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旅行社联络资料 
 

广州交易会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为大会指定旅行社负责酒店预定及签证邀请函申请 

 
地址： 

电话： 

传真： 

联络人： 

电邮：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 679 号广交会大厦 702 

+86 20 8926 8102 / 8926 8105 / 8926 8106 

+86 20 8926 8103 

郭文君小姐 / 朱桂媛小姐 / 董嘉颖小姐 

570830938@qq.com / 2907760117@qq.com 

 

酒店简介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城中新商业区中心地带，毗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从酒店

乘车约 15 分钟可达新兴购物中心天汇广场。驱车半小时，即可抵达大型主题游乐园

——长隆欢乐世界，缤纷的游乐设施及精彩表演令家庭尽享难忘的同乐时光。从距

离酒店步行约 7 分钟的地铁 8 号线琶洲站，可抵达广州南站。酒店 6 间餐厅及酒吧

是您品鉴环球美馔的理想场所，其中夏宫中餐厅和乐排馆才蝉联 2019 广州米其林指

南中荣膺米其林餐盘奖。 

 

酒店提供卓越的康乐设施及水疗服务，位于四层的健体中心配备 15x30 米的室内恒

温泳池令，两个带夜光照明的露天网球场 24 小时健身房让运动顺心无拘。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 1 号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位于享誉全球的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展馆中央，饱览珠江及城市景观。酒店是

一家可以通过空中连廊到达广交会所有展馆的酒店。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拥有现

代客房及套房让您安享天梦睡眠，焕发活力，所有客房配备天梦之床及天梦之浴。

酒店拥有 10 个多功能会议厅，总面积超过 2,800 平方米。知味西餐厅，中国元素中

餐厅，舞日式餐厅，大堂吧提供品种丰富的营养菜式及饮品供您选择，同时也是您

放松休憩的理想场所。让您的身心在威斯汀天梦水疗中恢复活力，室内恒温游泳池

及花园环抱的户外网球场，也是您领略都市惬意的绝佳方式。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 681 号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 区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位于琶洲会展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广州南丰朗豪酒店是广州短途游的理想出发

点。因为离市中心仅 7 km 的路程，离机场也只有 40 km 的路程，这间 5 星级酒店每

年都会接待大量的旅客。由于靠近琶洲展馆(广交会), 广州海外华人医院, 广东省新博

物馆等景点，游客非常喜欢入住这间酒店。 

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和方便实用的设施，赢得了客人的普遍好评。入住酒店期间，

客人可享受所有房间免费 Wi-Fi, 24 小时保安, 每日管家服务, 打印机, 轮椅无障碍友

善设施。酒店有 500 间装修精美的客房，大多都配有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 (免费), 禁

烟房, 空调, 暖气。除此之外，酒店各种娱乐设施一定会让您在留宿期间享受更多乐

趣。广州南丰朗豪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能为客人提供一流服务。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38 号 

mailto:570830938@qq.com
mailto:2907760117@qq.com


 

 

 
一呆公寓★★★ 

位于全亚洲最具规模的琶洲会展中心、总部经济中心和物流贸易中心。一呆公寓·广

州保利世贸店位于全亚洲最具规模的琶洲会展中心、总部经济中心和物流贸易中

心，这里拥有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30-60 分钟的车程辐射了珠三角最繁华的城市

带，优化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的区域地位。为全球商旅人士提供 100 多套格调雅致

的奢华公寓。从单房式到多房式，每套均配备设施齐全的家用电器及厨房设备，让

您无论是长期居住还是休闲度假均能在此享受到惬意舒适的生活。 

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 1020 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 D 座 

 
广州云来斯堡酒店★★★★ 

广州云来斯堡酒店位于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区珠江新城，距琶洲会展中心仅 5 分钟车

程，是一家豪华商务型酒店。广州云来斯堡酒店装修为欧洲简约式风格，并融入多

种大自然元素，让宾客在这里感受远离都市尘嚣的清净。广州云来斯堡酒店占地面

积 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楼高 23层，拥有各类客房和 18层商务写

字楼，同时拥有逾 800 平方米的全景多功能宴会厅，以其先进的多媒体会议设备为

各种会议提供完善和细致的服务。此外，酒店还设有多间风格独特的餐厅和酒吧，

让您尽享环球美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26 号 

 

广州天河公园万枫酒店★★★★ 

广州天河公园万枫酒店位于中山大道西，天河公园，坐拥 70 公顷城市绿洲，广州天

河公园万枫酒店房间可俯瞰公园全景，呼吸天然氧吧释放的清新自然氧气。 

广州天河公园万枫酒店门口即是学院和上社 BRT 及公交站及天河软件园区，右临科

韵路，直达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全程 7 分钟左右车程；东接科学城和黄埔经济开发

区，西近天河购物商圈天娱广场、天河城、正佳广场等，距中信广场、宜家家居约

15 分钟左右车程，交通便捷，出行无忧。 

广州天河公园万枫酒店是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中档商务精选酒店，拥有百余间客房

和 1 个会议室；24 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健身中心及独特餐厅，专为追求高效并讲究品

质生活的新一代商旅人士带来全新的平衡而高效的生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277 号 

 

丽芙酒店★★★ 

平价酒店的广州丽芙酒店天河公园黄埔大道润都店提供平板电视、空调设施和书

桌。旅客要上网也轻而易举，只要使用酒店的免费无线网络即可。 

酒店提供 24 小时服务台、礼宾服务和客房服务。此外，入住的旅客也可尽情享用游

泳池和餐馆，令这间酒店成为前往广州市旅客的热门住宿选择。开车前往的旅客，

欢迎使用代客泊车。入住广州丽芙酒店天河公园黄埔大道润都店时，旅客可轻松前

往附近参观广州市数个人气景点，例如：琶洲塔 (2.3 km) 和珠江琶醍 (2.9 km) 等。

广州丽芙酒店天河公园黄埔大道润都店的地理位置极佳，邻近广州市的热门景点，

让你的旅程轻松又有趣。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300 号 



 

 

 
广州总统大酒店★★★★ 

广州总统大酒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商业繁华地带，毗邻广州火车东站、琶洲国际会

展中心、著名商业购物中心，酒店各项设施齐备，配套服务完善。 

现拥有全新装修的各类高级客房 215 间；可供大约 1000 人用餐的中、西式餐厅；配

备可容纳 600 人以上的国际会议中心，设计气派非凡及配有专业的会展设施、先进

的视听设备；酒店康体、娱乐设施齐备，设有健康中心、沐足阁等，可让您在紧张

的商务之余舒展身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86 号 

 

广州建国酒店★★★★★ 

广州建国酒店位于广州天河区的商业重点，是繁盛商业及金融区的心脏地带及交通

汇点。酒店毗邻广州火车东站，往返深圳、香港、新会议中心仅需 20 分钟的车程，

靠近地铁站，方便前往广州市内各区域。 

广州建国酒店外观尊贵高雅，气派非凡，内部装修豪华、设计新颖。酒店内设有各

类设备完善的客房，均配备保险箱及宽频网线等。 

广州建国酒店设有大堂茶座、西餐厅、“涟”日本料理和红人馆娱乐酒廊，分别采用风

格各异的现代设计，迎合各种品味要求的客人。酒店内 8 个独立设计的宴会厅面积

分别由 90 至 350 平方米不等，可容纳多达 300 人，会议配套设施齐备。 

地址：广州天河区林和中路 172 号 

 

广州逸丰酒店★★★★ 

位于广州，距离广州塔 2.9公里，提供汽车，在全场提供免费无限网络。酒店坐落于

海珠区，它旁边有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距离广州大剧院大约 3.8 公里。 

宾客可以在餐厅品味营养的早餐。从住宿场所出发后，步行 19 分钟即可到得昌酒

家，旅客可以在这里品尝中国美食。它距离上冲 1 巴士站只有 150 米，只需步行 10

分钟可至大塘地铁站。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距离酒店 30 分钟的车程。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逸景路 278 号 

 

珀丽酒店★★★★ 

广州珀丽酒店毗邻海珠区繁华的商业地带，交通四通八达。酒店及周边地区汇聚了

各式各样的餐饮、娱乐及购物场所。酒店亲切的员工将提供完善的优质服务，为商

务旅客带来舒适的居住体验。酒店位于地铁 2号线及地铁 8号线上盖，搭乘地铁 2号

线可直达至琶洲展馆。 

地址：广州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348 号 

  
 
 

 



 

 

酒店及接待预订表 
 
广州交易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电话:  +86 20 8926 8102 / 8926 8105 / 8926 8106 

传真: +86 20 8926 8103 

 联系人:    郭文君小姐 / 朱桂媛小姐 / 董嘉颖小姐 

电邮: 570830938@qq.com / 2907760117@qq.com 

 

酒店名称 

到展馆的 

乘车距离

（估计） 

单人间 

每晚单价 

（人民币） 

双人间 

每晚单价 

（人民币） 

每日早餐 备注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 
5 分钟 ￥950 ￥1,050 包含 可步行到展馆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 
5 分钟 ￥880 ￥980 包含 可步行到展馆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 
5 分钟 ￥1,000 ￥1,000 包含 可步行到展馆 

一呆公寓 

★★★ 
5 分钟 ￥550 ￥550 不包含 可步行到展馆 

广州云来斯堡酒店 

★★★★★ 
15 分钟 ￥700 ￥700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广州天河公园万枫酒店 

★★★★ 
15 分钟 ￥498 ￥498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丽芙酒店 

★★★ 
15 分钟 ￥409 ￥429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广州总统大酒店 

★★★★ 
15 分钟 ￥488 ￥488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广州建国酒店 

★★★★★ 
20 分钟 ￥630 ￥630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广州逸丰酒店 

★★★ 
25 分钟 ￥290 ￥290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珀丽酒店 

★★★★ 
35 分钟 ￥450 ￥450 包含 不含车往返展馆 

(续后页) 

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21 日 

 

截止日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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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接待预订（续） 
 
广州交易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电话:  +86 20 8926 8102 / 8926 8105 / 8926 8106 

传真: +86 20 8926 8103 

联系人:    郭文君小姐 / 朱桂媛小姐 / 董嘉颖小姐 

电邮: 570830938@qq.com / 2907760117@qq.com 

 

注意： 

 以上酒店价格已包含 15%服务费和政府税收。 

 以上酒店价格均为酒店团房报价，若不满足团房条件，酒店将不提供车辆接送服务。 

 酒店的房间预定只保留到当天晚上 6 点，除非特别要求，否则房间将自动取消。 

 酒店预订取消请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或之前提出，之后取消酒店将收取一晚房费。 

 最后预定期限: 2022 年 1 月 21 日，预定期限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 

 或请登录以下网站进行预约：https://booking.cantonfair.org.cn/#/Hotel 

预定酒店资料： 

入住客人姓名：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4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第一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尊荣房/ 豪华房/ 高级房/ 标准房；单人间/ 双人间/ 双人床间（请圈）；房间数：__________ 

 

入住日期：___________ 预计到达时间：___________ 退房日期：____________ 

 

机场专车接送（每单程收费￥400） 

我需要： 接机，航班号_________到达日期________到达时间______ 

 送机，航班号_________起飞日期________起飞时间______ 

 

酒店预订担保，确认预订后请客人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或之前将房费及接送车的费用转账至我司，我司账

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交易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账号：    6379-5774-774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市城北支行 

注：转账时请备注“姓名 + 酒店及接待预订费用”，我司概不负责客人汇款至我司账号的手续费。 

 

经办人： 职位： 

联系电话： 电邮： 

传真： 展位号： 

签字（盖章）： 

 

 

日期： 

 
 

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21 日 

 

截止日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mailto:570830938@qq.com
mailto:2907760117@qq.com
https://booking.cantonfair.org.cn/#/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