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深圳（第 5 届）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简称：深圳绿博会）将于 8 月 29-3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将继续秉承绿色、安全、健康、共融、共赢的理念服务好展商及观

众。

温馨提示：

（1）以下酒店为推荐，展商及观众可根据需求自由选择，并联系酒店进行预定。

（2）酒店价格为参考价格，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请您向相应酒店的联系人进行咨询。

（3）预订客房及入住时，请您自觉遵守预定平台及酒店相关规定。

（4）推荐酒店仅供参考，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深圳市捷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素华 电话：15814636714 / （86-755）8288 0055

传真：（86-755）8288 009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会展中心 2 楼 213 室

酒店推荐表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RMB）

早餐

（位）
地址

酒店附近

地铁站
到展馆距离

五星 皇庭 V 酒店
雅致大床房 1000 单早 深圳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

皇岗商务中心

会展中心站

E 出口
步行 3 分钟

雅致双床房 1050 双早

四星 楚天酒店 高级房 460 含早
深圳福田区滨河大道与新

洲路交汇处湖北大厦

石厦站

A 出口
车程 5 分钟

准四 鹏威酒店
豪华大床房 358 单早

罗湖区红宝路 15 号
大剧院

D 出口
地铁 15 分钟

豪华双床房 358 双早

四星 凯美豪盛酒店 高级房 328 含早
深圳罗湖区沿河南路1021

号双城世纪大厦 1 楼

罗湖站

E2 出口
车程 13 分钟

准四 柏斯顿酒店 时尚客房 308 含早
深圳 罗湖区 沿河南路

1025 号
罗湖站 车程 17 分钟

准三 海宸宾馆

高级大床房

328

单早 福田区彩田南路2038号海

天大厦
岗厦站 D 口 步行 10 分钟

高级双床房 双早

三星 罗湖酒店 高级房 368 含早
深圳罗湖区南湖路 3012

号

国贸站

B 出口
车程 16 分钟

准三 兴华宾馆 高级大床房 250 单早 福田区深南中路 2026 号
科学馆站

B 出口
地铁 5 分钟

备注：

1、上列价格已包含 15%服务费及税项，所有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

2、以上价格为预付价，即阁下需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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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客房预订一经确认就不可取消和更改，若未入住，平台将收取客户全额的房费作为赔偿。

4、调价不再另行通知。



维也纳酒店（深圳福华店） 距离深圳会展中心约 12 分钟车程

联系人：魏锴 电话：13923431292

地址：深圳福田区福华路 73 号

房型 数量 房价（间/晚） 备注

豪华单/
双人房

以实际确定留房

数量预留

7 月 31 号前确定 398 元；

8 月 1-10 号期间确定 438 元；

8 月 11-25 号期间确定 458 元。

含双早；含服务费。

前 3 个询价团队享受 398 元/间价格。

开户行：工商银行益田支行

帐 号：4000 0323 2920 0096 292
开户名：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福青龙华天假日酒店 距离深圳会展中心约 12 分钟车程

联系人： 游宇 电话：18002569495 /0755-82999888 传真：0755-82991616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2030 号

房型 门市价 RMB/元 前台优惠价 RMB/元 合约价 RMB/元 备注

标准单人间 999 589 489 含自助早餐贰份

标准双人间 999 589 489 含自助早餐贰份

行政单人间 1299 639 559 含自助早餐贰份

行政双人间 1299 639 559 含自助早餐贰份

行政豪华套间 1699 899 789 含自助早餐贰份，水果

深圳市加来酒店 距离深圳会展中心约 3分钟车程

联系人：唐晓花 电话：13692285937 /0755-88257999-8113 传真：0755-838388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公园街 8号

房型 面积（㎡） 门市价（元） 散客价（元） 商务优惠价（元） 备注

豪华双床房 20-25 ㎡ 1088 338 280 含早

豪华大床房 20-25 ㎡ 1188 348 280 含早

高级行政房 30-35 ㎡ 1388 418 360 含早

备注：8 间成团，可享受 260 元一间的团房价格入住（双床、大床），不含行政房。

雷圳宾馆 距离深圳会展中心约 17 分钟车程

联系人：王华强 电话：15999613561 / 0755-83995433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明路 40 号

房型 门市价（元） 协议价（元） 备注

标准单人房（无窗） 209 179 免费 WIFI
标准双床房（无窗） 229 199 免费 WIFI
标准双床房（有窗） 239 209 免费 WIFI
豪华大床房 259 219 免费 WIFI
豪华双床房 279 239 免费 WIFI
豪华家庭房 299 259 免费 WIFI
豪华三人房 339 289 免费 WIFI
行政套房 359 299 免费 WIFI
棋牌房 359 299 免费 WI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