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 议 酒 店 列 表 

酒店名称&地址 星级 房型 价格（含早） 到会场距（KM） 

 

欧亚会展酒店（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

湖 20 号） 

准五 双人间 售罄 会场酒店 

床位 售罄 会场酒店 

 

武汉金银湖纽宾凯酒店（武汉市东西

湖区金银湖路 18 号） 

四星 双人间 售罄 3mins 步行 

床位 售罄 3mins 步行 

 

 

武汉万科君澜酒店（汉江区万科城内） 

 

五星 

双人间 售罄 10mins 车程 

床位 售罄 10mins 车程 

大床房 600 元/间/晚 10mins 车程 

 

武汉恒信美居酒店（汉江区江发路 1

号） 

 

四星 

双人间 售罄 12mins 车程 

床位 售罄 12mins 车程 

大床房 售罄 12mins 车程 

 

武汉阳光大酒店（汉江区长青路

149 号） 

 

四星 

双人间 550 元/间/晚 15mins 车程 

床位 275 元/床/晚 15mins 车程 

大床房 550 元/间/晚 15mins 车程 

 

武汉金来亚大酒店（金山大道和

三垫路交叉口） 

 

四星 

双人间 500 元/间/晚 15mins 车程 

床位 250 元/间/晚 15mins 车程 

大床房 500 元/间/晚 15mins 车程 

武汉东方建国大酒店（汉口火车

站附近，发展大道 185 号） 

 

准五 

双人间 520 元/间/晚 20mins 车程 

床位 260 元/床/晚 20mins 车程 

大床房 520 元/间/晚 20mins 车程 



备注： 

1. 以上酒店星级标准仅供参考。 

2. 房费含早餐；双人间含双早，大床房含单早 

3 交通线路说明： 

Ⅰ.武汉欧亚会展酒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20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1.7 公里，打车约 25 分钟；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

至常青花园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C 口出），步行 32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58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33.7 公里，打车约 37 分钟；步行 205 米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钟家村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C 口出），步行 32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1 小时 22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25.8 公里，打车约 44 分钟；步行 212 米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钟家村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C 口出），步行 32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59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7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步行 290 米乘坐轨道交通 2 号

线至常青花园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C 口出），步行 32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37 分钟。 

 

 

Ⅱ.武汉金银湖纽宾凯酒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8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1.5 公里，打车约 23 分钟；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



至常青花园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B 口出），步行 40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59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33.6 公里，打车约 36 分钟；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钟家

村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B 口出），步行 404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23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24.3 公里，打车约 46 分钟；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钟家

村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B 口出），步行 404 米到酒店，全程约

60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7.2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步行 290 米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常青花园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至金银湖站下车（B 口出），步行 404 米到酒

店，全程约 38 分钟。 

 

 

Ⅲ.武汉万科君澜酒店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77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0.8 公里，打车约 23 分钟；乘坐机场巴士 4 号线

至民航小区站下车，步行 251 米到酒店，全程约 31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26.7 公里，打车约 42 分钟；步行 216 米乘坐 610 路公

交车至新华路马场角站，同站换乘 534 路公交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480 米到

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33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17.6 公里，打车约 46 分钟；步行 276 米乘坐 806 路公



交车至鹦鹉大道地铁琴台站，同站换乘 704 路公交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480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6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4.1 公里，打车约 15 分钟；步行 426 米乘坐 730 路公交

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420 米到酒店，全程约 32 分钟。 

Ⅳ.武汉阳光大酒店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49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0.3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乘坐机场巴士 4 号线

至民航小区站下车，步行 325 米到酒店，全程约 32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30.9 公里，打车约 31 分钟；步行 205 米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铁机路站下车（D 口出），步行 304 米换乘 534 路公交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

步行 262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21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16.7 公里，打车约 47 分钟；步行 250 米乘坐 10 路公交

车至青年路机场河站，同站换乘 720 路公交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265 米到酒

店，全程约 1 小时 4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3.2 公里，打车约 14 分钟；步行 426 米乘坐 730 路公交

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202 米到酒店，全程约 29 分钟。 

 

 

Ⅴ.武汉恒信美居酒店 (武汉市江汉区江发路 1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0.6 公里，打车约 22 分钟；乘坐机场巴士 4 号线

至民航小区站下车，步行 642 米到酒店，全程约 36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31.2 公里，打车约 31 分钟；步行 205 米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铁机路站下车（D 口出），步行 304 米换乘 534 路公交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

步行 579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26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17 公里，打车约 44 分钟；步行 250 米乘坐 10 路公交车

至青年路机场河站，同站换乘 342 路公交车至江达路发展一路站下车，步行 364 米到酒店，

全程约 1 小时 3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3.5 公里，打车约 14 分钟；步行 426 米乘坐 730 路公交

车至常青路民航新村站下车，步行 519 米到酒店，全程约 34 分钟。 

 

 

Ⅵ.金来亚国际酒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与三店中路交汇处)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2 公里，打车约 30 分钟；乘坐机场巴士 7 号线至

园博园站下车，步行 159 米乘坐 216 路公交车至吴中街三小站下车，步行 68 米乘坐 H87

路公交车至三店中路金山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167 米至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21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39.4 公里，打车约 47 分钟；步行 205 米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至岳家嘴站下车（D 口出），步行 409 米换乘 712 路公交车至解放大道宗关站下车，同

站换乘 737 路公交车至三店中路金山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169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48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28.4 公里，打车约 45 分钟；步行 276 米乘坐 806 路公

交车至解放大道宗关站，同站换乘 737 路公交车至三店中路金山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169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18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13.3 公里，打车约 30 分钟；步行 387 米乘坐 736 路公

交车至工农路老年公寓站，同站换乘 737 路公交车至三店中路金山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169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7 分钟。 

 

Ⅶ.武汉东方建国大酒店 (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185 号) 

1.机场出发：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约 21.7 公里，打车约 26 分钟；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

至汉口火车站下车，步行 439 米至酒店，全程约 46 分钟。 

2.火车站出发： 

武汉站距离酒店约 24.6 公里，打车约 29 分钟；步行 234 米乘坐 610 路公

交车至马场路福利路站下车，步行 366 米到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12 分钟； 

            武昌站距离酒店约 14.8 公里，打车约 33 分钟；步行 253 米乘坐 561 路公

交车至马场路福利路站，步行 330 米到酒店，全程约 52 分钟； 

汉口站距离酒店约 515 米，打车约 3 分钟；步行 309 米到酒店，全程约 5

分钟。 

 

 

各位参会代表： 

本次大会时间：2017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15 日 

1.酒店预订时间为：2017 年 8 月 1 日-9 月 30 日 



2.本次大会指定订房中心及联系人信息如下： 

联系人：王海欣  温晶   

手  机：15810980481  13810114131 

邮  箱:  wj_hotel@163.com 

3. 需要预订住房的代表，需先注册缴费成功后以邮件的方式联系订房中心邮箱：

wj_hotel@163.com 订房中心不接受电话/短信预订。根据酒店规定，需在同一酒店至少连

续入住两晚晚或以上（例如 10.12-10.14）；预订单床的代表，须连续入住两晚方可接受预

订。邮件预订酒店格式按如下填写（样本如下）： 

 

住宿人 

姓名 

手机 所 选  

酒   店 

房型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性别 是否拼房 

张三 131XXX 万 科 君

澜 

大床房 10-12 10-14 男 否 

李四 131XXX 恒 信 美

居 

标间 10.12 10.14 男 是 

备注：1 如果不是参会人本人订房请提供订房联系人的姓名及电话 

2 所有拼房人员的付款为拼床费用，但是到店当天若无人员能一起拼房，需补齐一

间房费用；此部分费用需要住房人自行承担； 



 

4.为保证您的预订有效，请您首先将您的订房需求按如上表格填写齐全后发送到大会邮箱

wj_hotel@163.com，请您收到大会邮箱回复的正式预订确认单后，3 日内将房费汇至订

房中心指定账户（付款方式可接受：银行柜台汇款、网银、手机银行、支付宝），否则系统

将自动取消原预订，并不再另行通知本人。汇款后请将汇款水单（银行转账的请将银行的汇

款凭证拍照；网银或者支付宝转账的请提供转账截图）扫描后发至订房中心邮箱

wj_hotel@163.com，备注栏里请务必标注【感染肝病年会住宿费】及住宿人员姓名。 

5.需要提前入住或延住的代表，须视酒店具体预订情况而定。 

6.住宿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项目为【代订房费】。 

7.汇款后请尽快确认并告知发票抬头等信息，以便及时开具发票；发票一经开出，恕不更改

退换。所有前期汇款代表的发票请于会前统一开出，并在会期的时候于大会注册台的住宿窗

口领取；如会期现场缴费的代表，需要会期现场登记发票的开票信息，并于会后 7 个工作

日内快递给代表本人。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缴费金额 需要开票张数 发票领取人 

姓名 

领取人电话 

XX 公司 12345678L 1200 600*2 张 张三 131XXXX 

PS：增值税发票一经开出，无法改换退，请各代表知晓。  



PS：原则上一笔汇款开具一张发票，最多不能超过两张发票；如开具发票有特殊需求请书

面邮件至 wj_hotel@163.com 工作人员收到后会及时回复 

8.散客代表可取消房间日期：若房费已汇，9 月 13 日前可以取消房间，并退款，只收取退

款手续费 30 元/笔； 9 月 14 日以后及会议期间临时取消住宿的，费用一概无法退还，请

知晓。 

9.所有所需办理房费退款的，一律在会议结束后统一办理，每笔须扣除 30 元退款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