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计算计算机博弈大赛住宿及交通信息 

一、住宿 

（一）安徽大学磬苑宾馆  

普通标间（协议价）：228 元/间，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商务标间（协议价）：248 元/间，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单间（协议价）：248 元/间，一张大床含单人早餐； 

联系经理：朱 洁   

联系邮箱：1031977754@qq.com，联系电话:13637095644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路 111 号 邮编：230601。 

（二）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普通标间（协议价）：350 元/间，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商务标间（协议价）：365 元/间，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商务单间（协议价）：428 元/间，一张床含双人早餐；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预约电话：400-172-1188 ； 

联系经理：尹坤  联系电话：18856029848  15655983058 

地    址：合肥蜀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容成路 1 号   

 

（三）格林豪泰决策大厦商务酒店 

普通标间（协议价）：178 元/间，周五-周日 186 元/间， 

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商务标间（协议价）：195 元/间，周五-周日 203 元/间， 

两张床含双人早餐； 

大床房（协议价）：195 元/间，周五-周日 203 元/间， 



一张床，早餐（根据登记入住人数）； 

格林豪泰合肥繁华大道决策大厦商务酒店电话：0551-63361998  

地    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与九龙路交叉口 

 

建议参赛师生可预订周边酒店（由于周边大学较集中，可选择

酒店多，如图下所示为 5 公里范围内的酒店列表可供选择）。 



 



  

 

安徽大学新校区周边地图 

 



二、交通方式 

（一）安徽大学磬苑宾馆自驾路线图及宾馆信息 

 

磬苑宾馆联系人：朱洁 经理    手机：13637095644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路 111 号 邮编：230601 

驾车路线：下金寨路高架由金寨路往南，上繁华大道往西，至九龙路

往南 300 米左右，路左手边灰色弧形建筑。 

公交线路：乘坐 128 路或 149 路或 57 路至“容九路口”站下车即到 

 

 

 

 

 

 

 



1、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磬苑宾馆（安徽大学新校区） 

 

乘坐： 机场巴士 4 号线，经过 1 站，到达汽车客运西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6 站，到达十里庙，步行约 320 米，到达怀宁路，乘坐

128 路公交，经过 19 站，到达容九路口下车。用时   约 2 小时 40
分钟/45.1 公里      出租车： 100 元 左右。 
 
2、合肥火车站—磬苑宾馆（安徽大学新校区） 

 
公交车：乘坐 226 路在 繁翡路口站 下车换乘 149 路公交车在容九

路口站下车，用时    1 小时 40 分钟左右/ 20.52 公里        出租

车： 45 元 左右。 



3、合肥高铁南站—磬苑宾馆（安徽大学新校区） 

 

公交车：乘坐 57 路公交车在 容九路口站 下车，用时    1 小时 34

分钟/ 15.26 公里         出租车： 30 元 左右。 

 

4、南门换乘中心—磬苑宾馆（安徽大学新校区） 

 

 

公交车：乘坐 1 路在 金休路口 下车转乘坐  149 路在 容九路口站 

下车，用时    1 小时 13 分钟/ 13 公里     出租车： 25 元 左右。   



（二）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预约电话：400-172-1188  

联系人：尹坤 经理    手机：18856029848 

地    址：合肥蜀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容成路 1 号   邮编：230601 
驾车路线：下金寨路高架由金寨路往南，上繁华大道往西，至九龙路

往右 200 米左右，左转直行 500 米即到。 
公交线路：乘坐 128 路或 149 路或 57 路至“容九路口”站下车步行

300 米左右。 
注：本酒店离会场较近（可自行选择）。 



1、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乘坐： 机场巴士 4 号线，经过 1 站，到达汽车客运西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6 站，到达十里庙，步行约 320 米，到达怀宁路，乘坐

128 路公交，经过 19 站，到达容九路口下车，步行 300 米左右。用

时   约 2 小时 40 分钟/45.1 公里      出租车： 100 元 左右。 

2、合肥火车站—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公交车：乘坐 226 路在 繁翡路口站 下车换乘 149 路公交车在容九

路口站下车，步行 300 米左右。用时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20.5
公里        出租车： 40 元 左右。 



3、合肥高铁南站—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公交车：乘坐 57 路公交车在 容九路口站 下车，步行 300 米左右。

用时    1 小时 34 分钟/ 15.26 公里         出租车： 30 元 左右。 
 
4、南门换乘中心—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公交车：乘坐 1 路在 金休路口 下车转乘坐  149 路在 容九路口站 

下车，步行 300 米左右。用时    1 小时 20 分钟/ 13.5 公里        

出租车： 25 元 左右。 

 

 



（三）格林豪泰决策大厦商务酒店自驾路线图及宾馆信息 

1、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格林豪泰 

 

格林豪泰合肥繁华大道决策大厦商务酒店电话：0551-63361998  
地    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与九龙路交叉口 
驾车路线：下金寨路高架由金寨路往南，上繁华大道往西，至九龙路

往右 50 米左右，路右手边决策大厦内。 

公交线路：乘坐 128 路或 149 路或 57 路至“容九路口”店） 

 

乘坐： 机场巴士 4 号线，经过 1 站，到达汽车客运西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6 站，到达十里庙，步行约 320 米，到达怀宁路，乘坐

128 路公交，经过 19 站，到达 繁九路口 下车。用时   约 2 小时 10
分钟/45.1 公里      出租车： 100 元 左右。 



2、合肥火车站—格林豪泰（合肥繁华大道决策大厦店） 

 

公交车：乘坐 226 路在 繁翡路口站 下车换乘 149 路公交车在繁九

路口站下车，用时    1 小时 20 分钟左右/ 20 公里        出租车： 
40 元 左右。 
 
3、合肥高铁南站—格林豪泰（合肥繁华大道决策大厦店） 

 
 

公交车：乘坐 57 路公交车在 繁九路口 下车，用时    1 小时 25 分

钟/ 15 公里         出租车： 33 元 左右。 



4、南门换乘中心—格林豪泰（合肥繁华大道决策大厦店） 

 

公交车：乘坐 1 路在 金休路口 下车转乘坐  149 路在 繁九路口站 

下车，用时    1 小时 13 分钟/ 13 公里     出租车： 25 元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