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名称：中山大酒店（四星） 

 

酒店地址：大连 中山区 解放路 3-5号 

 

酒店介绍：大连中山大酒店坐拥大连市青泥洼黄金商圈全景商务至高点，百步之遥临身大连各大知名商场。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约 10公里，步行 350米至友好广场站， 乘坐 23路公交车 

至理工大学东门下车，步行 190米即到；打车约 28分钟 25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约 15公里，步行 715米至虹港路站，(C口进) 乘坐地铁 2号线，在青泥洼桥站下车 (E

口出)，步行 527米至中山大酒店；打车 30分钟 28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约 1.3公里，步行即可到达酒店；打车 4分钟 10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约 17 公里，乘坐地铁 1 号线,在中长街站下车，步行 10 米至沙河口火车站，乘坐 411

路,在青泥洼桥站下车，步行 392米至中山大酒店；打车 40分钟 45元左右。 

 

    

单人间（30-32平米）                 标准间（30-32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外观 

            

 



酒店名称：渤海明珠酒店（四星） 

 

酒店地址：大连 中山区胜利广场 8号 

 

酒店介绍：大连渤海明珠酒店地处大连市的商业、交通中心，位居大连市的黄金商圈，毗邻“胜利百货、

麦凯乐、大连商场等十余个大型购物中心及“天津街特色小吃一条街”，交通较为便利。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约 11公里，步行 350米至友好广场站， 乘坐 23路公交车 

至理工大学东门下车，步行 190米即到；打车约 30分钟 30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约 10公里，从机场，乘坐大连火车站-夏家河子公交车 , 在大连火车站下车，步行 145

米至大连渤海明珠酒店；打车约 30分钟，27元； 

 距离火车站：约 378米：步行 378米至大连渤海明珠酒店；  

 距离北站：约 16.5 公里：乘坐 1 路公交车于青泥洼桥站下车，步行约 350 米抵达酒店，打车约 40 分

钟，45元。 

 

   
标准间（23-25平米）                   单人间（20-25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大连博尔特大酒店（四星） 

 

酒店地址：大连 沙河口区 兴工街 4号 

 

酒店介绍：大连博尔特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商务酒店，地处大连西部繁华商圈核心地带。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7.8 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120 米至兴工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在西安路站下

车，步行 256 米至解放广场站，乘坐 26 路,在大工路站下车，步行 149 米至大连理工大学站；打车 20

分钟 18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7.5 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 , 在西

安路站下车，行 158米至西安路站，乘坐地铁 1号线，在兴工街站下车，步行 120米至博尔特大酒店；

打车 21分钟 20 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5.2公里，乘坐 909路, 在兴工街站下车，步行 257米至酒店；打车 14分钟 13 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3公里，乘坐地铁 1号线,在兴工街站下车，步行 120米至博尔特大酒店； 打车 19分

钟 29元左右。 

 

   
 

标间（30-35 平米）                    单人间（30-35 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大连昱圣苑国际酒店（四星） 

 

酒店地址：大连 沙河口区 太原街 6号 

 

酒店介绍：大连昱圣苑国际酒店是四星豪华商务酒店，主楼高 26层，地下两层总建筑面积 

40，000平方米。酒店占据大连西部商业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6.7 公里，步行 317 米至解放广场站，乘坐 26 路, 在大工路站下车，步行 149 米

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16分钟 16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8 公里，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 , 在西安路站下车 (D 口

出)，步行 225米至昱圣苑酒店；出租车 23分钟，25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7公里，从火车站出发，步行 527米至友好广场站，(A口进) 乘坐地铁 2号线,在西安路

站下车(D口出)，步行 225 米至大连昱圣苑酒店；出租车 16分钟，14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4公里，从大连北站，乘坐地铁 1号线 , 西安路站下车，步行 223米至大连昱圣苑酒

店；出租车 23分钟，32元左右。 

 

  

              标准间（20-30平米）                 单人间（20-30平米） 

   
                      酒店大堂                        酒店外观 

 

 

 

 



酒店名称：大连和颐商务酒店（三星） 

 

酒店地址：大连 沙河口区 黄河路 751号 

 

酒店介绍: 大连西安路和颐酒店于 2012年开业，是大连西安路商圈最核心位置的中高端酒店，交通出行方

便。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6 公里，从酒店步行 300 米，于盖州街站乘坐 10 路公交车，软件园站下车，步行

900米即到理工大学，打车 20分钟 16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8 公里，从机场可乘 701 路公交车，于盖州街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酒店；打车 25 分钟

20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7 公里，从火车站乘 101，39 路公交车到盖州街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酒店，打车 15 分钟

20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4公里，从大连北站，乘坐地铁 1号线 , 在西安路站下车，步行 634米至和颐酒店；

打车 21分钟 31元左右。 

  

    

            标准间 （28-35平米）                 大床房（28-35 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大连新华宫酒店（三星） 

 

酒店地址：大连 沙河口区 东北路 75-8号 

 

酒店介绍：大连新华宫酒店位于东北路，周围四通发达，毗邻西安路商圈，商场林立。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8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314米至民政街站，乘坐 26路,在大工路站 下车，步

行 149米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21分钟 19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0 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715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 , 在联合路

站下车 (B口出),步行 485 米至大连新华宫酒店；出租车 24分钟，22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3公里，从火车站出发，步行 527米至友好广场站，(A口进) 乘坐地铁 2号线 , 在联合

路站下车 (B口出)，步行 485米至大连新华宫酒店；乘坐出租车 10分钟，10 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4.5公里，从大连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号线 ,在西安路站下车，换乘坐地铁 2号线 ,

在联合路站下车 (B口出)，步行 485米至大连新华宫酒店；乘坐出租车 23分钟，33元左右。 

 

   

             标准间（25-28平米）                      单人间（23-26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准三星） 

 

酒店地址：大连沙河口区中山路 721号  

 

酒店介绍：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座落于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左临星海公园景区，右邻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酒店门口是黑石礁汽车站，紧邻大连市区，交通便利。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3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537米至黑石礁站，乘坐 23路,在理工大学东门站下车，

步行 194米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7分钟 10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3 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 , 在交通

大学站 下车 (C口出)，换乘 25路 ,在星海公园站下车，步行 1km至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租车 28分

钟，29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10 公里，步行 543 米乘坐 531 路,在黑石礁站下车，步行 586 米至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

出租车 28分钟，24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8公里，乘坐地铁 1号线 , 在兴工街站下车，步行 166米至兴工街站，乘坐 202

路 (或 528路 ) , 在黑石礁站下车，步行 536米至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出租车 34分钟，40元左右。 

   

            标准间（25 平米）                    单人间（25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大连格林商务酒店（连锁酒店） 

 

酒店地址：大连 高新园区 火炬路 21号 

 

酒店介绍：大连格林商务酒店位于大连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基地和文化产业的中心地带。这里交通快捷便利，

有多路公交车。客房内设有有线电视、国内国际长途电话、免费宽带上网、独立空调、24 小时

热水、独立淋浴间。酒店设有餐厅、羽毛球场。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3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477米至高新园区站，乘坐 202路,在海事大学站下车，

步行 1.1公里至大连理工大学站；打车 7分钟 10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5 公里，步行 715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乘坐地铁 2 号线,在湾家站下车(B 口出)，步

行 284 米至湾家村站，乘坐 3 路,在高新园区下车，步行 461 米至大连格林商务酒店；打车 35 分钟 35

元； 

 距离火车站：15 公里，步行 555 米至站北广场，乘坐站北广场-旅顺,在高新园区站下车，步行 460 米

至大连格林商务酒店；打车 34分钟 31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23公里，从大连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号线,在西安路站下车，步行 286米至解放广场

站，乘坐 202路, 在高新园区站下车，步行 461米至大连格林商务酒店；打车 41分钟 47元左右。 

 

  
标准间（15 平米）                         单人间（13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汉庭大连（海事大学店）（快捷连锁酒店） 

 

酒店地址：大连 沙河口区 凌河街一号 

 

酒店介绍：酒店位于高新园区、星海湾、软件园商圈，公交枢纽海事大学站旁，可步行至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轻工学校,万达广场和锦辉商城沃尔玛.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500米；步行即可到达； 

 距离大连机场：14公里，从机场，步行 773米至虹港路站，(C口进) 乘坐地铁 2号线 ,在交通大学站

下车 (C 口出)，换乘 10 路,在海事大学站下，步行 259 米至汉庭酒店(海事大学店)；出租车 33 分钟，

32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13 公里，从火车站乘坐 531 路 , 在海事大学站下车，步行 259 米至汉庭酒店(海事大学

店)；出租车 33分钟，30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9.4 公里，从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 ,在西安路站 下车，步行 286 米至解放广场站，

乘坐 202路,在海事大学站下车，步行 510米至汉庭酒店(海事大学店)，出租车 39分钟，40元左右 

 

  

标准间（22 平米）                         单人间（15 平米） 

 

                                     酒店外观 



酒店名称：汉庭酒店（黑石礁店）（快捷连锁酒店） 

 

酒店地址：大连市 沙河口区 尖山街 241号 

 

酒店介绍：酒店位于星海广场商圈,黑石礁汽车站对面,毗邻东北财经大学,理工大学,海事大学,海洋大学,

门前多条线路通往圣亚海洋世界,旅顺,和平广场,火车站,步行星海广场 10分钟路程。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4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417米至黑石礁站，乘坐 23路,在理工大学东门站下车，

步行 194 米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11分钟 11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2.4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527米至虹港路站，(C口进) 乘坐地铁 2号线 ,在交通

大学站下车(C口出)，换乘坐 25路加车 (或 25路 ),在星海公园站下车，步行 946米至汉庭快捷酒店(黑

石礁店)；出租车 27分钟，29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9.7 公里，步行 317 米至大连火车站，乘坐 531 路 , 在黑石礁站下车，步行 443 米至汉

庭快捷酒店(黑石礁店)；出租车 26分钟，23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17.87公里，乘坐地铁 1号线 ,在兴工街站下车，步行 166米至兴工街站，乘坐 202路 

(或 528路 ) ,在黑石礁站 下车，步行 443米至汉庭快捷酒店(黑石礁店)； 出租车 33分钟，40元左

右。 

      

               标准间（25平米）                       单人间（25平米） 

   

                    房间卫生间                          酒店大堂 



酒店名称：大连莫泰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快捷连锁酒店) 

 

酒店地址：大连高新园区黄浦路 626号 

 

酒店介绍：莫泰 168（大连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位于高新园区黄浦路中心路段。酒店位置优越，近邻高新

园区政府，周边有大连软件园、IBM软件园等 20余个专业软件园，金融机构丰富。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2.7 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167 米至华信软件大厦站，乘坐 531 路(或 28 路,3

路),在锦辉高新店站下车，步行 143米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7分 钟 10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5.7 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在湾家

站下车(B 口出)，步行至湾家村站，乘坐 3 路 , 在华信软件大厦站下车，步行至大连莫泰酒店高新园

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36分钟，35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13.9 公里，从火车站出发步行 288 米至站北广场，乘坐站北广场-旅顺 , 在高新园区站

下车，步行 528米至大连莫泰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37 分钟，32 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21公里，从大连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号线 , 在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 242米至会展

中心站；乘坐站北广场-旅顺横山寺加车 (或 531路, 202路, 28路 ) , 在中国华录站下车，步行 511

米至大连莫泰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42分钟，47元左右。 

   
              标准间（20-22平米）                   单人间（20-22平米） 

 

酒店大堂                                   房间卫生间 



酒店名称：大连如家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快捷连锁酒店) 

 

酒店地址：大连高新园区黄浦路 620号 

 

酒店介绍：如家快捷酒店（大连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是市区到旅顺口区的必经之路。靠近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大学。银行、超市、医院遍布酒店周围，周边交通便利，

公交车可直达火车站，感受浪漫之都、尽览滨城美景。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2.7 公里，从酒店出发，步行 167 米至华信软件大厦站，乘坐 531 路(或 28 路,3

路),在锦辉高新店站下车，步行 143米至大连理工大学；打车 7分 钟 10元左右； 

 距离大连机场：15.7 公里，从机场出发，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在湾家

站下车(B 口出)，步行至湾家村站，乘坐 3 路 , 在华信软件大厦站下车，步行至大连如家酒店高新园

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36分钟，35元左右； 

 距离火车站：13.9 公里，从火车站出发步行 288 米至站北广场，乘坐站北广场-旅顺 , 在高新园区站

下车，步行 528米至大连如家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37 分钟，32 元左右； 

 距离大连北站：21公里，从大连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号线 , 在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 242米至会展

中心站；乘坐站北广场-旅顺横山寺加车 (或 531路, 202路, 28路 ) , 在中国华录站下车，步行 511

米至大连如家酒店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店；出租车 42分钟，47元左右。 

 

              大床房（20平米）                      双床房（20 平米） 

   
                酒店大堂                                   房间卫生间              



酒店名称：大连德翔宾馆/大连阳光居宾馆（快捷宾馆） 

 

酒店地址：大连 高新园区 凌水路 43 号，近旅顺南路。 

酒店介绍：大连德翔快捷酒店地处黑石礁商业区，位于大连理工大学与大连海事大学之间，毗邻大连会展

中心及星海广场，交通较为便利。 

酒店交通： 

 距离大连理工大学:362米，步行 6分钟即可到达； 

 距离大连机场:11 公里,从大连机场，步行 773 米至虹港路站，(C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在交通大学

站下车 (C 口出)，换乘坐 10 路, 在栾金东街站下车，步行 708 米至大连德翔宾馆；打车 31 分 钟 27

元左右； 

 距离大连火车站：12 公里，从火车站步行 807 米至青泥洼桥站，(E4 口进) 乘坐地铁 2 号线，在人民

广场站 下车 (B 口出)，步行 268 米至人民广场站，乘坐 406 路, 在理工大学站下车，步行 237 米至

大连德翔宾馆；打车 34分钟 28元； 

 距离大连北站：19公里，从大连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号线 ,在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 242米至会展

中心站，乘坐 406路 ,在理工大学站下车，步行 237米至大连德翔宾馆；打车 38分钟 42元左右。 

  

   
标准间（15-20平米）              单人间（15-20平米） 

   

             家庭房（20-30平米）                    酒店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