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边酒店 
 

 

联 系 人：张先生   

订房热线： 0755-26981898-811  18680664030   

工作 QQ : 1346615390   

传    真：0755-26981868         

邮    箱：1346615390@qq.com 

 

*温馨提醒您尽早预定入住酒店，并以便您可以更好地开展期间工作。 

*通过主办方预订如下酒店，您可享受酒店如下优惠价格，欢迎来电咨询。 

 

 

推荐酒店 房型 价格（元） 备注 图片（仅供参考）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五星）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 681

号(国际会议中心 C 区) 

威斯汀行政豪华客房 1200 *以上价格需加 15%服务费 

*含上网费与一份西式自助早餐 

*加床 300+15%（服务费） 

*距展馆 2 分钟左右车程 
 

威斯汀至尊客房 1000 

威斯汀豪华客房 850 

广州市南丰朗豪酒店(五星)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38

号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俊”套房（大床） 1210 
*以上价格需加 15%服务费 

*免费上网、含早餐  

*距展馆 2 分钟左右车程 
 

“乐”贵宾客房双床 1260 

“趣”客房（双床） 930 

凯荣都国际大酒店（五星）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3 号 

（高工组委会展会期间驻点酒店） 

豪华行政套房 780 
*早晚穿梭接送服务 

*不含早，38 元/位 

*距展馆 15 分钟左右车程 
 

豪华单双房 428 

高级单双房 300 

广州邦泰国际公寓（五星标准） 

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 43号 

豪华套房 628 
*上述房价不含早餐。 

* 展会期间提供免费车辆接送 

*距展馆 6 分钟左右车程 
 

商务套房 568 

商务双床房 398 

伊思德国际公寓保利世贸店(五星

标准)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20

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 D 座 

行政套房 750 *每天饮用水两只、免费宽带 

*加床 200 元 

*延迟退房 14;00 免收半天房租 

*距展馆 2 分钟左右车程  

高级双床房 550 

高级大床房 500 

广东南洋冠盛酒店（准五）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1号 

豪华园景房 550 *以上价格含早餐、免费上网 

*加床 200 元/床 

*展会期间免费巴士接送 

*距展馆 10 分钟左右车程  

高级商务房 468 

E 时代精英房 398 

广州广商酒店（四星）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 21号

（广东商学院内） 

豪华套房 538 *不含早餐，加床 100 元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免费宽带上网 

*距展馆 8 分钟左右车程  

豪华大床房 318 

豪华双人房 318 

上海万信酒店广州赤岗店（四星）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13-2 

景观套房 500 
*赠送早餐、免费大巴接送 

*免费享用酒店房间内及公共区

域内免费设施 

*距展馆 15 分钟左右车程 
 

商务大床房 364 

高级双床房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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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洲酒店(四星) 

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 37号 

高级行政双床房 550 *上述房价含早餐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免费宽带上网 

*距展馆 6 分钟左右车程  

高级商务双床房 430 

商务双床房 400 

广州春天里精品酒店(四星) 

地址：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猎德大

道 48 号 

套房 428 
*上述房价均含早餐 

*所有房间均可免费宽带、无线

上网、拨打市内电话 

*洗衣八五折，停车 12 小时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加床 100 元，但不含早餐 

*距展馆 20 分钟左右车程 

 

 

商务大床房 368 

标准双床房 338 

沃嘉酒店琶洲店（准四星）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84

号 

豪华双人房 418 *含早餐，免费 WIFI、免费停车 

*加床 100 元，但不含早餐如需

加 25 元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距展馆 6 分钟左右车程  

豪华单人房 388 

标准双人房 288 

瑞星大酒店(准四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 95号

（近车陂汽车站，东圃） 

豪华套房 560 *上述房价不含早餐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免费宽带上网 

*加床 100 元 

*距展馆 10 分钟左右车程  

商务双人房 348 

标准双人房 338 

益武凯陌大酒店(准四星) 

地址：广州市新港东路中洲中心南

塔 A 座 

商务套房 670 *房价含早餐、免费宽带上网 

*免费市内电话 

*加床 200 元 

*距展馆 3 分钟左右车程  

高级商务双床 570 

商务大床房 460 

广州海涛酒店（三星） 

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中路 354 号

珠江电影集团大院内 

商务客房 290 *房价不含早餐，加床 100 元 

*免费宽带上网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距展馆 20 分钟左右车程  

标准大床房 250 

标准双人房 240 

广州方豪酒店（三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41-143 号 

豪华套房 328 *上述房价不含早餐，如需早餐

10 元一份，用车加 20 元 

*国内长途、市内电话免费 

*距展馆 10 分钟左右车程  

豪华单人房 248 

标准双人房 238 

瀛丰商务酒店（三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旭景家园

西路 

豪华大床房 288 *含早餐，免费 WIFI 上网 

*展会期间班车接送 

*加床 120 元，含早餐 

*距展馆 15 分钟左右车程  

商务大床房 248 

商务双人房 248 

广州湘天大酒店(三星) 

地址：广州海珠区江海大道 2号 

标准三人房 328 
*免费宽带、WIFI 上网 

*展会期间免费接送 

*加床 80 元 

*距展馆 20 分钟左右车程 
 

豪华双人房 308 

标准双人房 248 

 

若您有其他需求，可电话直接咨询更多酒店信息。 

附表：客户订房单 

 



客户订房单 

 
联 系 人：张先生   

订房热线： 0755-26981898-811  18680664030   

工作 QQ : 1346615390   

传    真：0755-26981868         

邮    箱：1346615390@qq.com 

 

请填好后邮件至：1346615390@qq.com 

酒店名称 房间类别 房价 间数 入住人姓名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备注 

        

       

       

公司名称  

公司电话  公司传真  

联系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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