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附近酒店

酒店类型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房间价格

（人民币）

高档型

客栈民宿
昆明无意间公寓

昆明市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山海

湾
18908843959

298 一居室 2 人

558 三房 6人

舒适型

客栈民宿
昆明途涂客栈

昆明西山区滇池路 1312 号云南

民族村广场旁
0871-64585155 468 起

客栈民宿
昆明 26Life 族迹云南

民族创意客栈滇池店

昆明西山区滇池卫城欣街坊B区

52 栋
0871-64613667

标间 240 起

大床 260 起

客栈民宿 昆明山木居客栈
昆明西山区观景路 16 号（滇池

对面）
0871-64596903

单间 338

标间 358

客栈民宿
昆明孟家精品客栈官

渡古镇店

昆明官渡区官渡古镇季宏路宝

澜苑 59 栋 7号（云南省博物馆

西侧，官渡区政府对面）

0871-65621117
大床 118-168

标间 138-168

豪华型

昆明海丽宾雅帕佛伦

斯度假酒店（五星酒

店）

昆明市官渡区官南大道与广福

路交汇处 (官渡区)
0871-66326666

单间 980

标间 980

（充值 1万可办会员

卡，享 6折优惠，送 5

个单/标间，2 个套房）

豪华型 昆明擎天新悦酒店
昆明官渡区季宏路银海金岸A座

(世纪城)
0871-63388888 638 起

高档型
昆明君逸豪廷假日酒

店官渡古镇店

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中段强林

石化加油站旁 (世纪城)
0871-63355838

单间 238/268

标间 248/278

每日限量特价房1-2间

100 左右

舒适型 昆明木尔主题酒店

昆明市西山区环湖东路与前兴

路交叉口（金海新区商业广场

2-2）(滇池风景区)

0871-63511117

小单间 408

大单间 508

标间 408

舒适型 昆明嘉能大酒店

昆明官渡区六甲新二村居委会

旁（新二公交车站旁）(滇池风

景区)

0871-67179888
单间 168

标间 148

商务型酒店 昆明皇之城精品酒店

昆明官渡区昆明市官渡区官南

大道福保路凯旋利车博汇内

(官渡区)

0871-65652828
单间 338

标间 338

商务型酒店 昆明楚瑞大酒店
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中营街道

云瑞医院前行200米 ( 世纪城)
0871-64189666

单间 208

标间 168/208

商务型酒店
昆明大自然风情园酒

店

昆明湖滨路昆明体育训练基地

旁边 (滇池风景区)

0871-64311508

需在美团/携程/去哪儿订

房

305 起

昆明市内五星酒店

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预订电话



洲际酒店 西山区怡景路 5号 0871-63188888

七彩云南温德姆豪廷大酒店 西山区滇池路 569 号 0871-68177777

昆明华邑酒店 西山区红塔西路 5 号 0871-65558888

昆明湖景酒店 西山区兴体路 10 号 0871-64317666

昆明阳光酒店 西山区滇池路 555 号 0871-68508888

昆明万达文华酒店 西山区前兴路 888 号 0871-68038888

昆明索菲特大酒店 西山区环城南路 777 号 0871-68639888

昆明阳光酒店 西山区滇池路南亚风情第一城 0871-68508888

天恒大酒店 五华区青年路 432 号 0871-63186666

翠湖宾馆 五华区翠湖南路 6 号 0871-65158888

昆明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五华区青年路 399 号 0871-63158888

君乐酒店 五华区洪化桥 20 号 0871-65386688

佳华广场酒店 官渡区北京路 157 号 0871-63562828

世纪金源大饭店 官渡区迎宾路 1号 0871-67388888

绿洲大酒店 盘龙区拓东路 80 号 0871-63189999

昆明震庄迎宾馆 盘龙区北京路 514 号 0871-63100088

昆明世博花园酒店 盘龙区世博路 5号 0871-66033005

昆明晟世仟和酒店 盘龙区沣源路小康大道交汇处 0871-65238666

昆明南亚风情园豪生大酒店 呈贡新区春融街 888 号 0871-65918888

枫叶王府酒店 呈贡大学城云南民族大学致远路 0871-68049800

昆明鑫盛达宏晟国际酒店 呈贡区兴呈路斗南路口 2888 号 0871-67471888

昆明市内四星酒店

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预订电话

昆明文汇酒店 五华区学府路 253号 0871-65526868

新纪元大酒店 五华区东风西路 1号 0871-63624999

昆明希桥酒店 五华区江滨西路 1号 0871-65116666



昆明金泉大酒店 盘龙区人民东路 93号 0871-63196888

昆明西南宾馆 西山区西昌路 148号 0871-66287777

滇池温泉花园国际大酒店 西山区滇池路 1316号 0871-64334666

怡景园度假酒店 西山区滇池路 1288号 0871-64313338

滇池大酒店 西山区怡景路 9号 0871-64334888

昆明荷泰花园酒店 西山区日新中路 393号 0871-63959999

云安会都酒店 西山区石安公路马街路口 0871-68175666

望湖宾馆 西山区红塔西路 15号 0871-64328888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官渡区关上双福路 401-01 号 0871-67157999

高原明珠酒店 官渡区永中路 288号 0871-67380888

中玉酒店 官渡区国贸路 379号 0871-68515637

泰隆宏瑞饭店 官渡区春城路 279号 0871-63559999

泰丽国际酒店 官渡区环城南路 39号 0871-63305888

昆明海天酒店 官渡区拓东路 29号 0871-63133588

昆明中心假日酒店 盘龙区东风东路 29号 0871-63165888

金鹰广场酒店 五华区青年路威远街 168号 0871-65098888

昆明威龙饭店 五华区沿河路 42号 0871-63616688

华地王朝大酒店 五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52号 0871-68115555

官渡大酒店 官渡区关上日新路 282 号 0871-67169988

昆明饭店 盘龙区东风东路 52号 0871-63162063

昆明锦江大酒店 官渡区北京路 98号 0871-63138888

云南经贸宾馆 五华区青年路 298号 0871-6319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