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会场酒店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地址：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联系电话：(0755)88284088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会展中心、购物公园站、会展中心站、福田站（机场快线 11 号线） 

 

周边酒店信息： 

深圳大中华喜来登酒店 

地址：福华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联系电话：(0755)83838888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会展中心、购物公园站、会展中心站、福田站（机场快线 11 号线）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地址：深圳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28 号(投资大厦旁) 

联系电话：(0755)82989888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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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会展中心、购物公园站、会展中心站、福田站（机场快线 11 号线） 

深圳大中华希尔顿酒店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 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联系电话：0755-21308888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岗厦站、岗厦北站 

深圳温德姆至尊酒店 

地址：深圳彩田路 2009 号瀚森大厦 1 楼 

联系电话：(0755)82998888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岗厦站 

深圳皇庭 v 酒店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 26 层 

联系电话：(0755)88911111 

交通距离：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会展中心、岗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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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中环酒店公寓（三星） 

地址：福田区金田路 3037 号金中环商务大厦 6 楼(近会展中心) 

联系电话：0755-88845980/23993333 

交通距离： 

主会场：约 750 米，步行约 15 分钟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会展中心站 E(最近)、购物公园站、会展中心站、福田站（机场快线 11 号线） 

深圳雅枫国际酒店（准五星） 

地址：福田区香蜜湖景田东路 70 号 

联系电话：0755-83055555 

交通距离： 

主会场：3.4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15 元，时间约为 10 分钟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景田站 D 出口（二号蛇口线） 

深圳景田酒店（四星） 

地址：福田区景田路 78 号 

联系电话：0755-83140888 

交通距离： 

主会场：3.8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15 元，时间约为 10 分钟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景田站 F 出口（二号蛇口线） 

  



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景田店）（准四星） 

 地址：福田区 北环大道 7001 号石油大厦 

联系电话：(0755)83029666 

交通距离： 

主会场：3.6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15 元，时间约为 10 分钟 

深圳机场：距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95，时间约为 30

分钟。 

罗湖火车站：距离罗湖火车站 9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为 RMB30，时间约为 15 分钟。 

深圳北站：距离深圳北站 11 公里，乘坐出租车价格约为 RMB40，时间约为 30 分钟 

地铁站：景田站（二号蛇口线） 

 

 

 

 

 

 

 

 

 

 

 

 

 

 

 

A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B 马哥孛罗酒店 ；C 大中华喜来登酒店 ；D 皇庭 V 酒店 ；E 温

德姆至尊酒店 ；F 大中华希尔顿酒店  

 

A-B 距离 450 米 ；A-C 距离 760 米 ；A-D 距离 1.3 公里 ；A-E 距离 1.5 公里 ；A-F 距

离 1.7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