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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亲爱的各位老师： 

踏着春天的脚步，我们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生活。在这新学年伊始之际，《南

开大学商学院协议酒店名录（2014 版）》也正式发布了！（撒花庆祝\(^o^)/~） 

在过去的 2013 年，我们初次尝试制作发布的《南开大学商学院协议酒店名

录（2013 版）》，受到了各位老师的普遍肯定和喜爱，作为制作者的我们，感到

非常开心。新的一年，我们再接再厉，通过和各类酒店积极努力的进行洽谈沟通，

成功将与商学院签订协议价格的星级酒店由原先的 8 家，拓展为现在的 14 家，

既有协议酒店的价格优惠比例和幅度上也产生了一定程度地提升。快捷酒店方面，

最新加入的锦江之星连锁酒店天津鞍山西道店，就位于白堤路与航星道交口的科

研东路 6 号，即我们南开大学教工住宅龙兴里小区的斜对面，成为了除大家已经

熟知的位于航海道口的汉庭快捷白堤路店以外，离我们最近的快捷酒店。价格方

面锦江之星连锁酒店天津鞍山西道店也面对商学院给出了低于其他会员公司门

市价 9 折的 8.5 折优惠，可以成为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 

希望这份新鲜发布的《南开大学商学院协议酒店名录（2014 版）》能够在新

的一年中，继续为各位老师的接待出行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这将使我们不胜

荣幸和开心，也是对我们工作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新的一年，衷心祝福大家工作顺顺利利，生活开开心心！ 

 

                                                    商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3 月 1 日 

http://www.jinjianginns.com/resv/resv1----1200------2014-02-28---2014-03-01----00-----1.html
http://www.jinjianginns.com/resv/resv1----1200------2014-02-28---2014-03-01----00-----1.html


协议酒店名录 

（点击酒店名称 查看详细协议价格及其获取方式） 

 

星级酒店 

 金泽大酒店 

 赛象酒店 

 泰达国际会馆 

 汇高花园酒店 

 美都大酒店 

 美豪酒店 

 鑫茂天财酒店 

 君隆威斯汀酒店 

 喜来登大酒店 

 万丽天津宾馆 

 皇家金煦酒店 

 金皇大酒店 

 新桃园酒店 

 夏日荷花酒店 



快捷酒店 

 华住连锁酒店 

（包括旗下“汉庭快捷酒店”、“全季酒店”、“星程

酒店”、“海友客栈”四大品牌酒店） 

 如家连锁酒店 

（包括旗下“如家快捷酒店”、“莫泰 168 酒店”、

“和颐酒店”三大品牌酒店） 

 锦江之星连锁酒店 

 7 天连锁酒店 

 格林豪泰连锁酒店 

 兴元丽家快捷酒店 

 

校内宾馆 

 南开大学校内宾馆 

（南开大学校内设有明珠园宾馆、爱大会馆、静园

宾馆、谊园宾馆、嘉园宾馆五家宾馆） 



酒店名称：金泽大酒店 

酒店地址：南京路 338 号（近海光寺） 

酒店电话：022-27466666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金泽大酒店合同价格 

Room Type 

房间类型 

Published Rate (RMB) 

门市价（人民币） 

Corporate Rate (RMB) 

合同价（人民币） 

Standard Floor          普通楼层 

Standard Kingsize 

标准大床间（SDK） 
￥1481 ￥450 

Deluxe Kingsize 

豪华大床间（BSK） 
￥1596 ￥500 

Deluxe Twin 

豪华双床间（BST） 
￥1596 ￥500 

Suite Room 

标准套房(SS) 
￥1941 ￥880 

Deluxe Suite 

豪华套房(DS) 
￥2401 ￥1280 

Executive Floor        行政楼层 

Executive Kingsize 

行政大床间(ESK) 
￥1826  ￥650 

Executive Suite 

行政套间(ES) 
￥2171  ￥1080 

 

 以上房价均含一份自助早餐，另加自助早餐需支付人民币 50元/份，净价。 

 以上房价已包含 15%服务费。 

所有房间均可以享受的免费服务项目 

 免费提供每日的本地或英文报纸 

 免费矿泉水 

 房间内提供免费茶和咖啡 

 免费使用保险箱 

 免费卫星电视 

 24小时冷热水 

 免费宽带上网（客房内） 

 免费市话 

 房间内语音留言服务 

 免费开夜床服务 

 免费停车场 

 



酒店名称：赛象酒店 

酒店地址：南开区南开区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8 号 

酒店电话：022-237688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Room Type房型 Published Rates门市价 Corporate Rates公司协议价 

Standard Floor (5F-18F) 

Deluxe Room 豪华间 1587 558 

Deluxe Suite 豪华套间 2047 1255 

Apartment King Bed Suite 公寓套间 2507 1255 

Executive Floor (19F-24F) 

Executive Room 行政间 1817 758 

Ambassador Suite 大使套间 4232 2150 

 All rates listed on this contract letter are net rate, per room per night for single 

or double occupancy, inclusive of 15% service charge. 

以上价格均为净价，已包含 15% 服务费 

 All rates are inclusive of one complimentary Buffet Breakfast at Café de Tresor, 

an additional breakfast will be charge at RMB 113 net. 

以上价格均包含一份中西式自助早餐，另加一份早餐需支付人民币 113 元净价 

 This corporate rate is only applied for FIT. For any group reservation (10 rooms 

or above)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hotel’s sales person.  

以上价格只为散客价格，如团队预订(10 间房或以上)直接与销售人员联系 

 All rates listed on this contract letter are not commissionable. 

此合同中所有价格不享受返佣 

 Promotion rates will be option, if hotel’s seasonal promotion rates are lower 

than contract rates. 

如酒店季节推广价格低于本协议价格，则客人可选择享受推广价格 

 The extra bed will be charged at RMB200 net. 

加床人民币 200 元 

Blackout Date for contract rate  

合同价格不适用日期 

Blackout Date for contact rate is from Sept. 8th, 2014 till Sept.12th, 2014.   

合同价格不适用于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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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泰达国际会馆 

酒店地址：南开区复康路 7 号增 2 号 

酒店电话：022-58695555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酒店名称：汇高花园酒店 

酒店地址：南开区白堤路 236 号增 1 号 

酒店电话：022-87897777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优惠协议房价 

房型 门市价格 协议优惠价格 备注 

商务单人间 RMB1080.00  RMB398.00 含早 

商务双人间 RMB1080.00  RMB398.00 含早 

高级单人间 RMB1280.00  RMB418.00 含早 

高级双人间 RMB1280.00  RMB408.00 含早 

豪华单人间 RMB1380.00 RMB468.00 含早 

豪华双人间 RMB1380.00  RMB468.00 含早 

高级行政套房 RMB3080.00 RMB980.00 含早 

1、免收 15%的服务费，免费为入住客人赠送价值 48 元/份的中西自

助早餐； 

2、免费使用健身房设施； 

3、每天免费享用两瓶矿泉水和入住套房免费提供当日报纸； 

4、免费有线宽带和免费停车、24 小时冷热水、客房内配有冰箱和保

险箱； 

5、宾客仅需一次性入住 30 天以上的，即可享受长住房价格，具体

价格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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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美都大酒店 

酒店地址：河西区围堤道 117 号(友谊路口) 

酒店电话：022-2836181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客 房 协 议 价 格 表 

房间类型 门市价（元） 协议价（元） 免费早餐 备  注 

经济间 RMB580+15% RMB298 含单早 

每增加一份

早餐加

RMB48 元 

双床标准间 RMB800+15% RMB360 含单早 

大床标准间 RMB800+15% RMB360 含单早 

双床豪华标准间 RMB980+15% RMB458 含单早 

大床豪华标准间 RMB980+15% RMB458 含单早 

普通套房 RMB1280+15% RMB588 含单早 

行政套房 RMB1800+15% RMB888 含单早 

豪华套房 RMB3800+15% RMB3000 含单早 

酒店提供的服务项目 

★★所有客房均可享受 

   免费矿泉水 

   延迟退房到下午 2：00 

   免费宽带上网 

   免费使用酒店健身中心及游泳池 

   开夜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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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美豪酒店 

酒店地址：南开区育梁道 26 号 

酒店电话：022-58397666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在我集团旗下门店均可享受商务公司协议价格，具体门店如下： 

酒店名称 地址 邮编 传真 电话 

西安美华金唐国际酒店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79 号  710002 029-87637622   029-87616666 

旬阳美华大酒店 陕西旬阳县祝尔康大道西段 725711 0915-7208088 0915-7208008 

西安美华明阳酒店 西安市莲湖路 30 号 710003 029-87324696 029-87324688 

美豪常熟国际酒店 江苏省常熟市方塔街 106 号 215500 0512-52229288 0512-52989999 

美豪酒店上海多伦店 上海市四川北路 1885 号 200081 021-56963390 021-56966969 

美豪酒店上海长寿店 上海市长寿路 1086 号 200042 021-62311616 021-52562222 

 

房间类型 门市房价 协议价 

标准房 428 338 

商务房 498 368 

商务数码房 528 388 

行政数码房 558 428 

行政套房 628 528 

1、以上房价均含双早；2、免费提供宽带上网、无线 wifi、每天每间夜二瓶矿泉水； 

3、每间房加床价格：200/床/间夜（含单早）；4、自动麻将房在协议价格上浮 R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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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鑫茂天财酒店 

酒店地址：南开区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榕苑路 1 号 

酒店电话：022-23080088 230808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房型 楼层 门市价格 协议价格 备注 

普通标准间（双人间） 14F-15F RMB680.00 RMB298.00 含早餐 

商务标准间（双人间） 24F-26F RMB780.00 RMB328.00 含早餐 

豪华标准间（双人间） 19F-23F  RMB880.00 RMB380.00 含早餐 

商务套间（大、双床） 19F-23F RMB1380.00 RMB450.00 含早餐 

行政套间（大床） 24F-26F RMB1680.00 RMB580.00 含早餐 

注：1、以上协议价格已包括 15%服务费和 3%城市建设费。 

2、早餐为中西式自助，如需增加早餐另收 68 元/位。 

3、加床：80 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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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酒店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01 号 

酒店电话：8008 688 688 或 4008 688 688 （手机用户）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酒店名称：天津喜来登大酒店 

酒店地址：河西区紫金山路 31 号（近天塔湖） 

酒店电话：022- 273133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楼层 房型 门市价 协议价 

普通楼层 

高级间 2400 700 

豪华间 2500 800 

套房 4500 1600 

SPG 楼层 
商务豪华间 3000 900 

商务套房 5000 1800 

行政楼层 

行政豪华间 3500 1050 

行政套房 6000 2000 

大使套房 8000 2200 

总统套房 18000 20700 

公寓套房 

一室一厅 4500 2500 

两室一厅 5500 3500 

豪华两室一厅 7000 4500 

 此价格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4 日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协议价格将关闭） 

 以上门市价格为人民币报价，需加收 15%服务费每房每晚 

 以上协议价格为人民币报价，已包含 15%服务费，每间房每晚包含一份自

助早餐，包含一台电脑免费宽带网服务。 



酒店名称：万丽天津宾馆 

酒店地址：中国天津市宾水道 16 号 

酒店电话：022-582233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酒店名称：天津皇家金煦酒店 

酒店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 36 号增 6 号 

酒店电话：022-832166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2013 年度客房协议价格 cooperation rate: 

 

 以上价格为净价，已包含 15%服务费。 

 以上价格均赠送一份中西式自助早餐；每增加一份早餐加收人民币 70 元。 

 如需加床，需加收人民币 288 元（赠送一份早餐）。 

 以上价格只为散客价格，如团队、会议预订(10 间房或以上)直接与销售人员

联系 

房间类型 
Room Type 

门市价(人民币) 

Published Rate（RMB） 
商务协议价（人民币） 

Corporate Rate（RMB） 
胜景大床房 

Boutique Room 
1380 元+15% 498 

豪华大床房 

Deluxe King Room 1580元+15% 
558 

豪华双床房 

Deluxe Twin Room 1580元+15% 
558 

商务大床房 

Business Room 1980元+15% 658 

 商务套房 
Business Suite 

2880元+15% 898 

金爵豪华套房 

Imperial Suite 
3680元+15% 1280 

行政大床房 

Executive Room 
2580元+15% 698 

行政套房 

Executive Suite 3980元+15% 1380 

金樽公寓 

Elite Apartment 9800元+15% 3580 



酒店名称：金皇大酒店 

酒店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 18 号 

酒店电话：022-23038866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酒店名称：天津新桃园酒店 

酒店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235 号 

酒店电话：022-586888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以上协议价格包含 15%的服务费； 

 以上价格含 1 份自助早餐，如需另加早餐享受 69 元净价/人 



酒店名称：天津夏日荷花酒店 

酒店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 816-1 号 

酒店电话：022-27272288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房型 总间数 门市价(人民币/间.天) 协议价(人民币/间.天) 备注 

豪华大床房 3 700 476          

商务大床房 15 485 306  

标准大床房 A 23 358 264  

标准大床房 B 42 335 246  

标准双床房 66 395 292  

内景双床房 23 358 264  

内景大床房 13 315 208 特价房型（净价） 

2F 多功能厅 

（150 人） 
1 

4500 元/天 3150 元/天 ★会议室收费项目： 

投影仪：400 元/天 

        200 元/半天 

舞  台：800 元/天 

        400 元/半天 

★会议室免费提供：

音响设备、幕布、    

白板、WIFI、茶水、

桶装矿泉水、电子水

牌等。 

3000 元/半天 2000 元/半天 

13F 中型会议室 

（50 人） 
1 

2680 元/天 1800 元/天 

1800 元/半天 1260 元/半天 

2F 听雨轩 

（35 人） 
1 

1500 元/天 1000 元/天 

1000 元/半天 600 元/半天 

备注：以上各房型均免费提供矿泉水两瓶；房间内免费宽带上网；包含中、西自助早餐 



酒店名称 预定电话 官网（地址） 协议价格 协议价格获取方式

华住连锁
酒店

400-812-
1121

www.htinns.com
门市价8.8

折

会员编号：92861757
会员名称：南开大学商学院
预定时请拨打预定电话或至
门店前台，报会员编号或会
员名称即可

如家连锁
酒店

400-820-
3333

www.homeinns.com

门市价9折
（如家鞍
山西道店
可享受8.5

折）

会员编号：88015729031
会员名称：南开大学商学院
预定时请拨打预定电话或至
门店前台，报会员编号与会
员名称即可（部门门店有可
能会出现要求您出示工作证
或者名片以证明您南开大学
商学院的教工身份，特此提
示，请您做好相应准备）

锦江之星
连锁酒店

400-820-
9999

www.jinjianginns.com

门市价9折
鞍山西道
店特享门
市价8.5折

会员编号:000030061
会员名称：南开大学商学院
预定时请拨打预定电话或至
门店前台，报会员编号与会
员名称即可

7天连锁
酒店

400-874-
0087

www.7daysinn.cn

商务房型
（大床房
或者双床
房）公司

尊享价

用户名：95322033
密码：123sxy
预定时您可通过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7天连锁酒店官网进
行预订；也可通过拨打预约
电话或至门店前台，报用户
名和密码进行预定

格林豪泰
连锁酒店

400-699-
8998

www.998.com
门市价8.8

折

预定时请拨打预定电话或至
门店前台，报“南开大学商
学院”即可

兴元丽家
快捷酒店

58786999
南开区白堤路268

号
门市价8.5

折

预定时请拨打预定电话或至
门店前台，报“南开大学商
学院”即可

快捷酒店住宿优惠价目表

http://www.htinns.com/
http://www.homeinns.com/
http://www.jinjianginns.com/
http://www.7daysinn.cn/
http://www.998.com/
http://www.dianping.com/shop/5148868
http://www.dianping.com/shop/5148868
http://www.dianping.com/search/category/10/0/r52
http://www.dianping.com/search/category/10/0/r52


名称 电话 房型
校内协议价
（元/间）

赠送项目

标准间 32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大床房 35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套房 69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5.免费提供液晶电脑使用

标准间 29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大床房 28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套房 608

1.20元/位自助早餐
2.宽带上网
3.矿泉水两瓶
4.南开大学报
5.免费提供液晶电脑使用

静园宾馆 23501555 标准间 218

单人间 98 不带独立卫生间

两人间 158 不带独立卫生间

标准间 208 带独立卫生间

单人间 240

标准间 260

谊园宾馆 23505639

嘉园宾馆 23508089

接待服务中心住宿优惠价目表

明珠园

爱大会馆

 
23508028
23508022

23501555

获取协议价格方式：直接预订，报“南开大学商学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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