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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商旅安排/酒店预订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截止期限 

2020年11月25日 联系人：池女士 电话：021-51099795 手机：17321345602 

 

主办单位为您在展会现场附近挑选了以下几家“大会指定酒店”供您选择。如需订房，请尽早与大会指定商旅

代理联系。晚于以上截至日期的预订有可能得不到保证. 

请点击该网址进行客房预订: https://www.orient-explorer.net/woca  

 

酒店和旅游预订表 

 

预定酒店资料（价格请参考下面的酒店列表）: 

房间一，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二，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三，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场专车接送（每单程 1-2 人的总费用是 RMB430 元；每单程 3-4 人的总费用是 RMB480 元） 

我需要：   接机，航班号__________________到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到达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机，航班号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飞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付款：您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转账付款，我们将在付款通知里告知具体金额和我们的账

户信息 

 

请填写并发送邮件或传真到：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池女士 

电话： 021-51099795 

手机： 17321345602 

微信：17321345602 

电邮: 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安全在线预订链接： 

https://www.orient-explorer.net/woca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https://www.orient-explorer.net/woca
mailto: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https://www.orient-explorer.net/w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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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单及价格 

需预付的酒店： 

 

注： 以上酒店费用需要预付，请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最后预定期限：2020 年 11 月 25 日, 预定期限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 

如需取消已订房间：如需取消已订之房间，请在 2020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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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名称 
到展馆的时间（估

计） 

单人间每晚价钱 

含单早（净价) 

双人间每晚价钱 

含双早（净价） 
免费服务 

锦江之星陆家嘴店 

标准房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360 元 人民币 360 元 免费宽带 

宜必思联洋店（商务型） 

标准房 
车程 5 分钟 人民币 430 元 人民币 430 元 免费宽带 

东怡大酒店（4 星） 

高级房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700 元 人民币 780 元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证大美爵酒店（5 星） 

高级房 
车程 8 分钟 人民币 930 元 人民币 930 元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卓美亚喜马拉雅（5 星） 

豪华房 
步行 3 分钟 人民币 1300+16.6% 人民币 1450+16.6% 免费宽带 

浦东嘉里大酒店（5 星） 

豪华房 
步行 2 分钟 人民币 1400+16.6% 人民币 1600+16.6% 免费宽带 

公司代表签字： 

参展公司:  摊位号:  

联络人 :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签署:  日期:  

请交回表格并复印一份为您自己的参考：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池女士 

电话: 021-51099795 

手机: 17321345602 

电邮:  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mailto: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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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介绍 

 

锦江之星陆家嘴店 

锦江之星（上海陆家嘴店）位于浦东新区浦电路，临近浦城路；周围有多条公交线路可达酒

店；毗邻地铁 2 号线（东昌路站）、4 号线（塘桥站）、6 号线（浦电路站）、9 号线（商城

路站）。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机场                                          距离酒店 37 公里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4 公里；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距离酒店 5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浦电路 57 号 

 

宜必思酒店联洋店 

宜必思（上海联洋店）是雅高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一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酒店座落在上海浦

东新区新国际博览中心区域，邻近上海世纪公园、张江高科技开发区、新国际博览中心、陆家

嘴、金桥工业园，驾车前往上海迪士尼乐园也仅需 30 分钟左右车程。酒店位于浦东联洋国际

社区中心地带。周边大型商场、超市、电影院、餐饮、酒吧、银行、医院等配套设施非常完

善。覆盖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地铁 2 号线，7 号线，9 号线。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机场          距离酒店 29 公里 

上海浦东机场          距离酒店 34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芳甸路 200 号 

 

 

东怡大酒店 

2007 年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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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3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距离酒店 25 公里 

 

酒店设施：高级房、豪华房、豪华套房、免费宽带、视频点播，酒店还拥有咖啡厅、中餐

厅、多功能宴会厅及多个智能会议厅，可满足商旅客人的不同需求。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丁香路 5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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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Grand Mercure Hotel Pudong Century Park  （5 星） 

原上海证大丽笙酒店 

2006 年开业  362 间房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座落于充满活力的上海浦东，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酒店设施         

咖啡厅  酒吧   残疾人客房  免费停车场  免费 WIFI  免费旅游交通图(可赠送)    

棋牌室  网球场  健身室  桑拿浴室   室外游泳池   会议厅  商务中心   外币兑换服务  票务服务  

交通信息   

附近地铁站：2 号线上海科技馆站                                         

上海虹桥机场（T2 航站楼）         距离酒店 26.81 公里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0.08 公里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距离酒店 2 公里（车程 10 分钟）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10.8 公里（车程 15 分钟）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迎春路 1199 号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Jumeirah Himalayas Hotel Shanghai （5 星） 

2011 年开业  388 间房 

酒店毗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大拇指广场、96 广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亚太盛汇购物中

心。酒店隶属的喜玛拉雅中心是上海一座新兴的文化艺术中心，囊括了 1100 座位的大观舞

台、喜玛拉雅美术馆、大型购物商场以及 5000 平方米的屋顶花园。酒店拥有 5 个餐厅及酒廊

和两个共可容纳 1330 人的豪华宴会厅，是举办商务会晤、社交宴会及主题派对的品位首选。 

酒店设施  

中西餐厅  前台贵重物品保险柜  免费停车场  免费 WIFI  行李寄存  叫醒服务  叫车服务 

室内游泳池   健身室   按摩室   桑拿浴室  会议厅  商务中心   旅游票务  洗衣服务   送餐服务 

交通信息     

附近地铁站：7 号线花木路站、2 号线龙阳路站、磁悬浮龙阳路站 

上海虹桥机场（T2 航站楼）       距离酒店 28.24 公里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9.99 公里 

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                   距离酒店 620 米（步行 4 分钟）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9 公里（车程 20 分钟）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梅花路 1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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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 Pudong Shanghai （5 星） 

2011 年开业  574 间房 

酒店位于浦东嘉里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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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设施 

中餐厅   西餐厅  咖啡厅  酒吧  残疾人客房  电梯   免费停车场  免费 WIFI  房间免费 Mini Bar 

室内游泳池  健身室  按摩室  桑拿浴室  SPA  会议厅  商务中心  外币兑换服务  旅游票务服务     

交通信息  

附近地铁站：7 号线花木路站、2 号线龙阳路站、磁悬浮龙阳路站 

上海虹桥机场（T2 航站楼）     距离酒店 27 公里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3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花木路 1388 号 ( 近芳甸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