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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指定旅行代理商

本次展览会特别指定嘉年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为旅行代理，我们嘉年行的服务将有效确保我们的客户

在这段期间获得高品质酒店及高折扣的价格，同时我们的专业会务人员为您的公司会议，酒会及宴请等各种

商务活动提供专业支持，使你的商务旅行更便捷、商务活动更有效、并确保您的旅行支出得到合理控制。

Our creativity and service are in final with your needs！

预订热线：4000496969

嘉 年 行 商 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北京电话：010-51288500 北京传真：010-65030817

上海电话：021-39881201 上海传真：021-39881203

联系人：王芳 18519656651/17717366657 E-MAIL: Email:bella@jnh-bs.com
Booking online: www.expohotels.cn

酒店名称 星级 展会特价 酒店地址
距虹桥国家会

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洲际酒店

￥1290+10%+6%含单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cn/
zh/shanghai/shgic/hoteldetail
步行 3分钟可至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青浦区诸光路 1700号

免费宽带
步行 3分钟

虹桥绿地

铂瑞酒店

￥1250+10%+6%含单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s://www.gihg.com/primus.aspx
车程 1公里到达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青浦区徐泾镇诸光路

1588弄 100号
步行 5分钟

虹桥

康得思酒店

￥1190+10%+6%含单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langhamhospitalitygroup.com/sc/brand
s/cordis-hotels/
步行 5分钟到虹桥火车站和地铁 2号线与 10 号线

闵行区申虹路 333 号

免费宽带

车程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虹桥新华联

索菲特大酒店

￥1090+10%+6%含单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accorhotels.com/zh/china/index.shtml
毗邻虹桥枢纽及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临近轨交 2号线

闵行区泰虹路 666 号

免费宽带

车程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虹桥绿地

铂骊酒店

￥950+10%+6%含单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s://www.gihg.com/theqube.aspx
车程 1公里到达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青浦区诸光路 1588 弄

200 号 免费宽带
步行5分钟

凯悦嘉轩酒店

凯悦嘉寓酒店

￥790+10%+6%含单人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870+10%+6%含单人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s://place.hyatt.com/zh-hans/hyattplace.html

虹桥商务区申虹路 9 号

免费宽带

车程 5 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国展宝龙

丽筠酒店

￥690+10%+6%含单双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www.radisson.com
距离展馆车程 15 分钟

青浦区新府中路 1550 号

免费宽带

车程 15 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虹桥金古源
豪生大酒店

￥670+10%+6%含单双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howard-hongqiao.com/
距离展馆车程 8分钟

闵行区华翔路
1989 号 ,近扬虹路

免费宽带

车程 8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虹桥漕河泾
美居酒店

￥598/N 含单双人中西式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mercure.com
距离展馆车程 18 分钟

闵行区虹莘路 3069 号

免费宽带
车程 18 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维也纳国际酒店
￥538/N 含单双人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wyn88.com/
距离展馆车程 12 分钟

闵行区华漕镇纪翟路

1009 号 免费宽带

车程 12 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锦江之星虹桥枢纽
国家会展中心

￥428/N 含单双人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http://www.jinjianginns.com/HotelDetail?hotelId=12026&

checkInDate=

距离展馆车程 10 分钟

闵行区纪翟路 888 号
免费宽带

车程 10 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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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店 预 订 和 确 认 单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预订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酒店电话： （此行由我公司填写）

房 间 类 型 姓 名 住店日期 离店日期 费用总计

预 定 方 案 提 示

☆酒店预订方案：接待时间：2018 年 10 月 22日至10 月 30 日期间

☆结算方式：房费在入住时与会务组结算，杂费自付酒店.

☆预订酒店需要信用卡担保。

☆因展会期间房间数量有限，请阁下提前将贵公司用房数量通知我公司，我们将会提前保留你的房间，在展会开展前一

个月再通知我们具体行程，我们将最终确认此预定，在此之后您将不得取消。

☆如果没有预订金的酒店预订，任何预订晚于当天晚上的18：00到店，必需提前通知我方，否则我公司将有权 取消

此预订。

☆散客确认双方签章即可，预订十间房以上的展团用房需签订用房协议书和预付一晚的预定金。

☆请务必携带此确认单入住酒店，复印件有效。

贵公司签章： 嘉年行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