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中国国际旅交会
参展商推荐酒店名单
云南绿洲大酒店
GREENLAND HOTEL
星级：★★★★★
联系人：余雅洁
联系电话：13888100687
电话：0871-63189999 转 6586、6589
传真：0871-63103860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 80 号
Add：80 Tuo dong Road， KunMing，YunNan， China
邮编：650041
网址：http://www.yngreenlandhotel.com
E-mail：243280235@qq.com
客房价格：
商务标间：828 元/间.夜
商务单间：828 元/间.夜
俪人单间：988 元/间.夜
商务套房(双床):1180 元/间.夜
商务套房(大床):1280 元/间.夜
商务豪华套房(大床)：1580 元/间.夜
佳华广场酒店
KaiWah Plaza International Hotel
星级：★★★★★
联系人：罗岚
联系电话：138889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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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71—63562828
传真：0871—63561009
地址：中国昆明北京路 157 号
Add：157 Beijing Road，Kunming，China
邮编：650011
网址：http://www.kaiwahplaza.com/
E-mail：kw@kaiwahplaza.com
客房价格：
豪华标准间：650 元/间.夜
豪华单间：650 元/间.夜
商务单间：750 元/间.夜
豪华套房：850 元/间.夜
行政标间：700 元/间.夜
行政单间：700 元/间.夜
行政商务单间：1000 元/间.夜
行政豪华套房：1200 元/间.夜
中维翠湖宾馆
KUNMING GREEN LAKE HOTEL
星级：★★★★★
联系人：李梦璇
联系电话：18808880008
电话：0871-65158888
传真：0871-65153286
地址：中国云南昆明市翠湖南路 6 号
Add：6 South Cui Hu Road,Kunming,China
邮编：650031
网址：http://www.greenlakehotel.com
E-mail:fay@zhongweihotels.com
客房价格：
商务单间/标间:1980 元/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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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
Empark Grand Hotel Kunming
星级：★★★★★
联系人：严倩茹 、罗涛
联系电话：13708878111，
0871-67388888-2906、2923
电话：0871-67388888-2995、2906
传真：0871-67389898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迎宾路 1 号
Add:1Yingbin Road,Guandu District,Kunmin
g,Yunnan,ChinaP.C
邮编：650214
网址：www.empark.com.cn
E-mail：8963301@qq.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北楼）
1150 元/间.夜
高级间 （南楼）
1610 元/间.夜
豪华间 （南楼）
1840 元/间.夜
行政高级间（南楼）
2070 元/间.夜
行政豪华间 （南楼）
2300 元/间.夜
行政套房（南楼）
2990 元/间.夜
豪华套房（南楼）
3220 元/间.夜
总统套房（南楼）
29900 元/间.夜
昆明饭店
Kunming Hotel
星级：★★★★
联系人： 杨云波
联系电话：13708889396
电话：0871-63162063 转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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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871-63163784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 52 号
Add：52 Dong Feng Dong Lu, Kunming, Yunnan,
China
邮编：650051
网址：www.kmhotel.cn
E-mail：kmfdwyd@163.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间:628/间.夜
泰丽国际酒店
TELECOM INTERNATIONAL HOTEL
星级：★★★★
联系人： 胡英俊
联系电话：13888166526
电话：0871-63305020
传真：63305798、63305309
地址： 昆明市环城南路 39 号
Add：39 South Huan Cheng Road
China
邮编：650041
网址：www.telhotel.cn
E-mail：379584659@qq.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480 元/间.夜
单人间：￥480/间.夜
豪华标准间：￥550 元/间.夜
豪华单人间：￥550 元/间.夜
普通套房：￥680 元/间.夜
豪华套房：￥780 元/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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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ming,

泰隆宏瑞酒店
Tai long Hong Rui Hotel
星级：★★★★
联系人： 黄晓波
联系电话：18388001159
电话：0871-63559999
传真：0871-3543686
地址： 昆明市春城路 279 号
Add：279 Chuncheng Road,Kunming Yunnan Ching
邮编：650011
网址：www.tailong-group.com.cn
E-mail：tlhr2010@163.com
客房价格：
商务标准间：430 元/间.夜
商务单间：430 元/间.夜
豪华套房：780 元/间.夜
海天酒店
HAITIAN HOTEL
星级：★★★★
联系人：杨洋
联系电话：13888027494
电话：0871-63133588
传真：0871-65835538
地址： 昆明市拓东路 29 号
Add：NO.29 Tuodong Road,Kunming,Yunnan
邮编：650011
客房价格：
商务标间:658 元/间.夜
豪华标间：688 元/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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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单间:688 元/间.夜
豪华单间: 718 元/间.夜
云南华地王朝大酒店
DYNASTY INTERNATIONAL HOTEL YUNNAN
星级：★★★★
联系人：高瑞华
联系电话：13888111887
电话（Tel）：0871-68115555 转 8188
传真（Fax）：0871-68117660
地址：中国云南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52 号
Add：52keyi Road，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Kunming，
Yunnan China
邮编（P.C）:650106
网址：www.ynhdhotel.com
客房价格：
标间：428 元/间.夜
高原明珠大酒店
PLATEAU PEARL HOTEL
星级：★★★★
联系人：邹柱香
联系电话：13888260231
电话（Tel）：0871-67380333
传真（Fax）：0871-67380585
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众天路与永中路
交汇处
Add：Zhong Tian Road Cross Yong Zhong Road in
Guandu District.Kunming.Yunnan
邮编（P.C）:6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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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gymzjt.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间：488 元/间.夜
昆明锦江大酒店
Jin Jiang Hotel,Kunming
星级：★★★★
联系人： 马杨滨
联系电话：13769196345
电话：0871-63138888 转 5058
传真：0871-63138656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98 号
Add：98 Beijing Road, Kunming, Yunnan, China
邮编：650011
网址：www.jinjianghotels.com
E-mail: kunming@jinjianghotels.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准间：550 元/间.夜
商务标准间：700 元/间.夜
经贸宾馆
ECNOMIC TRADE HOTEL
星级：★★★★
联系人：陈丽鹂
联系电话：13987110552
电话：0871-63190888 转 6615、6649、6621
传真：0871-63176371
地址： 昆明市青年路 298 号
Add：298 Youth Road， Kunming， Yunnan
邮编：650021
网址： www.ynet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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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chlily11@163.com
客房价格：
商务套房：1080 元/间.夜
公寓套房：1800 元/间.夜
行政套房：2800 元/间.夜
滇池温泉花园国际大酒店
Yunnan Dian Chi Garden Resort
& Spa
星级：★★★★
联系人：王晓庆
联系电话：13888833163
电话：0871-64332655
传真：0871-64332186
地址：昆明市滇池路 1316 号
Add：1316 Dianchi Road,Kunming
邮编：650228
网址： www.spagardenhotel.cn
E-mail：285395779@qq.com
客房价格：
标准单间：420 元/间.夜
标准间：420 元/间.夜
商务标准间：500 元/间.夜
商务单间：500 元/间.夜
公寓标间：420 元/间.夜
公寓套房：600 元/间.夜
SPA 房：680 元/间.夜
商务套房：1600 元/间.夜
滇池大酒店
Dian Chi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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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星级：★★★★
联系人：黄丽苹
联系电话：0871-64334713,13700623583
电话：0871-64334888
传真：0871-64312067
地址：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怡景路 9 号
Add：9 Yijing Road,kunming
邮编：650228
网址：http://www.dianchihotel.com
E-mail：747695976@qq.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420 元/天（含早）
单人间：420 元/天（含早）
昆明怡景园度假酒店
Yijing Garden Resort & Spa Hotel of Kunming
星级：★★★★
联系人：周旸
联系电话：13658849984
电话：0871-64313338
传真：0871-64310548
地址：昆明市滇池路 1288 号
Add：1288 Dianchi Road,kunming
邮编：650228
网址：http://www.yjg-hotel.com/
E-mail：475932733@qq.com
客房价格：
标准单间：550 元/间.夜
标准间：500 元/间.夜
昆明中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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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Yu Hotel Kunming
星级：★★★★
联系人：曹笑劼
联系电话：18988405177
电话：0871-67155188 转 1688
传真：0871-67150565、67189666
地址：昆明市关上中路 87 号
Add：87 Guanshang
zhongRd,Kunming,Yunnan,P.R.C
邮编：650200
网址：www.guanduhotel.cn
E-mail:kmzhongyu@yahoo.cn
客房价格：
标准间：680 元/间.夜
单 间: 780 元/间.夜
商务单间/标间：880 元/间.夜
金泉大酒店
GOLDEN SPRING HOTEL
星级：★★★★
联系人： 刘慧
联系电话： 18908714563
电话：0871-63196888 转 5657
传真：0871-63120870
地址：昆明市人民东路 93 号
Add：93 East Renmin Road,Kunming,China
邮编：650051
网址： www.kmjqhotel.com
E-mail：670858977@qq.com
客房价格：
商务标间：330 元/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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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小套：390 元/间.夜
高级商务标间：390 元/间.夜
高级商务单间：390 元/间.夜
高级商务小套：460 元/间.夜
豪华商务标间：460 元/间.夜
豪华商务单间：460 元/间.夜
豪华商务小套：490 元/间.夜
云南红塔体育中心望湖宾馆
Yunnan hongta Sports Center Co.,ltd.
Lake-Votel Hotel
星级：★★★★
联系人： 夏琴
联系电话：13708702993
电话：0871-64328888 转 30002
传真：0871-64322526
地址：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红塔西路 15
号
Add ： Kunming Dianchi National Tourist
Resort-Hongta West on the 15th
邮编：650228
E-mail：ht4328888@163.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单间：380 元/间.夜
昆明官渡大酒店
Guan Du Hotel Kunming
星级：★★★★
联系人：黄初卫
联系电话：0871-67173759，13888221977
电话：0871-6431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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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871-64310548
地址：昆明市关上日新路 282 号
Add：282 Guanshang Road Kunming
邮编：650228
网址：http://www.yjg-hotel.com/
客房价格：
标准单间：368 元/间.夜
标准间：418 元/间.夜
套房：688 元/间.夜
昆明桂花大酒店
GuiHua Hotel
星级：★★★
联系人：陈洁
联系电话：13888068436，13888218983
电话：0871-66178808/66178818
传真：0871-64127548
地址：昆明市滇池路 56 号
Add：56Dianchi Road Kunming
邮编：650034
E-mail：402511197@qq.com
客房价格：
288 元/间.夜（商务单人间）
278 元/间.夜（商务标准间）
金鹰大酒店
GOLDEN EAGLE HOTEL
星级：★★★
联系人： 罗艺
联系电话：1380870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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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71-67019999 7189733
传真：0871-67189763
地址：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金辉路 8 号
Add：NO.8 Jin Hui Road,Kunming
邮编：650200
E-mail：ynjydhotel@163.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 ：240 元/间.夜
昆明海棠酒店
Kunming Begonia Hotel
星级：★★★
联系人： 李寒蕊
联系电话：13888762990
电话：0871-66174230
传真：0871-66174013
地址： 昆明市环城东路 488 号
Add：488 East Ring Road.Kunming
邮编：650041
客房价格：
标间：240 元/间.夜
单间：240 元/间.夜
套房：398 元/间.夜
龙腾大酒店
KUNMING LONGTENG HOTEL
星级：★★★
联系人： 李捷
联系电话：13888165616
电话：0871-63168999
传真：0871-6316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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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昆明市北京路 632 号
Add：632th Beijing Road Kunming China
邮编：650051
客房价格：
行政标准间：220 元/间.夜
白云培训中心
BAIYUN HOTEL
星级：★★★
联系人： 詹本韬
联系电话：13888641520
电话：0871-63188688
传真：0871-63131871
地址： 昆明市东风东路 112 号
Add：112 East DongFeng Road,KunMing,China
邮编：650041
E-mail：yxd9916@hotmail.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280 元/间.夜
单 间：300 元/间.夜
昆明兴华国际度假酒店
KunMing XinHua International Resort Hotel
星级：★★★
联系人：杖洋
联系电话：13888101887
电话：0871-64311123 64573617
传真：0871-64313761
地址：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怡景路 3 号
Add ： No.3 Yijing road,KunMing city,Yunnan
Province,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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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650228
网址：www.ynxhqy.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准间 320 元/间.夜
商务标准间 360/间/夜
豪华标间
380/间/夜
普通套房
680/间/夜
豪华套房
980/间/夜
云南方舟大酒店
Yunnan noah’s ark hotel
星级：★★★
联系人：李雪梅
联系电话：13669773232
电
话：0871-64624274
传
真：0871-64168674
地
址：昆明市滇池路与石安公路交汇处
Add:the corner of dianchi road and shian road
kunming
邮编：650228
网址：www.kmfz.com
E-mail:741483656@qq.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间：268 元/间.夜
豪华标间：278 元/间.夜
套
房：680 元/间.夜
茶花宾馆
Camellia Hotel
星级：★★
联系人：严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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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288221107
电话：0871-63163000 转 6008
传真：0871-65138873
地址： 昆明市环城北路 33 号
Add ： 33North Huan Cheng Road Kunming,
China
邮编：650041
网址： www.kmcamelliahotel.com
E-mail：master@kmcamelliahotel.com
客房价格：
标准间：248 元/间.夜
昆明花之城豪生国际大酒店
Howard Johnson City of Flower Hotel Kunming
联系人：严俊
联系电话：0871-66030258，13700626200
电话：0871-65036999
传真：0871-66030485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金瓦路 8188 号
Add：City of Flower No.8188,Panlong District
In Kunming City,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邮编：6502215
网址： www.hojohzc.com
E-mail：jason0425@139.com
客房价格：
高级标准间：480 元（含早餐、含往返交通）
高级大床间：480 元（含早餐、含往返交通）
高级套房： 680 元（含早餐、含往返交通）
翠怡酒店
GREEN LAKE

VIEW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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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朱强
联系电话：13708404381
电话：0871-66116622
传真：0871-66116633
地址：昆明市人民中路 222 号
Add：222Renmin Zhong Road,Kunming
邮编：650031
E-mail：17679416@qq.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准间：400 元/间.夜
单人间：
400 元/间.夜
豪华标准间：450 元/间.夜
豪华单人间：510 元/间.夜
商务套房： 610 元/间.夜
豪华套房：710 元/间.夜
华洲大酒店
Huazhou Hotel
联系人：杜文玲
联系电话：15287150968
电话：0871-63372105
传真：0871-63372738
地址： 昆明市环城东路 223 号
Add：NO.223.East Huancheng Road,Kunming
邮编：650051
网址： www.huazhouhotel.com
客房价格:
普通标准间: 360 元/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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