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大会指定服务提供商

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宁营业部

电话：+86 21 3126 1139 / 6280 1337*810

传真：+86 21 6280 2118

电邮：lizzyyu@welltonevent.com

网站： www.welltonevent.com

联系人：俞晓燕小姐

本次大会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星级 房型 房价 地址
距展馆

(千米)

宝隆居家酒店

（上海恒隆店）
舒适型 标准双床房

399 元含无早

（预付价）

静安区 南阳路 125 号

近西康路
1.1

莫泰 268

（上海襄阳北路店）
经济型 标准房

418 元无早

(预付价)

静安区 襄阳北路 3 号

近巨鹿路
1.2

上海喜天游大酒店 舒适型 标准房
418 元双早

(预付价)

长宁区 中山西路 827

号 ，近延安西路
4.6

锦江之星

(上海恒隆广场店）
经济型 双人房 B

599 元无早

（预付价）

静安区 西康路 400 号

近武定路路口
1.8

上海宾馆 四星级 高级房
608 元含早

（预付价）

静安区 乌鲁木齐北路 505

号 ，近南京西路
1.2

上海贵都国际大饭店 四星级 豪华双床房
880 元含早

（预付价）

静安区 延安西路 65 号 ，

近华山路
0.8

1. 若您预订上述酒店，请填写“酒店预定表”，并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传真至“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长宁营业部”

2. 所有预订以“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会展订房确认单”为准。在收到“会展订房确认单”

后，请在规定日期前支付房费至“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宁营业部”，逾期将不保留预定

3. 入住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到酒店前台办理手续。酒店可能会收取杂费押金

mailto:liyinjiao@welltone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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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预定表

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宁营业部

电话： + 86 21 3126 1139/ 6280 1337*810

传真：+ 86 21 6280 2118

电邮：lizzyyu@welltonevent.com

联系人：俞晓燕小姐

公 司 信 息

公司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地区代码—电话号码 地区代码—传真号码

邮箱地址

预 订 信 息

入 住 酒 店 名 称

入住日期 月 日 至 月 日，共 晚

人数 房间类型 房间数

客人姓名

备注

请在填写此预定表格前，仔细阅读价格表及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 本次大会已议定了以上优惠价格。参展商须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通过“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

宁营业部”预定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2. “上海景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宁营业部”通过传真或电邮给予预定确认。付款及预定/取消条款见“会

展订房确认单”

此表格须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1 6280 2118

mailto:liyinjiao@welltone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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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介绍（一）

1.宝隆居家酒店（上海恒隆店） 舒适型静安区 南阳路 125 号

宝隆居家酒店（上海静安店）位于静安区南阳路，步行可至南京西路、

恒隆广场，紧贴上海商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宝隆居家酒店（上海静安店）装潢极富中国特色，拥有各类温馨、舒适

的客房；房内设 24 小时热水、独立卫浴、电话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

优质的服务，为宾客提供理想的休憩地。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1.1 公里，步行约 10 分钟至展馆

2.莫泰 268（上海襄阳北路店） 经济型 静安区 襄阳北路 3 号

莫泰 268（上海襄阳北路店）南依淮海路商业街，北靠南京西路静安寺

商业区，交通便捷，闹中取静，购物便利。酒店现有各式商务房，提供高

速宽带上网服务。

莫泰 268（上海襄阳北路店）拥有中西式餐厅，“襄阳风味苑”以浓重的

江南特色菜肴享誉一方，“一号会所”集意大利和印度风味为一体广受宾

客青睐。酒店于 2008 年加盟莫泰商务酒店，成为莫泰酒店连锁集团在上

海市中心城区的重要一员，更是您商务下榻、休闲旅游的首选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1.2 公里，步行约 10 分钟至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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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喜天游大酒店 舒适型 长宁区 中山西路 827 号 ，近延安西路

上海喜天游大酒店坐落于虹桥开发区核心地段，位居多条交通枢纽干

道，依傍虹桥路、中山西路、延安西路三角地带；毗邻上海国际贸易中

心、国际展览中心和上海世贸商城；地铁二号线直达国家会展中心，对

参加展会及商务洽谈的顾客十分便利。闲暇之时，还可在周边的尚嘉中

心、汇金百货、友谊商城、环球大厦等著名百货商厦购买最时尚的服装

礼品，品尝各类美食。

喜天游大酒店属于东华大学集住宿、餐饮、会务于一体的对外交流宾

馆。酒店后门直通大学校园，有浓郁的高等学府文化氛围，饭后可于校

园内漫步，在操场上健身，让您体验重回大学的时光。

酒店交通便捷，内环高架由北向南至武夷路出口、由南向北至新华路出

口，下高架后仅需 5 分钟即可到达酒店。酒店距虹桥机场车程仅 15 分

钟；步行可至轨道交通 3 号/4 号线延安西路站、地铁 10 号线宋园路

站，可直达上海南站、上海火车站、上海虹桥火车站；附近公交线路众

多，如浦东机场 3 号线起始公交站、328 路等 11 条公交线路轻松通到

达上海各处。

酒店于 2011 年按照三星级标准进行了装修改造，设有行政套房、标准

房、大床房等各类客房 81 间，房间安静、舒适、设施完善，采用中央

空调，配备宽带和 WIFI；设有多功能会议厅，为您提供良好的会议、

培训场所；设有中餐厅及包房；大堂设有休闲咖吧；提供停车；以满足

不同客人的需求。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4.6 公里，步行约 5 分钟至 71 路中运量凯旋路站

4.锦江之星（上海恒隆广场店） 经济型 静安区 西康路 400 号

锦江之星（上海恒隆广场店）位于静安区西康路，近武定路口。周边

建筑群古香古色，有静安寺和玉佛寺、近现代名人故居（张爱玲，阮

玲玉，康有为等）；步行还可达吴江路美食街步。

酒店距美领馆签证处（梅龙镇广场内），英领馆签证处（上海商城

内）及恒隆广场、中信泰富、金鹰国际等步行数分钟即达；毗邻德国

签证处（新东海 SOHO 广场）和上海展览中心。

从酒店步行可至地铁 7 号线、2 号线，2 号线换乘 11 号线可达迪士尼

乐园。附近还有多路公交可直达城隍庙、淮海路、外滩等。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1.8 公里，步行约 1 分钟至公交 24 路西康路康定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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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宾馆 四星级 静安区 延安中路 1111 号

上海宾馆以上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命名，毗邻著名的淮海路、南京路

商业和娱乐中心，是上海一流的购物街与商务区的交汇之处，凭借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坐拥都市繁华，尽享出行便利。宾馆拥有极具现代气

息的 527 间（套）高级客房，并配备无烟楼层和行政楼层，优质的服务

和贴心的关怀，是您在上海的理想之选。。

宾馆会议中心拥有国际水准的音响、舞台和灯光等设施，适合打造不同

凡响的各类主题活动。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1.2 公里，步行约 10 分钟至展馆

6.上海贵都国际大饭店 四星级 静安区 延安西路 65 号 ，近华山路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身处繁忙喧嚣的城市中心。在周边著名景点和

静安文化氛围环绕之中散发馥郁东南亚风情。毗邻地铁 2 号线与 7

号线静安寺站，接通虹桥机场与浦东机场，方便快捷。热情周到的

服务和顶尖水准的商务、会议及休闲设施使其成为客人的理想之

所。

酒店由 27 层主楼和 8 层群楼（办公楼和商场）组成。主楼内设有

506 间客房及套房皆可凭窗眺望繁华绚丽的城市景观，升级的酒店

设施和贴心服务旨在打造最美妙难忘的住宿体验。酒店特设的 15

个大小不同的宴会会议场地，专为不同需求的客人度身定制。全面

升级国际顶尖水准的音响、舞台和灯光等设施，打造不同凡响的各

类主题活动。

位于酒店 4 楼的上海国际俱乐部健身中心现以全新面貌呈现。配备恒温泳池以及全新 LifeFitness 高科技健身

器械、全天候网球场以及非 Fei 水疗中心，是休憩、养心、健身的极佳场所。

交通信息：酒店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中心 0.8 公里，步行约 1 分钟至 71 路华山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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