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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场交通指南 

1. 火车站 

1）北京西站 → 北京紫玉饭店（6.6 公里） 

出租车约 20 分钟，20 元；  

地铁约 30 分钟：乘坐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馆方向），北

京西站上，白石桥南站站内换乘地铁 6 号线（海淀五路居方

向），在花园桥站下（D2 口出），步行 1 公里至北京紫玉

饭店 

 

 

2）北京站 → 北京紫玉饭店（15.3 公里） 

出租车约 50 分钟，50 元； 

地铁约 50 分钟：乘坐地铁 2 号线（外环），北京站上，朝阳门站站内换乘地铁 6 号线（海淀五路居方向），在花园桥站

下（D2 口出），步行 1 公里至北京紫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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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南站 → 北京紫玉饭店（14.3 公里） 

出租车约 50 分钟，50 元； 

地铁约 50 分钟：乘坐地铁 4 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北京

南站上，平安里站站内换乘地铁 6 号线（海淀五路居方向），

在花园桥站下（D2 口出），步行 1 公里至北京紫玉饭店 

 

 

2. 机场 

1）首都国际机场 → 北京紫玉饭店（45 公里） 

出租车约 60 分钟，110 元； 

地铁约 90 分钟：乘坐机场线，T2 或 T3 航站楼上，东直门站下次，东直门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外环），在车公庄站站内

换乘 6 号线（海淀五路居方向），在花园桥站下（D2 口出），步行 1 公里至北京紫玉饭店 

 

机场大巴约 120 分钟：乘机场大巴公主坟线，首都机场 T1 或 T2 或 T3 航站楼上，在航天桥站下，步行 0.7 公里至北京

紫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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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南苑机场 → 北京紫玉饭店（25 公里） 

出租车约 60 分钟，75 元； 

机场大巴：乘机场大巴西客站、公主坟专线，南苑机场上，公主坟南站下，公主坟南站换乘 968 路或运通 201 线或运通

103 线，在花园桥站下，步行 0.4 公里至北京紫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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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场住宿推荐 

会址：北京紫玉饭店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55 号   

酒店 地址 路程 路线 

7 天连锁酒店(北京花园桥地铁

站店)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花园桥  1km 步行 14min 

广东大厦 海淀区岭南路 36 号（近首都师范大学） 1.1km 步行 15min 

汉庭酒店(北京首体店)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桥院南路 18 号 1.5km 步行 20min 

速 8 酒店(北京紫竹院南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8 号（中国企

业家协会斜对面） 
1.5km 步行 20min 

如家快捷酒店(北京花园桥店)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1 号 1.6Km 步行 20min，打车 14 元 

如家快捷酒店(北京紫竹桥店)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甲 3 号（西三环

紫竹桥东北角广源大厦） 
2.2km 步行 30min，打车 14 元 

汉庭酒店(紫竹桥店) 
北洼路 4 号（紫竹院路香格里拉饭店西

行 100 米路北侧） 
2.4km 步行 30min，打车 14 元 

锦江之星酒店(苏州桥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万寿寺甲28号 2.9Km 

打车 16 元左右 

在万寿寺站乘坐 74 路，

645,323 等在花园桥南站，

下车过天桥步行 490m 到

北京紫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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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会场交通指南 

1. 火车站 

1）成都东站 → 国栋成都大酒店（10 公里） 

出租车约 30 分钟，25 元； 

地铁约 35 分钟：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成都东站上，在天府广场站下（C 号口出），步行 900 米至国栋成都大

酒店。 

 

 

2）成都火车北站 → 国栋成都大酒店（6 公里） 

出租车约 30 分钟，20 元； 

地铁约 25 分钟：乘坐地铁 1 号线（科学城方向），成都火

车北站上，在锦江宾馆站下（A 西北口出），步行 700 米

至国栋成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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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场 

1）双流国际机场 T1/T2→国栋成都大酒店（18 公里） 

出租车约 40 分钟，50 元； 

地铁约 55 分钟：地铁 10 号线（太平园方向），双流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上车，太平园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3 号线（军

区总医院方向），在省体育馆站站内换乘 1 号线（韦家碾方向），在锦江宾馆站下（A 西北口出），步行 700 米至青松

城大酒店 

 

 

2）双流国际机场 T1/T2→国栋成都大酒店（18 里） 

出租车约 40 分钟，50 元； 

机场专线约 70 分钟： 

T1 航站楼，乘坐机场专线 1 号线，双流国际机场 T1 上，在岷山饭店站下，步行 1000 米至国栋成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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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会场住宿推荐 

会址：国栋成都大酒店 成都青羊区陕西街 195 号   
 

酒店 地址 路程 费用 

国栋成都大酒店 成都青羊区陕西街 195 号 - 300 元左右 

成都市西姆善居酒店 成都青羊区陕西街 130 号 100m 500 元左右 

西御饭店 天府广场西御街 B 座 14 楼 J 号 450m 300 元左右 

7天连锁酒店(成都天府广场

地铁站店) 
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106 号附 4 200m 250 元左右 

汉庭酒店(成都天府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路 8 号 650m 280 元左右 

嘉好悦美酒店(天府广场店) 成都市青羊区文翁路 139 号附 6 250m 550 元左右 

城市名人酒店 
锦江区人民南路一段 122-124 号中铁名人

大厦 
610m 880 元左右 

新华海颐蓉城饭店 成都青羊区陕西街 130 号附 2 号 100m 150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