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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刊博会推荐酒店一览表 

地区 酒店名称 星级 前台电话 房间数 地址 

武 
广 
商 
圈 
周 
边 

武汉华美达天禄酒店  五星级 027-83630888 308 汉口 硚口区青年路5号（近地铁二号线青年路站）  

武汉新世界酒店 五星级 027-83808888 327 汉口 硚口区汉口解放大道630号  

武汉新华诺富特大饭店 五星 027-85551188 303 汉口 建设大道558号，靠近新世界百货 

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 五星 027-85786888 408 汉口 江汉区 建设大道707号，近新世界百货 

武汉滨江阁大酒店 高档型 027-83667268 185 汉口 硚口区解放大道667号 

天美乐饭店（武汉武展店） 高档型 027-85336666 112 汉口 硚口区民意四路53号 

武汉乔泰通缘酒店  高档型 027-82968520 112 汉口 解放公园路45号(解放公园车站旁边)  

武汉圣淘沙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高档型 027-85265999 350 汉口 万松园路199号 

武汉世纪花园酒店 高档型 027-59339888 162 汉口 江汉区建设大道431号，宝丰路易初莲花 

武汉维也纳国际酒店 高档型 027-59418888 331 汉口 硚口区解放大道578号中御广场与宝丰一路交汇处 

武汉兆瑞国际大酒店 豪华型 027-85568888 295 汉口 高雄路160号(汉口商业金融区,近房地产交易大厦) 

武汉汇豪大酒店 豪华型 027-82708888 215 汉口 江岸区江汉路250号  

武汉盛捷武胜服务公寓 豪华型 027-63601688 257 汉口 硚口区 中山大道238号（武胜路凯德广场一楼） 

武汉长江大酒店 四星级 027-83632828 202 汉口 硚口区解放大道1131号 

武汉美联都市假日酒店（天安） 四星级 027-85867888 355 汉口 解放大道868号（地铁二号线循礼门站）  

武汉亚洲大酒店  四星级 027-83807777 263 汉口 解放大道616号（同济医院对面） 

武汉金盾大酒店 四星 027-68855666 204 汉口 青年路350号 

武汉纽宾凯国际酒店（新华店） 四星 027-59528888 285 汉口 江汉区 新华路151号 

武汉循礼门饭店 三星级 027-85262177 328 汉口 解放大道1413号  

湖北民航（金海）大酒店 三星级 027-68852000 125 汉口 江汉北路97号 

布丁酒店（武汉江汉路循礼门店） 经济型 027-85778866 78 汉口 江岸区 江汉北路渣家左路182号 近渣家村路 

凯瑞祥酒店（武汉宝丰路店） 经济型 027-83601188 95 汉口 硚口区 宝丰二路22号 

银座佳驿酒店（武汉青年路店） 经济型 027-59416999 88 汉口 万松园 横路62号 

如家快捷酒店（武汉六渡桥店） 经济型 027-85861555 118 汉口 江汉区 前进一路161号  

99旅馆连锁（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店） 经济型 027-85825099 45 汉口 江汉区自治街11号  

汉庭酒店（武汉新华路店） 经济型 027-85745757 110 汉口 江汉区雪松路113号  

如家快捷酒店（硚口公园店） 经济型 027-83789699 114 汉口 中山大道160号（硚口公园斜对面）  

锦江之星六渡桥店 商务型 027-85663366 179 汉口 满春路特1号 

武汉五环宾馆 商务型 027-68854448 130 汉口 江汉区 新华路19号 

空军武汉梅园宾馆 舒适型 027-83639699 436 汉口 硚口区 汉口解放大道1091号  

武汉蓝天宾馆 舒适型 027-83646555 303 汉口 硚口区 解放大道1049号 

武汉武展商务酒店 舒适型 027-85816800 217 汉口 解放大道696号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西楼 

万喜德肯维尼城市驿站（二七路店） 舒适型 027-82357432 77 汉口 硚口区 解放大道与硚口路交汇处宝丰路口  

武汉天禄宾馆 舒适型 027-83644270 56 汉口 青年路3号(华美达天禄旁） 

武汉铂莱华大酒店 舒适型 027-85865999 52 汉口 江汉区民意一路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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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振华大厦 舒适型 027-85269088 221 汉口 万松园路18号 

武汉宜必思酒店 舒适型 027-83623188 243 汉口 江汉区 建设大道539号 

如家快捷酒店（循礼门江汉北路店） 经济型 027-85762777 87 汉口 江汉北路渣家左路296号 

艾仕丽宾馆（武汉永清店） 经济型 027-82869999 107 汉口 江岸区 永清路20号  

莫泰268中山武广店） 经济型 027-85780333 228 汉口 江汉区 解放大道557号 

纽曼宾馆（武汉万松园店） 经济型 027-85756077 46 汉口 万松园路73号(万松园警备司令部旁) 

坡地商务酒店（武汉汉口武广店）  经济型 027-68837688 79 汉口 硚口区 京汉大道391号 

武汉超越车友宾馆  经济型 027-85798151 62 汉口 江汉区 万松园路139号 

武汉泰宁快捷宾馆（万松园店） 经济型 027-85729266 40 汉口 江汉区 万松园路15号 

武汉星阳光城市酒店 经济型 027-59301008 48 汉口 硚口区 京汉大道428号 

武汉宜悦商务酒店 经济型 027-83668622 33 汉口 硚口区 航空路1-3号 

武汉好运商务宾馆 经济型 027-85790746 34 汉口 西马路78号 

7天连锁酒店（武汉广场店） 经济型 027-85266388 90 汉口 江汉区 万松园路29附25号  

7天连锁酒店（武汉广场二店） 经济型 027-85330488 134 汉口 江汉区 解放大道712号 

7天连锁酒店（武汉航空路店） 经济型 027-83652588 75 汉口 江汉区 航空路24号 

中 
山 
公 
园 
周 
边 

武汉江城明珠豪生大酒店 五星 027-82776666 393 汉口 沿江大道182号，近两江游览及江滩公园 

天美乐饭店（江汉路店） 高档型 027-82757288 49 汉口 江汉三路56号，近步行街屈臣氏 

武汉帝盛酒店 高档型 027-68822666 317 汉口 江汉路118号，近步行街新世界时尚店 

武汉凯瑞时代酒店 舒适型 027-85871111 109 汉口 民意四路48号 ，近民主一街 

武汉金宝利酒店 舒适型 027-82339099 108 汉口 江汉区 花楼街198号宝利金中央荣御 D 栋  

武汉东泰合酒店 经济型 027-85861977 90 汉口 江汉区 前进一路201号，近大智路 

格林豪泰（汉口江滩店） 经济型 027-82888998 107 汉口 江岸区 沿江大道青岛路直行300米13号  

万友风庭（江滩步行街店） 经济型 027-82771919 90 汉口 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青岛路8号 

莫泰168（汉正街店） 经济型 027-85850333 232 汉口 硚口区 中山大道263号 

艳阳天时尚旅店 经济型 027-85339199 119 汉口 江汉区 前进一路183号（友谊路轻轨亚心旁边）  

武汉梦合快捷酒店 经济型 027-82825757 120 汉口 江岸区 大智路26号，近吉庆街 

汉 
口 
火 
车 
站 
周 
边 

香格里拉大酒店 五星级 027-85806868 442 汉口 江岸区 建设大道700号 

武汉添雅1911酒店 高档型 027-59888999 175 汉口 江汉区 新华西路591号(汉口火车站对面) 

武汉阳光大酒店 四星级 027-83695888  汉口 江汉区 常青路149号(汉口火车站.机场高速路口) 

武汉铁路江城大酒店 三星级 027-85876508 301 汉口 江汉区 金家墩特1号 ( 汉口火车站)   

武汉天黎阳光酒店 舒适型 027-65655388 81 汉口 江汉区 发展大道237号 

武汉金色家园酒店  舒适型 027-51018888 90 汉口 江岸区 黄浦路288号红旗家具城7楼 

格林联盟酒店（武汉汉口火车站店） 舒适型 027-50338888 180 汉口 江汉区 金墩路一号财神广场5楼 

汉庭酒店（汉西店） 经济型 027-83855757 99 汉口 硚口区汉西三路81号（香江家居对面） 

莫泰168（花桥店） 经济型 027-82627333 252 汉口 江岸区黄孝河路107号  

武汉信韵百分百酒店 经济型 027-83556681 68 汉口 江汉区常青路77号  

如家快捷酒店（菱角湖万达店） 经济型 027-85612066 79 汉口 江汉区香港路398号 

汉庭酒店（台北路店） 经济型 027-85795757 88 汉口 江汉区台北路216号   

锦江之星（黄浦大街店） 经济型 027-82887288 116 汉口 江岸区科技馆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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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快捷酒店（王家墩东地铁站店） 经济型 027-83667888 123 汉口 江汉区建设大道路470号  

汉庭酒店（汉口火车站店） 经济型 027-85805757 100 汉口 江汉区金家敦特1号（武汉市林业局旁） 

沐蘭连锁酒店（汉口火车站店）  经济型 027-85309555 109 汉口 火车站财神商业广场南门 A2四楼两岸咖啡楼上 

如家快捷酒店（常青路店） 经济型 027-83558555 96 汉口 江汉区发展大道162号 

如家快捷酒店（汉口火车站广场店） 经济型 027-85851555 113 汉口 江汉区金墩街特1号 

如家快捷酒店（建设大道王家墩店） 经济型 027-50521000 200 汉口 桥口区建设大道396号 

如家快捷酒店（新华下路店） 经济型 027-85871555 141 汉口 江汉区姑嫂树路20号 

武汉龙居酒店 经济型 027-51278899 139 汉口 江岸区黄孝河路95号德盛大厦1-3层 

东方宾馆（武汉汉口火车站店） 经济型 027-52342279 60 汉口 金墩街特1号 

江华园时尚旅馆（武汉唐家墩店） 经济型 027-85887788 72 汉口 新华下路281号(新华下路工贸家电隔壁)  

锦江之星（汉口火车站店） 经济型 027-85883688 98 汉口 江汉区 发展大道213号 

武汉富森酒店 经济型 027-85883989 66 汉口 江汉区 发展大道235号 

7天连锁酒店（华南海鲜市场店） 经济型 027-51318828 92 汉口 江汉区 发展大道215号 

武汉易捷城市酒店 经济型 027-85885188 81 汉口 江汉区 发展大道181号 

7天连锁酒店（财神广场店） 经济型 027-85881777 108 汉口 江汉区 金墩路15号 

武汉洛克菲商旅酒店 经济型 027-85880689 63 汉口 江汉区 红旗渠路1号 

洪 
山 
广 
场 
周 
边 

最佳西方武汉五月花大酒店 五星 027-68871588 284 武昌 武珞路385号 ，近傅家坡长途汽车站 

武汉纽宾凯新时代国际酒店 五星 027-59819999 298 武昌 武珞路456号，近金马家居 

武汉洪山宾馆 五星 027-87311888 317 武昌 中北路1号（地铁洪山广场站） 

湖北保利大酒店 五星 027-68876888 322 武昌 民主路788号（地铁洪山广场站） 

洪广大酒店 五星 027-87139999 401 武昌 民主路782号（洪山广场旁） 

武汉东湖大厦 五星 027-67813999 168 武昌 姚家岭231号 ，近洪山广场北端 

湖北巴山夜雨大酒店 豪华型 027-87735999 66 武昌 新民主路786号，近中南商业大楼 

武汉九州通衢大酒店 高档型 027-51816666 268 武昌 八一路8号，近星星大厦 

武汉晴川假日酒店 四星级 027-84716688 305 汉阳 洗马长街88号 

武汉海怡天禄酒店 四星 027-87126666 102 武昌 洪山路特1号 楚河汉街，省政府和电信大楼中间 

武汉联投新大地酒店 四星 027-87812788 188 武昌 武珞路330号，武昌火车站地区，近十五中 

好苑*新海天大酒店 准四 (027)87126888 193 武昌 洪山路30号 ，靠近洪山礼堂十字路口 

武汉胜家玫瑰酒店 准四 027-59002777 140 武昌 水果湖白鹭街96号步行600米  

武汉丽江饭店 三星 027-87136666 148 武昌 体育馆路5号，近洪山体育馆 

武汉惠苑酒店 三星 027-50708332 151 武昌 张之洞路211号 ，近首义园 

武汉中南花园饭店 三星 027-67817688 383 武昌 武珞路558号 ，近付家坡长途汽车站 

武汉瑞丰时代酒店 舒适型 027-87827526 94 武昌 中南路10号 ，中南商业大楼对面 

速8酒店（武汉付家坡店） 舒适型 027-87833333 30 武昌 武珞路356号 ，近梅苑路 

武汉雅新轩宾馆 舒适型 027-87829388 98 武昌 洪山区 体育馆路26号 ，近湖北省体育局 

捷臣汇东商务酒店（首义路店） 舒适型 027-88060888 99 武昌 首义园体育街特一号 ，近首义广场 

武汉欧喜得精品酒店 舒适型 027-87110088 96 武昌 民主路722号 ，近洪山广场 

武汉中油酒店 舒适型 027-51878888 80 武昌 中北路219号 ，近百安居 

武汉万国假日酒店 经济型 027-87270288 55 武昌 中南路60号 ，与中南三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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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瑞丰大酒店 经济型 027-87667720 142 武昌 武珞路519号 ，近中南商业大楼 

锦江之星（武汉丁字桥店） 经济型 027-87832288 265 武昌 丁字桥路10号 ，近易初莲花丁字桥店 

泰宁假日（武汉傅家坡店） 经济型 027-87810857 41 武昌 紫阳东路77号 ，近汉口银行 

大唐商务酒店（武汉八一路店） 经济型 027-87199019 57 武昌 八一路115号 ，近洪山广场 

锦江之星（武汉水果湖店） 经济型 027-87810088 244 武昌 洪山路62号附12 ，省委对面 

武汉鑫如家宾馆 经济型 027-87756098 35 武汉 洪山区 珞狮南路168号 ，近洪发大厦 

武汉瑞泰商务宾馆 经济型 027-87812966 77 武昌 八一路105号 ，近东三路 

武汉海络商务酒店 准三 027-68871588 143 武昌 武珞路385号，近傅家坡长途汽车站 

如家快捷武汉水果湖店 准三 027-87230666 52 武昌 水果湖东一路38号  

武 
昌 
火 
车 
站 
附 
近 

武汉万达威斯汀酒店 豪华型 027-88168888 305 武昌 临江大道96号，近黄鹤楼 

武汉积玉桥时尚旅酒店 四星级 027-59215555 160 武昌 和平大道209号，万达广场10号楼 

武汉安华酒店 四星 027-88308888 220 武昌 紫阳路281号 ，靠近中山路口，武昌火车站附近 

武汉铁路九州饭店 三星 027-51167172 185 武昌 中山路529号 ，武昌火车站南侧 

武汉隆程酒店 舒适型 027-88225888 128 武昌 和平大道336号（2号地铁积玉桥站 D 出口）  

武汉中惠商务酒店黄鹤楼店  经济型 027-88059288 156 武昌 首义新村188号 

武汉瑞安阳光酒店 经济型 027-88061088 97 武昌 张之洞路234号，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  

街 
道 
口 
/ 
 
广 
埠 
屯 

武汉珞珈山国际酒店 豪华型 027-87166666 218 武昌 洪山区武珞路723号，地铁街道口站 

武汉君宜王朝大饭店   豪华型 027-87687777 278 武昌 珞瑜路87号，近广埠屯电脑城 

武汉亚贸恒升大酒店 高档型 027-87371668 205 武昌 武珞路628号，近武商亚贸广场购物中心 

天美乐饭店（广埠屯店） 高档型 027-87165588 70 武昌 珞南街珞喻路218号，近武商量贩 

武汉未来城大酒店 高档型 027-87158888 400 武昌 街道口珞狮南路147号（临近武汉大学） 

武汉虎泉青年酒店 高档型 027-59365999 260 武昌 卓刀泉路特1号，虎泉医院附近 

武汉卓悦假日酒店 四星 027-87051888 292 武昌 卓刀泉南路45号，近华师东门对面 

武汉军悦假日酒店 舒适型 027-87200900 170 武昌 八一路415号，近武汉大学 

 

http://hotels.ctrip.com/hotel/wuhan477/zone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