谷（夜场） 

景点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林湖路 888 号 

开放时间： 17:00；20:30 停止检票入园 

使用方法和说明：预约后凭身份证直接验证入园 

 

黄浦江游览（十六铺码头）（B类） 

景点地址：游船码头：上海市中山东二路 481 号十六铺游船码头。 

开放时间：航班时间：11:00-13:00（每 1 小时一班）；13:00-21:30（每半小时一班）。随机船只，指定日

期，不指定班次。 

公共交通：  

游客乘坐公交 33, 55, 65, 305, 868, 910, 926, 928 到中山东二路新开河路-公交车站下（步行至黄浦区中

山东二路 481 号）。 

自驾车： 

1、新开河南路左转至中山东二路 481 号（近新开河）。2、外滩隧道直行至中山南路右转延中山东二路直行

到达。 

停车场：中山南路 171 号（大达码头）或中山东二路 505 号 B 区。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黄浦江游览售票窗口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BUS TOUR（B类） 

景点地址：上海市黄埔区九江路 588 号（近湖北路） 

开放时间：运营时间：9:00-17:30（红线 09:00-17:00； 蓝线 09:30-17:00 ；绿线 09:15-16:45 ；红

线夜线(仅夏季发车）：周一到周四 17-19 点， 周五-周日 17-20 点） 

公共交通：一号线、二号线、八号线人民广场站 5、6、7、19 号出口。新世界城对面。 

使用方法和说明：可在 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 号东方明珠 2 号门售票处旁 2. 上海市黄浦区南

京西路 2-88 号新世界城对面 3.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367 号(近北京东路)三阳食品旁 4. 人民路新开

河路，外滩 SOHO 前公交站旁（若现场无工作人员，请上车后向司机出示游游通票二维码，乘坐至南京路

站点换票）5.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531 号（若现场无工作人员，请上车后向司机出示游游通票二维

码，乘坐至南京路站点换票）这 5 个取票点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景点介绍：行车线路： 

红线（上海城市游）：9：00--17：00（每 20 分钟一班车），南京路（新世界城）---人民广场（上海博物

馆）---人民公园（上海美术馆）---南京路步行街（古象酒店门口）---外滩 A（三阳食品）---外滩 B（上

海总工会）---十六铺（浦江游览码头）---豫园（人民路永安路）---新天地（星巴克门口） 

 



蓝线（上海浦东游）：9：30--17：00（周一至周四每半小时一班车，周五至周日每 20 分钟一班车），外

滩 A（三阳食品）---外滩 B（上海总工会）---东方明珠（2 号门）---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老码头

（修路，暂不停靠）---十六铺（浦江游览码头） 

 

绿线（上海古城游）：9：15--16：45（每 30 分钟一班车），南京路（新世界城）---上海博物馆---淮海

路（华狮广场）---静安寺---波特曼酒店---上海电视台---人民公园（上海美术馆） 

 

金茂大厦 

景点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 88 号 

开放时间：全年 08:30-21:30 

公共交通：公交路线：公交：81、82、870、871、872、隧道 3 线、4 线、5 线、6 线等 地铁：地铁二

号线陆家嘴站下 

自驾路线：南北高架桥—延安东路立交桥—延安东路隧道，过右侧的上海国金中心二期，进入世纪大道 170

米，在银城路立交右前方转弯进入银城中路 300 米左转进入花园石桥路 70 米，到达终点金茂大厦 

使用方法和说明：扫二维码直接入园 

 

上海外滩星空错觉艺术馆 

景点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531 号十六铺码头 B2 层。 

开放时间：全年 10:00-21:00；20:30 停止入场。 

使用方法和说明：预约后在景区售票处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豫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豫园旅游商业区内（湖心亭九曲桥北侧，豫园正门入园） 

开放时间：全年 08:45-16:15；16：45 停止入场 

公共交通：地铁：可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豫园站，出站后沿福佑路往东走约 600 米可到豫园。 

公交：比较近的公交车站有：河南南路福佑路站（靠近地铁 10 号线豫园站，公交 66、306、929、969 路

等经停）；新北门站（位于人民路上，靠近安仁街，公交 11、26、64、304、736、920、930 路等经停）。 

停车场：旧校场路方浜中路口金豫停车场。 

使用方法和说明：预约后在豫园正门售票处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上海失恋博物馆 

景点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53 号悦荟广场 4 楼 

开放时间：每日 10:00-22:00 

使用方法和说明：凭携程确认短信到前台换取纸质门票 

 

上海动物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381 号 

开放时间：3 月 1 日-10 月 31 日 07:30-17:00；11 月 1 日-次年 2 月 28 日 07:30-16:30 

公共交通：（1）57 路、48 路、91 路、519 路、709 路、739 路、748 路、806 路、807 路、809 路、

911 路、925 路、936 路、938 路、941 路、945 路、旅游 4 号线、共佘线、莘北线、沪青线、中卫线、

徐梅线等，到上海动物园站下，步行约 3 分钟可达。 

（2）地铁 10 号线，到上海动物园站下，从 1 号、2 号口出。 

自驾车： 

（1）沿外环线 （到虹桥路匝道下，该匝道位于延外立交处，过了吴中路的跨界桥之后就要逐渐往旁边车

道挪了）（2）沿延安路高架（娄山关路匝道下，走延安西路——虹桥路）（3）沿虹桥路（虹桥路笔直开）  

使用方法和说明：找驴妈妈的工作人员直接出示二维码换票 

 

朱家角古镇 

景点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 课植园路与西井街交界处 1 号入口处 ，新风路与美周路交界处的

2 号入口处 

开放时间：全年 全天开放；扎西达娲藏文化体验馆全年： 08:30-16:30。。 手工艺朱家角展示馆：全年 

08:30-16:30。 大清邮局：全年 08:30-16:30。 朱家角人文艺术馆：全年 08:30-16:30。 全华艺术馆：

全年 08:30-16:30。 朱家角城隍庙：全年 08:30-16:30。 圆津禅院：全年 08:30-16:30。 课植园：全年 

08:30-16:30。 童天和药号：全年 08:30-16:30。 扎西达娲藏文化体验馆：全年 08:30-16:30。 

公共交通：公交线路：沪朱高速（公交车）、朱徐线。 

自驾车：G50（原 A9）-朱家角出口下-右转直行-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延祥凝浜路直行-到达景区。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新风路美周路交界处“上海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或课植园路

与西井街交界处票务中心凭携程订单号取票入园 

 

世博会博物馆 

景点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818 号（近龙华东路） 

开放时间：全年 周一至周五 10:00-17:30，周六至周日 10:00-18:30；周一至周五停售时间为 17:00，

周末及节假日停售时间为 18:00。 

公共交通：地铁： 

13 号线世博会博物馆站 2 号出口 

4 号线鲁班路站 2 号出口，步行约 15 分钟 

公交： 

18 路终点站（龙华东路蒙自路站） 

卢浦大桥公交枢纽 17、146、205、733、36 等线路） 

中山南一路鲁班路公交站（144、45、780、869、96、780、253、大桥六线等线路） 

使用方法和说明：1）世博会博物馆“世博之光”特效影厅票在游客服务中心内售票处凭二维码换票入

园， 

2）电子讲解器在游客服务中心内讲解设备兑换点凭二维码兑换（兑换时需缴纳 200 押金，使用结束后退

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B8%82/1277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B8%82/1277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8%87%AA%E8%B7%AF/143406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5%8D%9A%E4%BC%9A%E5%8D%9A%E7%89%A9%E9%A6%86%E7%AB%99/158303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7%8F%AD%E8%B7%AF%E7%AB%99/41681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2%E6%B5%A6%E5%A4%A7%E6%A1%A5/1117287


上海影视乐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北松公路 4915 号 

开放时间：全年 08:30-16:30；15:30 停止售票  

公共交通：  

（1）地铁一号线（锦江乐园站）：莲花路站转沪金线、沪卫线等开往金山（石化）方向的公交车至车墩站

下车。 

（2）地铁一号线（地铁莲花站）：转莘松线、沪金线、沪卫线、莲石线、莲金线等往金山、松江方向的公

交车至车墩站下。 

自驾车： 

（1）自驾车线路 1：上海市区出发-沪杭高速-新侨出口-左转行至新车公路-至影佳路左转-向前 100 米即

到； 

（2）自驾车线路 2：申嘉湖高速（S32）-松卫北路出口向前-左转行至松卫北路-至泖亭路右转-至车亭公

路左转-至影佳路左转-向前 100 米即到，自驾游南门入口有网站购票取票窗口。 

景区停车场收费参考：小车 10 元，大车 20 元。 

自驾车： 

（1）沿外环线 （到虹桥路匝道下，该匝道位于延外立交处，过了吴中路的跨界桥之后就要逐渐往旁边车

道挪了）（2）沿延安路高架（娄山关路匝道下，走延安西路——虹桥路）（3）沿虹桥路（虹桥路笔直开）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上海影视乐园南门售票窗口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世纪公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1001 号世纪公园 

开放时间：3 月 16 日-11 月 15 日 07:00-18:00；11 月 16 日-次年 3 月 15 日 07:00-17:00。 

公共交通：（1）公交：一号门：上海市区-983、640、794、杨芦专线、 杨三专线、杨申专线、东周线、

隧道四线。二号门：上海市区-794、640、申陆线、东周线。三号门：上海市区-申陆线。七号门：上海市

区-上海市区-大桥二线、637、世团专线、 983、方川专线。 

（2）轨道交通 2 号线可直接到达上海世纪公园。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世纪公园一号门／三号门／七号门凭供应商二维码取票入园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 

景点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 25 号 

开放时间：全年 周二至周日 10:00-17:00，周一 不开放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人民广场——乘坐地铁 8 号线(沈杜公路方向)——陆家浜路站下车——乘坐地铁

9 号线(松江南站方向)——打浦桥站下车(1 号口出)——步行 410 米至琉璃中国博物馆。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景区售票处凭携程确认短信取票入园 

 

泡面博物馆 2.0（B类） 



景点地址：永安百货 1F 上海黄浦区南京东路 635 号，近浙江中路（星巴克旁） 

开放时间：10:00—20:30 

使用方法和说明：凭联系人手机取票入园 

 

方塔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东路 235 号 

开放时间：5:30-17:30(5 月 1 日-10 月 31 日)，6:00-17:00(11 月 1 日-次年 4 月 30 日)。 

公共交通：地铁 8 号线至陆家浜站换乘 9 号线至松江体育中心站 1 号口出，再步行 480 米换乘松亭石专

线（末班 16：25），在方塔园路中山东路站下车，再步行 100 米即是。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景区北门（游客中心）凭供应商数字凭证码取票入园 

 

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深度讲解半日游 

集合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北苏州路 20 号 

游玩时间：约 1 小时 50 分钟 

使用方法和说明：凭预留的出行人姓名+联系手机在约定时间前（建议提前 5 分钟）前往约定地点集合 

 

闻道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宝山罗店镇潘泾路 2888 号近石太路 

开放时间：全年 09:00-17:00 

公共交通：  

自驾车： 

天目中路立交桥右转--南北高架右转--沿蕴川路直行--月罗公里左转--到潘泾路右转--到达潘泾路 2888 号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景区售票处凭携程确认短信取票入园 

 

上海大观园 

景点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金商公路 701 号 

开放时间：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08:00-17:00；11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 08:00-16:30。 

公共交通：自驾车： 

（1）上海市区 － G50（沪渝）高速 － 金泽出口下 － 右转沿 318 国道直行 － 金商公路 － 上海大

观园。 

（2）南京方向 － 沪宁高速 － 苏嘉杭高速 － G50（沪渝）高速 － 金泽出口下 － 右转沿 318 国道

直行 － 金商公路 － 上海大观园。 

（3）杭州方向 － 沪杭高速 － 乍嘉苏高速 － G50（沪渝）高速 － 金泽出口下 － 右转沿 318 国道

直行 － 金商公路 － 上海大观园。 

（4）苏州方向 － 东方大道 － 苏同黎公路 － 同周公路 － 往周庄方向 － 秀海路直行 － 往商塌方

向 － 商周公路 － 金商公路 － 上海大观园。 



公共交通： 

（1）人民广场 － 普安路搭乘沪朱线 － 青浦，转青商线 － 上海大观园。 

（2）地铁 2 号线徐泾东 － 朱徐线 － 朱家角，转青商线 － 上海大观园。 

使用方法和说明：在大观园网络取票点凭二维码换票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