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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官官方方酒酒店店介介绍绍  

 
1.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             ☆☆☆☆☆                                         浦东新区 梅花路 1108 号 

卓而不凡的酒店品牌，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无可挑剔的服务环境和酒店设施。酒店的设计均出自名家之手，

宛如一幕视觉盛宴令人品味无穷。坐落于上海最大的生态型城市公园 - 世纪公园边，并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隔街相望。 酒店拥有 405 间客房和套房，顾客不仅可通过宽带或无线网络连接上网，也可以用客房内的无

线键盘连接高清网络电视上网。不论是风水布局还是细节陈设，每一间都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在室内人文

环境的营造上，酒店更是独具匠心，每间客房都摆设中式传统茶案，为您开辟静谧空间。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步行 3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2.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花木路 1388 号 

是香格里拉集团旗下最新的五星品牌。座落于浦东嘉里城，集办公、酒店、服务式公寓以及大型购物中心于一

体的综合性时尚生活元素。地处浦东核心腹地，毗邻地铁七号线，新国际博览中心和世纪公园。  

您能在我们的四间餐厅和两间酒吧中探索到令人兴奋的料理精选，特别是还可在带有露天餐厅的酒店私家酿酒

坊中，享用到由我们的大师级酿酒师手工制作的最新鲜的啤酒。厨餐厅- 11 个开放式厨房，不同国家风味的美

食，聚扒房- 牛排，海鲜及烧烤，酒类品种繁多。此外，百花亭 – 幽雅的私人包间，提供地道的中式佳肴。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步行 3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3. 淳大万丽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长柳路 100 号 

上海淳大万丽酒店由万豪国际集团管理，位于交通便利的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东南侧，可十分快捷的到达

上海科技馆和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上海科技馆地铁站步行仅 10 分钟。酒店拥有 369 间豪华房、套房和总

统套房，全部房间有宽带上网,1100 平方米装饰精美的宴会设施，4 个汇集世界各地美食的餐饮区域，健身中

心和室内游泳池更是时尚人士的必选之所。酒店整体设计风格是以现代的手法传递充满魅力的古今上海风情。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4.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张杨路 777 号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坐落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新国际博览中心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便捷。步行仅需

5 分钟即可到达浦东最大的轨道交通枢纽世纪大道站，可便捷的搭乘地铁 2、4、6、9 号线。 酒店入口毗邻复

兴路隧道，10 分钟可达浦西新天地。第一八佰伴，96 广场，太平洋数码广场信步可达。东方明珠电视塔，海

洋水族馆，世纪公园以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酒店仅 3 公里。距虹桥机场仅 30 分钟车程，距浦东国际机

场仅 40 分钟车程。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60 分钟 

 

5.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迎春路 1199 号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以精致简约的现代派风格诠释时尚与优雅的新定义。从对色彩使用的大胆把握，到悉心选配

的各种内部装饰均令人赏心悦目。浓厚的艺术色彩从大堂开始一直伴随您至酒店的每个角落，而酒店内陈列的

各种现代艺术作品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上海证大美爵酒店宽敞舒适的客房和套房均有宽大的落地窗，并配

备等离子平面电视。10 个无烟楼层和 2 间专门为行动不便的人士准备的客房。每间客房均配备写字台，宾客

还可以享用高速互联网宽带接入及酒店特设的私人电脑接口。追求个性化的服务让您尽情享受商旅的温馨、浪

漫！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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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官官方方酒酒店店介介绍绍（（续续））  

6.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东大道 2288 号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是温德姆酒店集团旗下的奢华酒店品牌，室内设计豪华、宽敞、时尚雅致，家

具舒适精致，内有宽大的落地玻璃窗视野宽阔。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拥有豪廷咖啡厅、尚荣府中餐

厅，可为宾客提供精美丰富、风格迥异的中西佳肴。酒店国际化标准的室内游泳池，健身中心，桌球及乒乓

球室将使宾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工作繁忙之余带给您和家人彻底的放松逍遥，个性化、

亲情化的服务使您在这里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2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7. 上海博雅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碧波路 699 号 

上海博雅酒店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毗邻张江高科园区地铁站，距离上海磁悬浮车站和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约 5 分钟车程，距离上海世博园和上海迪斯尼乐园约 20 分钟车程。酒店 Woodside 餐厅提供亚洲融合自

助餐，同时经验丰富的国际厨师团队也为你准备了丰盛的零点菜肴。1200 平方米的无柱博雅厅可同时容纳 800

人。253 平方米的碧波厅宴会厅可根据任何规模的活动进行调整，是你商务宴请，会议，婚礼或任何活动的理

想场所。此外，酒店健身中心拥有高端健身器械、游泳池、泰国水疗和 VR 游戏体验，为你的旅途提供放纵舒

缓的方案，带给你健康的旅途生活。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8. 上海皇廷世纪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唐安路 588 号 

上海皇廷世际酒店坐落于浦东唐安路，位于大张江区域的唐镇功能区繁华地段，到上海迪士尼旅游度假区约

12 分钟车程，班车已经推出。从酒店步行到地铁 2 号线唐镇站约 10 分钟，搭乘地铁可轻松前往上海张江高科

技园区与新国际博览中心，车程约 10 分钟。酒店装潢典雅考究，秉承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并结合以“东方玉文

化”为主题的设计特色，让你领略现代文化和古典文化营造出的典雅和华美。你可以在商务会展、学术交流、

休闲旅游、邀朋聚友的时刻，享受一个雅致与奢华的完美旅程。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2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60 分钟 

9.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锦尊路 399 号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位于锦尊路，毗邻酒店的巴黎春天百货和锦绣公园，集时尚购物、餐饮美食、休闲娱乐、

体育健身、文化艺术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圈，与酒店一起形成了嘉年华休闲广场。酒店紧邻地铁 7 号线及

13 号线（在建中），驱车可快捷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世博会园区、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可提供往

返班车至著名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此外，酒店还提供开往张江、康桥及新国际博览中心的班车，方便你的商

务出行。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5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10. 齐鲁万怡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东方路 838号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地处浦东商业区，坐拥黄金地段，周围商厦林立，可直达浦东及浦西各大商业中心，距离

地铁 2 号、4 号、6 号和 9 号线世纪大道站仅 5 分钟行程，出行交通便捷。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是万豪国际品

牌酒店之一，设计结合经典风格与时尚元素。酒店拥有各式温馨客房，特设行政楼层，服务功能齐全。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11. 东怡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丁香路 555 号 

一家涉外精品商务酒店，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艺术中心”为邻，同出自于法国著名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

的手笔。酒店位于尊贵繁华的浦东新区行政商务区，坐拥世纪绿地，毗邻上海科技馆，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遥遥相望，交通便利。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hangh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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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官官方方酒酒店店介介绍绍（（续续））  
 

12. 上海科雅国际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北路 5658号 

上海科雅国际大酒店（原正地豪生大酒店）位于张杨北路，距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约 5 分钟车

程，与风景优美的高桥公园为邻。酒店紧邻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浦东国际展览中心、东

方明珠和汤臣高尔夫。酒店拥有百余间装修风格迥异、时尚温馨的客房及套房，所有客房均可宽带上网，

豪华房以上房型及所有公共区域均可无线上网。无论是城市景观房、还是行政楼层及行政酒廊，让宾客

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贵宾礼遇，为你消除旅途的疲倦。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2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13.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罗山路 1609号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店位于罗山路，紧邻联洋、碧云两大国际社区，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约 2 公里。这里是地中海主题型酒店，设计概念曾获上海金外滩设计银奖殊荣；依水而建，环境优美，

闹中取静，可谓世外桃源。酒店以地中海风格为主题设计，整体产品通过外形、轮廓、光调、色彩、家

具、配饰融合性的将地中海当地建筑特色的再现喝深化是这个酒店设计的重点。奢华中透着时尚与静谧，

平静中透着唯美与心旷神怡。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5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14.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高科西路 2991号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位于浦东新区高科西路，临近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迪士尼乐园、世博展览馆、

世纪公园，附近有龙阳路地铁站、磁悬浮。酒店装修现代、时尚，拥有各类典雅客房，另配有完善的设

施，为客人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酒店还设有多种会议室与宴会厅，并配有先进的器材、设备，可举

办各类学术研讨会、酒宴及商务会谈。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始终秉承“您的需求，我的责任”的经

营理念，竭诚为每一位宾客提供优质服务！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0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5 分钟 

 

15. 上海锦洲酒店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三路 895号 

上海锦洲酒店位于浦三路，近昌里东路。 

酒店拥有舒适的客房，优质的服务，为您的出行提供一个温馨的休憩场所。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5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50 分钟 

 

 

16.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5139号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位于浦东新区杨高南路，近三林路口，距离迪士尼轨道交通 11 号线浦三

路站步行约 8 分钟，17 分钟左右即可直达迪士尼乐园，同时轨道交通 11 号线可直达徐家汇等市中心繁

华商圈。酒店紧邻中环线和外环线，距离迪士尼乐园、新国际博览中心、世博园区、东方体育中心仅 10-15

分钟车程，出行便利。酒店周边有恒大建材市场、浦东康桥工业园区、中天科技园、宜家家居、红星美

凯龙。另酒店设有停车场，有 WiFi 全覆盖。酒店环境简洁、舒适、安全而又价廉，这有多种客房，满

足不同住宿需求。房内空调、卫浴、电视、电话、宽带上网等设施齐全，是你商务、旅游的理想选择。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免费班车 15 分钟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车程 35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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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续续））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 

平安财富大厦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99 

电邮：steve.shen@mm-sh.com  

联系人：沈乐 先生 / ext. 863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 

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须预付房费的酒店：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每晚价格 早餐 宽带上网 到在展馆距离 

5* 淳大万丽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100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1000 元 两份 

5*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高级单人房 人民币 95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高级双人房 人民币 1030 元 两份 

5*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高级单人房 人民币 92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高级双人房 人民币 920 元 两份 

5*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

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78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20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860 元 两份 

5* 上海博雅酒店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83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910 元 两份 

5* 上海皇廷世纪酒店 

公寓楼单人房 人民币 60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20 分钟 
公寓楼双人房 人民币 600 元 两份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700 元 一份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700 元 两份 

4*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高级单人房 人民币 78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5 分钟 
高级双人房 人民币 860 元 两份 

4*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78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780 元 两份 

4* 上海东怡大酒店 
高级单人房 人民币 75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高级双人房 人民币 800 元 两份 

4* 上海科雅国际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48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20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480 元 两份 

3*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店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45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5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450 元 两份 

3*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438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438 元 两份 

经济型 上海锦洲酒店 
标准单人房 人民币 40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5 分钟 
标准双人房 人民币 400 元 两份 

经济型 
锦江之星 

（上海浦东三林店） 

标准单人房 人民币 32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5 分钟 

标准双人房 人民币 320 元 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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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续续））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可前台现付房费的酒店: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每晚价格 早餐 宽带上网 到在展馆距离 

5* 
卓美亚喜马拉雅 

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145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步行 4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1600+16%元 两份 

5* 
上海浦东嘉里 

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165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步行 3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1850+16%元 两份 

注意： 

 请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预订房间，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 

 以上酒店费用必须预付，请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如需取消已订房间：请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通知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否则酒店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其中

锦江汤臣洲际订房确认后，过了截止日期不得缩短行程以及取消。如果任何缩短行程或者取消，房费不做退款处理。 

 未入住：如果未入住已经确认的酒店房间，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其中锦江汤臣洲际，收取全部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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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22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联络人： □ 先生  □ 女士 

*公司/机构名称:  

*入住客人姓名：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淳大万丽酒店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上海博雅酒店 

 □上海皇廷世纪酒店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齐鲁万怡大酒店 

 □东怡大酒店 

 □上海科雅国际大酒店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店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上海锦洲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 

*房型:  

*房价:  

*早餐: □ 一份             □ 两份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特殊要求:  

机场专车接送服务: □ 否    □ 是. 航班号及到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类型: □威士卡 Visa  □万事达卡 Master  □美国运通卡 Amex  □吉士美卡 JCB  □其他 ______________ 

*卡号:  

*有效期限:  

*身份证号码：  

*卡背面三位 cvv code:  

*持卡人签名：  

请先仔细阅读酒店信息及注意事项，带*是必填项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 

平安财富大厦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99 

电邮：steve.shen@mm-sh.com  

联系人：沈乐 先生 / ext. 863 

*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公司/机构: 

地址: 

展位号.: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