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中国公开赛接待服务指南

遵照 2014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组委会对本次大赛的日程安排
与食宿安排：本次大赛注册日期为 10 月 9 日，比赛时间为 10 日至 12 日，其中
开幕式定于 10 上午，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定于 12 日下午。学术论坛安排在 10 月
10 日，为时一天。各参赛队食宿自理，自行安排。
结合大赛组委会通知精神，以下对本次大赛接待服务工作进行详细说明。
一、住宿费用：
本次大赛住宿费用各参赛队自理。大赛组委会不代理酒店预订，也不对各参
赛队住宿地点进行强制性要求。
二、酒店预订：
考虑到比赛期间恰逢周末，酒店住宿情况较为紧张，为了确保各参赛队能顺
利住宿，请各参赛队自行尽早完成入住酒店预定。为了方便做好有关服务工作，
请及时将入住详细信息（队伍名称、队伍人数，入住酒店名称，拟抵肥及离肥时
间）通过邮件报至组委会李翔（详细联系方面见后）
。
三、接送站服务：
本次大赛合肥主办方为参赛人员安排免费接送站服务：
1、接站时间：10 月 9 日 9 时至 21 时。
2、送站时间：10 月 12 日 12 时至 10 月 13 日 12 时。
3、接站地点：在合肥火车站安排有接待点，提供定线路专车接送。合肥机
场不设接待点，如有 20 人以上特别需求，可与组委会事先联系，安排迎接车辆。
四、接站路线：
本次大赛接站工作按定线路的方式进行，不送达具体酒店，而送至靠近大多
数酒店的中转点。依据拟定的推荐酒店列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西大门及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前广场设有两个交通中转点，安排有循环交通车辆服务。
各交通中转点距离推荐列表中酒店均在 1.5km 以内，且驻有志愿者为各参赛
队提供交通指南服务，送抵中转点后请各参赛队自行前往具体入住酒店。
以下情况不提供接送站服务：
（1）不在推荐酒店入住的；
（2）不在接站时间内抵达合肥的；
（3）不在参赛名单之内的人员。
五、比赛期间区间接送安排：
为了方便参赛队伍，比赛期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西门至赛场（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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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展中心）提供免费固定线路往返专车服务。其他参赛人员请自行前往赛场。
六、酒店信息：
为方便接送及组织管理工作，大赛组委会推荐了 20 家酒店（见附表一）供
各参赛队参考选择。
七、自行前往赛场参考线路：
1、合肥火车站出发
沿站前路东南方向约 1000 米至中绿广场站，乘 226 路公交车至明珠广场
站下车，沿金寨南路向南步行 150 米，经十字路口沿繁华大道西行 200 米即可到
达。
2、合肥新桥机场出发
（1）乘机场巴士一号线至合肥汽车站（明光路汽车站）下车，沿明光路向南
约 350 米至金大塘公交车站，转乘 226 路公交至明珠广场站下车，沿金寨南路
向南步行 150 米，经十字路口沿繁华大道西行 200 米即可到达。
（2）乘机场巴士三号线至南门换乘中心下车，转乘 150 路公交车至明珠广
场下车，沿金寨南路向南步行 150 米，经十字路口沿繁华大道西行 200 米即可到
达。
3、合肥汽车站出发
沿明光路向南约 350 米至金大塘公交车站，转乘 226 路公交至明珠广场站
下车，沿金寨南路向南步行 150 米，经十字路口沿繁华大道西行 200 米即可到达。
4、其它公共交通
从市区乘 226，150，148，126，18，30，901 路公交车至明珠广场站下，沿
金寨南路向南步行 150 米，经十字路口沿繁华大道西行 200 米即可到达。
八、大赛报到：
1、事先已经在大赛组委会登记注册的人员方可报到；
2、报到时间：10 月 9 日 9 时至 17 时，；
3、报到地点：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大赛报到处；
4、大赛参赛报到联系人：
合肥方面：
李翔 联系电话：13866114718，35226778@qq.com
陈庆年 联系电话：13905607763, 503712176@qq.com
机器人竞赛委员会：
李实 联系电话：139 1060 3488，leeshi2006@gmail.com
姜萌 联系电话：13601313002, jjmm66@sina.com
九、常见问题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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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大赛组委会发布酒店列表的依据是什么？作为参赛队是否必须选择列表中
的酒店入住？
A1：大赛组委会通过前期调研，结合合肥实际交通情况，依据交通便捷，周边
生活商圈齐备的原则选择了 20 家酒店供参赛队参考。请各参赛队优先选择列表
中酒店，或自行联系距离列表列出酒店较近的地点住宿，以便于享受我们提供的
交通服务。
Q2:为什么从地图上看列表中的酒店有些离赛场较远？会不会影响按时参加比
赛？
A2：由于本次大赛参赛选手众多，考虑到各参赛队的不同需求，本次大赛列出
的参考酒店按位置大致可分为两个区划。其中，集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附
近的酒店，距离主城区较近，利于参赛队赛中赛后对合肥市的游览，周边商圈也
较为成熟。此区域去往赛场提供免费专车接送，行车时间在 15 分钟左右，因此
不会耽误正常参赛。而其它酒店则集中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即赛场周边，最大
限度上满足了方便参赛的需求。
Q3：提前多久预定酒店比较合适？在推荐酒店入住的参赛队为什么要通过邮件
反馈住宿信息？
A3：由于本次大赛参赛人数众多，周末酒店客流量较大，作为合肥主办方组织
协调任务也很重，故希望自该通知上网公布起，各参赛队尽早完成酒店选择与预
定，以免影响到参赛行程。同时，请务必详细、及时地反馈住宿信息，便于组委
会安排交通车辆，以给各参赛队提供更好的参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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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供参考住宿酒店列表
序号
1
2

酒店名称
合肥鹏远凯
莱大酒店
会展宾馆

酒店地址
合肥市芙蓉路 2619 号
经济开发区繁华世家 B 区（近
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
(0551)65288855
(0551)62580333

合肥近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繁

3

金经源大酒

华大道 258 号明珠广场欧风

店

街东段(金寨路与芙蓉路交口

(0551)62552208

向东 200 米)

4
5
6
7
8
9
10

合肥天宫国
际酒店
世家商务酒
店
合肥曼斯顿
假日酒店

经开区翡翠路与丹霞西路交
口（近唐润大厦）
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
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叉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558
号(百乐门广场 8 号楼)

合肥奥悦风

经开区金寨路与石门路交口

尚假日酒店

招商银行旁

欧风丽景酒

经济开发区明珠广场欧风街 3

店

幢（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对面）

24H 城市酒店

安徽省合肥市芙蓉路 299 号

格林豪泰酒

安徽合肥经济开发区芙蓉路

店（明珠广场

与佛掌路交叉口东北角（芙蓉

店）

（0551）62552372
(0551)62238008
(0551)63807588
（0551）62216677
(0551)62210222
(0551)63242424
(0551)63802777

路公交总站对面

格林豪泰酒

11

店(合肥经开

经济开发区宝塔路 306 号（芙

区会展中心

蓉路与宝塔路交汇处）

(0551)62655998

店)

12
13

圣龙精品商
务酒店
望江宾馆
如家快捷酒

14

店(合肥金寨
路南七店)
城市之家酒

15

店(合肥金寨
路中科大店)

16
17

合肥市经开区金寨路 1055 号
(明珠广场天桥向南 800 米)
包河区金寨路 1 号（金寨路与
望江西路交叉口）
包河区金寨路 12 号（望江东
路与金寨路交汇处）
合肥金寨路 118 号附 8 号（金
寨路与黄山路交叉口）

汉庭酒店(金

合肥金寨路 1088 号(合肥南

寨路南七店)

七北京华联商厦北侧)

天庭商务酒

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161 号
4

(0551)62580555
(0551)62580333
(0551)2255888

(0551)62270999
（0551）62798966
（0551）63692222

店（金寨路

新瑞祺大厦

店）
汉庭酒店(合

18

肥金寨路百

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128 号

（0551）63628282

脑汇店)

19

锦江之星酒

合肥市金寨路 133 号锦江之

店(合肥金寨

星（黄金广场隔壁，中国科技

路中科大店)

大学对面）

格林豪泰酒

20

店（金寨路
店）

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215 号
(南一环旁)

5

(0551)63677999

（0551）63697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