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其他可选择的服务 

 

表表格格 33..99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00 月月 1122 日日  

酒店预订网页：http://jl.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1303 

指指定定酒酒店店简简介介  

 

1.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展云路 6 号 

 

 

 

 

 

 

 

酒店距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直线距离约为 530 米，距穗莞深城轨“福海西站”直线距离约 2.2 公里，

距福永码头直线距离约 15 公里，从福永码头乘船前往香港、澳门均十分便利，尽享地理优势。 

酒店拥有两百余间客房及套房，其中全新设计的 “摩登商旅”客房包括升级版双床房，深谙现代

商旅人士之诉求；精致美食开启您舌尖的寰球之旅。  

 

2.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酒店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展丰路 80 号 

 

酒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的会展新城片区，紧邻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通过空中连廊步行可达。

酒店拥有三百余间全新装修的豪华舒适客房及套房，均享有壮阔海景或迷人城景。总面积达 2,900

平方米灵活的会议活动空间，包括一间 1,350 平方米自然采光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层高 9 米并设有

4D 全息投影设备，高清 LED 及车载电梯，可举办各类会议活动，宴会及婚宴。4 间别具特色的餐

厅及酒吧，提供各式风格迥异的中西式珍馐馔。酒店配备丰富的康乐设施包括 24 小时健身中心，

室内、室外游泳池，以及行政酒廊。 

 

3.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 地址：深圳市福海街道宝安大道 6259 号 

 

深圳同泰万怡酒店位于大空港核心区域，紧邻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酒店设有现代风格客房和套房 200 余间，明亮宽敞；所有客房均配备灵活的休闲和工作区域、高

速互联网连接及 55 寸高清液晶电视；3 间风格迥异的餐厅与休闲酒吧提供各式各样的本地佳肴及

国际美食，是便利的就餐、休闲聚会之所；酒店拥有大型会议场地 1 个面积为 800 平方米的大宴

会厅与 10 个灵活多变的会议室，其中大宴会可容纳 600 位宾客同时与会，配备高清液晶显示墙，

为宾客呈现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 

 

4.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花园酒店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展景路 85 号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花园酒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的会展新城片区，紧邻亚太区面积第

一的综合性会展中心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步行即达。酒店拥有 400 余间全新装修的时尚舒

适客房及套房，5 间灵活精致的多功能会议室，可举办各类中小型会议或活动。酒店设有 1 间全日

制餐厅及 1 间大堂吧，可提供风味多样的佳肴美食，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24 小时自助洗衣服务

及好味亭购物商店为宾客的旅途增添多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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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定定酒酒店店简简介介（（续续 11））  
  

5.深圳博客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 地址：深圳市沙井街道民主大道与锦程中路西交汇处 

 

博客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是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公司旗下的精品品牌酒店，在深圳签约管

理的第八家酒店，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大道与锦程中路西交汇处，拥有豪

华客房及套房近两百余间/套，大型无柱宴会厅面积 1080㎡，中餐大厅面积 1480㎡，另

设有各种规格的多功能会议厅 6 个，中餐厅、西餐厅、大堂吧等餐饮配套，以及健身房、

游泳池等康体设施齐全。 

 

6.维纳斯皇家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 地址：宝安区沙井镇沙井街道沙井路 118 号 

 

 

 

 

酒店紧邻深圳机场地铁 11 号线马安山站 B 出口步行约 15 分钟；周边购物广场有沙井京基

百纳、沙井新沙天虹、金沙童话。附近景点有深圳市凤凰山森林公园、海上田园旅游区，

距离酒店约 3.8 公里。 

酒店前身为深圳麒麟山景大酒店，依山傍水，  环境优美，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 酒店设施一应俱全拥有各类温馨客房四百余套，房内配设齐全。

酒店设有可同时容纳 1200 人的豪华无柱式宴会厅、多功能带 LED 大屏幕，承接各类商务

会议等 7 个会议室，有花园式的免费停车场。五稻香自助餐厅、岭南汇海鲜酒家、中吉荟

私房菜等带来各类的美食、美酒。 游泳池等健身休闲设施。 

 

7.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福永会展中心店）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塘尾永福路 254 号 

 

酒店距离地铁 11 号线（塘尾站）约 1.8km 左右，与沙井街道（大王山、和一交界），前

往广深高速必经之地，道路四横八纵，交通便捷。 

酒店以欧陆风格为装修主格调，采用星级酒店舒适甜梦床垫,恒温劲爽的淋浴系统、冷暖空

调、液晶 42 寸电视等一应俱全，酒店楼高共 12 层，拥有多种房型客房百余间。配套丰富，

主体楼内有早餐厅、品牌快餐厅、湘菜馆和独具特色的素食馆等多个餐厅，酒店自有的会

议室可容纳 50-100 人，可承接各类商务会议，全新的会议设备和贴心的会场服务让您的会

议如虎添翼。 

 

8.深圳德金会展国际酒店 ★★★★ 地址：深圳福海街道福园一路 38 号 

 

酒店距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直线距离约 950 米，酒店是由全球酒店设计排名第 5 的“杨邦胜”

大师主笔设计的高星级豪华酒店，拥有近两百间豪华客房，面积 42-130 平方。客房配有品

牌床垫、高端门锁、智慧客控系统、智能舒适的品牌中央空调系统，酒店将个性品味及科

技完美融合，贴心打造完美而舒适的“家”。 

酒店拥有完美的宾客活动空间，配有 60-500 平方多功能会议、宴会场地及 6 间 40-150 平

方大小不等独立而私密的餐饮包房，酒店另配有全日餐厅、康体中心、大堂吧及园区餐饮、

购物、娱乐、金融等服务配套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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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其他可选择的服务 

 

指指定定酒酒店店简简介介（（续续 22））  
 

9.梵际·V 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 地址：深圳福海街道永福路 258 号 

 

酒店是梵际酒店集团旗下的国潮文化高端精品酒店品牌，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福

路，距离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约 10 分钟。酒店附近有京基百纳购物中心、同泰时代广场、

天虹商场、唐美商场、易生园购物中心、新领汇购物广场。 

酒店配备可容纳 50-150 人多媒体会议室，根据会议需要可专属订制您的每一次会议需

求。且酒店内设有小资情调自助餐厅，适合举办各类派对和主题沙龙，以及酒店附带的自

助洗衣房、健身房，旨在为商务旅途的您褪去满身的疲劳。 

 

10.深圳凯嘉酒店 ★★★★ 地址：深圳宝安区沙一村委会旁 

 

酒店地处鹏城西部发展之中轴线，城市景观大道贯穿其中，与城市中轴线新沙路西段沙井

街道政府、沙井汽车站、沙井人民医院、美联购物中心新天虹等仅一步之遥。 

酒店以典雅时尚的设计风格，精心打造宽敞舒适的各类型豪华商务客房。高贵优雅的用餐

场所，富丽堂皇充满神秘色彩的俱乐部。店内同时设可容纳 500 人的多功能宴会厅及豪

华商务会议室。 

 

11.东方山水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 地址：深圳宝安区蚝业路与永和路交汇处 

 

酒店位于宝安区福永街，临近深圳宝安机场、凤凰山、海上田园、万家乐百货、先记烧鹅

店，周围生活设施完善。各类舒适客房均配有宽大舒适的床垫、精致高贵的洗沐用具等设

施；房内精致的细节摆设，无不折射出东方山水酒店对卓越品质和完美无暇的追求。无论

简约的商务客房、异域风情的日式客房，还是温馨浪漫的圆床客房，都将时尚、个性、品

味、科技完美融合，彰显舍前卫的文化底蕴，展现无与伦比的超凡脱俗风采。 

 

12.天和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 地址：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宝安大道 8206 号 

 

酒店邻近地铁 11 号线马安山站 D 出口，与沙井海岸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沙井街道政府、

汽车站、中亚硅谷电子城、佳华商场、国际知名购物中心华润万家等仅一步之遥。 

酒店拥有两百余间精致豪华客房和各种套房，客房简洁风格设计，色彩轻盈、清新、舒适、

温馨典雅，配备百兆专用光纤、极速无缝 WIFI，设有无烟楼层。此外，还配备多个大小

不等的多功能会议厅，提供专业的会务服务。 

 

13.格林豪泰（国际会展中心沙井市民广场） ★★ 地址：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上星社区中星大厦 

 

酒店位于沙井镇商业中心，邻近 107 国道、宝安大道和沙井汽车客运中心，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天虹商场、华润万家、嘉华购物广场、苏宁电器、麦当劳等品牌消费场所

林立于酒店四周，是旅游、出差、商务接待的理想选择。 

酒店建筑面积近万平米，倚窗远眺，美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拥有豪华客房百余间，

房间宽敞明亮、新颖雅致，IDD 电话、高速宽带网络、液晶平板电视、冷暖空调、分体

式淋浴、24 小时热水、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完善，让人宾至如归尽享个人私密空间。

酒店配套齐全的多功能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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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店店预预定定（（续续））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00 月月 1122 日日  

酒酒店店价价格格  
 

星级 酒店 房型 每晚价格（元） 早餐 至展馆车程 

五星 
深圳会展中心 
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大床房 1050  单早 
3 分钟 

高级双床房 1100 双早 

五星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希尔顿酒店 

高级大床房 900 单早 
3 分钟 

高级双床房 950 双早 

五星 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豪华大床房 800 单早 

15 分钟 
豪华双床房 850 双早 

四星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希尔顿花园酒店 

高级大床房 700 单早 
3 分钟 

高级双床房 750 双早 

五星 
深圳博客格兰云天 

国际酒店 

高级大床房 568 单早 
18 分钟 

高级双床房 568 双早 

准五星 
维纳斯皇家酒店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高级大床房 498 单早 
22 分钟 

高级双床房 498 双早 

准四星 
维也纳国际酒店 

（深圳福永会展中心店） 

高级大床房 458 单早 
14 分钟 

高级双床房 458 双早 

四星 深圳德金会展国际酒店 
豪华大床房 458 单早 

8 分钟 
豪华双床房 458 双早 

四星 
梵际·V 酒店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高级大床房 418 单早 
12 分钟 

高级双床房 418 双早 

四星 深圳凯嘉酒店 
高级大床房 408 单早 

20 分钟 
高级双床房 408 双早 

三星 
东方山水酒店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豪华大床房 360  单早 
15 分钟 

豪华双床房 380 双早 

四星 
天和酒店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高级大床房 358 单早 
26 分钟 

高级双床房 358 双早 

二星 
格林豪泰 

（国际会展中心沙井市民广场店） 

大床房 298 单早 
26 分钟 

标准房 298 双早 
 

1. 上列价格已含 15%服务费及税项、含展期酒店至展馆往返巴士车费，所有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 
2. 班车服务及发车时间请以酒店接待群通知为准；  
3. 阁下需预付 100%房费之价格作为房间担保，未付预付款的房间将不能预留； 
4. 请于截止日期前预订，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 
5. 联系人及预订表格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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