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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11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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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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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原证大丽笙大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迎春路 1199 号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位于充满活力的上海浦东，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近的酒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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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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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4.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889 号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毗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位于陆家嘴商圈内的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东西

两楼以至高 47 层傲然屹立于浦东，俯瞰浦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并以其枢纽位置便捷通往上海商业中心。

酒店拥有各类豪华客房，6 个风格迥异的特色餐厅，1 个健身中心、温水游泳池和室外网球场，酒店会议室可

满足最多 600 人的会议需求。闻名遐迩的 180 米高空旋转餐厅 X-Sensation 更是为您提供用餐、聚会的绝佳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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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分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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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共有 300 间现代化设计的客房和

套房，配套先进设施。全部区域均可免费无线上网，并配有超级 VPN 无限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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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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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11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  
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6 日 

官官方方酒酒店店介介绍绍（（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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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齐鲁万怡酒店坐落陆家嘴最新开发的金融中心，与多家银行及国际展览中心比邻，亦是上海市最新开发

的地区；距外滩和人民广场仅咫尺之遥，东方明珠电视塔亦信步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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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8 分钟 

 

7. 上海康桥万信酒店公寓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秀沿路 1668 号 

 

上海康桥万信酒店公寓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秀沿路跃进路，紧临地铁 11 号线，乘坐地铁可轻松到达迪士尼乐

园、新国际博览中心。酒店周边建有万达购物中心、野生动物园、红星美凯龙、宜家家居、康桥工业园区、张

江高科技园区等商业区域，更可便捷前往浦东国际机场、虹桥火车站、火车南站、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人民广

场和新天地等知名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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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分钟 

 

8. 上海开元·曼居酒店（罗山店） （原瑞亚湖滨酒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罗山路 1609 号 

 
上海开元·曼居酒店（罗山店）隶属开元集团旗下，位于浦东新区的地中海式商务精品酒店。酒店有固定班车

接送 5 分钟内可到达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世纪公园、东方艺术中心以及磁悬浮站、地铁 2 号 7 号线站。车程

15 分钟可达陆家嘴和东外滩、世博园区、张江以及金桥开发区。交通十分便捷，地理位置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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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分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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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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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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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分钟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车程 48 分钟 

 

10. 锦江之星 世博店                  ☆☆☆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花木路 1388 号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位于浦东新区板泉路，近长清路路口，酒店附近有地铁 8 号线，3 站便可到世博

园区的中华艺术宫（原中国馆）、月亮船（原沙特馆）、世博展览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场馆；

客房洁净齐整，采光通风良好，24 小时热水、独立淋浴间、空调等设施都有，床上用品也是每客一换，保

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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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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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11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续续））  
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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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 

传真：+86-21-2020 5688/99 

电邮：steve.shen@mm-sh.com 

联系人：沈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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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原证大丽笙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85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8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850+16%元 两份 

5*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

逸林酒店 

高级单人房 人民币 83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高级双人房 人民币 830+16%元 两份 

4* 博雅大酒店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82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900 元 两份 

4* 齐鲁万怡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75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5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750 元 两份 

4* 
上海康桥万信酒店

公寓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50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20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500 元 两份 

3* 
开元曼居酒店 

罗山路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500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5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500 元 两份 

3* 
蓝海博龙国际大酒

店 

商务单人房 人民币 398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0 分钟 

商务双人房 人民币 398 元 两份 

3* 锦江之星 世博店 
标准单人房 人民币 349 元 一份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15 分钟 
标准双人房 人民币 349 元 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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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步行 4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1500+16%元 两份 

5* 
上海浦东嘉里 

大酒店 

豪华单人房 人民币 1450+16%元 一份 
免费宽带 步行 3 分钟 

豪华双人房 人民币 1650+16%元 两份 

注意： 

 请在 2017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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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6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如需取消已订房间：请在 2017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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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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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免费班车往返酒店和展馆的服务仅适用于在我公司预定酒店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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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2211    酒酒店店预预定定（（续续））  
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6 日 

                         *联络人： □ 先生  □ 女士 

 *公司/机构名称:  

                *入住客人姓名：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上海证大美爵大酒店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上海博雅酒店 

□齐鲁万怡大酒店 

□上海康桥万信酒店公寓 

□开元曼居酒店 罗山路店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 世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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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 

传真：+86-21-2020 5688/99 

电邮：steve.shen@mm-sh.com 

联系人：沈乐 先生 

*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公司/机构: 

地址: 

展位号.: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