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学会第 30 届学术年会 

会场周边宾馆信息 
 

1. 大连星海假日酒店（五星级，400-1000 元） 

 

地址：中国•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C1 区 32 号 

交通：距机场、客运码头 20 分钟车程，距市中心及火车站 15 分钟车程。 

电话：+86 0411-84677777 

邮箱：bayshore@126.com 

网址：http://www.dalianbayshorehotel.com/index.html 

 

2. 大连百年汇豪生酒店（五星级，500-2000 元）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会展路 95 号 海滨风景旅游度假区 

交通：距市中心及火车站 15 分钟车程；距大连理工大学 6 公里。 

电话：4006-022-066 转 10524 

邮箱：sales@howardjohnsondalian.com 

网址：http://www.howardjohnsondalian.com 

 

3. 大连凯宾斯基酒店（五星级，700-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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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92 号（位于人民路，近中山广场）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12.6 公里，驾车 25 分钟 

电话: +86 0411-8259 8888 

邮箱: rsvn.dalian@kempinski.com 

网址：http://www.kempinski.com/zh-cn/dalian/hotel-dalian/welcome/ 

 

4. 大连香洲花园酒店（五星级，400-1000 元） 

 

地址：大连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近市人民政府) 

交通：公交 406 路、23 路、533 路直达，距大连理工大学 10.1 公里，早高峰驾车 41 分钟。 

电话：+86 0411-88856688   转 72023 

邮箱：无 

网址：http://www.sweetlandhotel.com 

 

5. 大连雅乐轩酒店（五星级，400-1000 元） 

 

地址：大连中山区鲁迅路 18-1 号 

交通：公交 23 路、533 路直达，距大连理工大学 14.6 公里，早高峰驾车 48 分钟。 

电话：400-6191-303 

网址：http://aloftdalian.vip.lechengol.com 

 

6. 大连君悦酒店（五星级，880-2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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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星海广场 C3 区 33 号 

交通：公交 406 路、23 路、901 路直达，距大连理工大学 7.1 公里，早高峰驾车 23 分钟。 

电话：+86 0411-39881234 

邮箱：dalian.grand@hyatt.com 

网址：http://dalian.grand.hyatt.com/zh-Hans/hotel/home.html 

 

7. 大连星海高尔夫商务酒店（星海广场）（三星级，150-500 元）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河路 29-2 号（会展路与星河路交汇处）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约 8 公里，驾车 21 分钟 

电话：+86 0411-84113999（百度） 

网址：无官网 

 

8. 大连南航明珠大酒店（三星级，240-600 元）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 69 号（周水子国际机场对面） 

交通：近大连国际机场，距大连理工大学 11.9 公里，早高峰驾车 29 分钟。 

电话：+86 0411-86665558 

网址：http://www.dl.cspear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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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华录宾馆（三星级，160-500 元） 

 

地址：大连甘井子区七贤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路 31 号(近黄浦路) 

交通：28 路、3 路、531 路、202 路公交直达，距大连理工大学 8 公里，早高峰驾车 15 分钟。 

电话：+86 0411-84793888 

网址：无官网 

 

10. 速 8 酒店（大连星海公园店）（三星级，180-300 元）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72 号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3.9 公里，公交 901 路、406 路、23 路直达；驾车 15 分钟。 

电话：+86 0411-39907888（百度） 

网址：无官网 

 

11. 大连欣半岛酒店（无星，300-700 元） 

 

地址：大连沙河口黄浦路 199 号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2.7 公里，公交 406 路、901 路、10 路、23 路直达；，驾车 10 分钟。 

电话：+86 0411-39700888（百度） 

网址：无官网 

 



12. 大连理工大学学术交流公寓（无星，180-600 元） 

 

地址：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近大连理工大学东门） 

交通：距离大连国际机场 11.9 公里，驾车 25 分钟；公交/地铁约 1 小时 30 分钟。 

电话：+86 0411-62628888（百度） 

网址：无官网 

 

13. 大连理工大学后勤宾馆三部（无星，100-300 元）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北路新新园 2 号（近凌水路） 

交通：距离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12 公里；距离大连火车站 10.8 公里 

电话：+86 0411-62915666（百度） 

网址：无官网 

 

14. 星海湾印记酒店（大连星海公园店）（无星，100-400 元） 

 

地址：沙河口区西南路 62 号(毗邻星海公园，星海广场，黑石礁，和平广场)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3.8 公里，公交 533 路、901 路、406 路、23 路直达，驾车 11 分钟。 

电话：+86 0411-82659555（百度） 

网址：无官网 

 



15. 汉庭酒店（大连海事大学店）（无星，100-300 元） 

 

地址：凌河街 1 号(大连海事大学正门斜对面,黄浦路与凌河街交汇,近万达广场)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1.9 公里，公交 406 路、3 路、10 路、28 路直达；驾车 10 分钟。 

电话：+86 0411-84664777 （百度） 

网址：无官网 

 

16. 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公寓（无星，160-200 元） 

地址：大连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凌水路 1 号近东海路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 2.6 公里，公交 406 路、3 路、10 路直达；驾车 15 分钟。 

电话：+86 0411-84723945 （百度） 

网址：无官网 

 

17. 大连阳光居学府酒店（无星，100-200 元）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路 43 号 

交通：距大连理工大学西便门向南步行 500 米 

电话：+86 0411-83645500 

网址：无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