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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
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7年6月6日

指定旅游住宿代理 ——上海华一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第十七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指定宾馆（酒店）情况一览
优惠客房数量有限，请尽量提前预订。
以下部分酒店价格可能会调整，请在预订时与订房热线核对。
（订房传真：86-21-60671874 订房热线电话：86-21-60671818 ）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豪华型酒店
地理
位置

2011年开业 客房393间

浦东新区梅花路1108号（近花木路）。酒店毗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步行可到达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7
号线花木路站、地铁2号线龙阳路站，交通便捷。卓美亚喜玛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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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是浦东的地标型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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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房设计是现代奢华和中国传统的风水及文化艺术的完美融
合，带给您非同一般的私密奢华新体验。酒店设施齐全，是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参展的理想住所。酒店周边
餐饮、购物极为方便。酒店提供免费WIFI.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给酒店汇第一天房费，或提供信用卡担保。

价格

豪华大床房1849元/晚、间 （含单份早餐）
豪华双床房2082元/晚、间 （含双份早餐）

上海帝盛酒店（原上海丽悦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造 2010年2月份新开业
浦东新区花木路800号（近海桐路），距新国际博览中心仅1公里左右，步行约15分钟。距地铁2号线世纪公
地理

园站步行2分钟，可乘地铁2号线换乘7号线到展馆。去展馆极为方便。毗邻世纪公园天然绿色氧吧。酒店拥

位置

有设计风格独特的房间281间，是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参展的理想住所。上网宽带免费。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给酒店汇第一天房费，或提供信用卡担保。
豪华城市景观房（双床）1050元/晚、间

价格

豪华城市景观房（大床）1050元/晚、间
（含单份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上班车；如需双份早餐，另加50元）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日—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挂牌五星级酒店 西楼2001年开业，东楼2010年开业
地理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889号（近浦建路），酒店毗邻新国际博览中心，交通便利。客房温馨，配备齐全。酒店

位置

高47层，共有850间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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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由希尔顿集团管理。上网宽带免费。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将房费汇入上海华一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价格

豪华大床房95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豪华双床房95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挂牌五星级 08年7月开业
地理
位置
价格
备注

浦东大道2288号（靠万德路），距新国际博览中心约15分钟车程。是温德姆酒店集团旗下的奢华酒店品牌，
酒店交融现代与经典，与杨浦大桥毗肩相邻，豪华的设施﹑便利的交通﹑宽阔的视角使得酒店成为了商旅休
闲客人的最佳场所。上网宽带免费。
豪华房（大床）780元/晚、间

豪华房（双床）780元/晚、间

（含单份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如需双份早餐，另加80元）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可免费享用泳池等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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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四星级酒店 万豪集团管理 2011年重新装修
浦东东方路838号（近潍坊路），距新国际博览中心约10分钟车程。是一家经典而时尚的商务酒店，地处上
地理

海浦东商业区黄金地段，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地铁2号、4号、6号和9号线世纪大道站，可乘地铁2号线转7号

位置

线到新国际博览中心。酒店至浦东及浦西各大商业中心极为方便，交通非常便捷。酒店内设施齐全，周围商
业设施众多。上网宽带免费。

价格
备注

豪华大床房75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豪华双床房75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造 洲际酒店集团(Holiday Inn)管理2009年10月开业
地理位置

浦东新区锦尊路399号，按5星级标准建造。地理位置便捷优越，紧邻乐购大卖场、巴黎春天百货、嘉年华生
活广场（小吃）。酒店设计前卫，装修时尚。酒店拥有各类客房，房间设施齐全。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约
10分钟车程。上网宽带免费。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给酒店汇第一天房费，或提供信用卡担保。

价格

高级大床房：78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高级双床房：78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可免费享用泳池等健身设施。

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店：商务酒店 386间客房 由洲际酒店集团(Holiday Inn)管理2011年开业
地理

浦东新区秀沿路1088号(近恒和中路和地铁11号线秀沿路站)，绿竹青石相映成趣，漫步其中，仿佛徜徉于绿

位置

色的海洋，在喧闹的都市中回归静谧与安宁。客房时尚精致，舒适怡人。酒店7间现代气派多功能厅，1100
平米无柱宴会厅典雅华丽，可举办各种会议或主题活动。中餐厅格调高雅，香港名厨为您呈现纯正地道的粤
菜和本帮菜。西餐厅荟萃寰宇美馔、自助餐及零点菜肴，定能令您大快朵颐。这里还有室内全透明悬臂式天
幕游泳池，可以体验距地面100米的高度畅游的感觉。距新国际博览中心约20分钟车程。提供免费WIFI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给酒店汇第一天房费，或提供信用卡担保。

价格

高级大床房：74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高级双床房：74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上海开元曼居酒店（原上海瑞亚湖滨酒店）：按五星级标准装修 2011年3月全新装修
地理位置

浦东新区罗山路1609号（锦绣路口）。按5星级标准重新建造的商务型精品酒店，酒店依水而建，环境优
美，整个酒店奢华中透着时尚和静谧。距新国际博览中心直线距离约1.5公里，单程出租车费14元（起步
价）。距新国际博览中心花木路出口步行约15分钟。上网宽带免费。
该酒店预订须提前给酒店汇第一天房费，或提供信用卡担保。

价格

商务房（双床）：508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商务房（大床）：508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豪华房（双床）：558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上海佳友维景大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造07年开业，香港中旅维景酒店管理公司管理
浦东新金桥路159号（靠金桥路），是依照五星级标准建成的一座具有巴洛克古城堡风格的豪华商务酒店。
地理
位置

毗邻浦东碧云国际社区，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约12分钟车程。酒店共拥有327间不同风格的客房，多个不
同风味的餐厅，一间可容纳350人的大宴会厅和各种不同风格的中小会议厅，并拥有河边酒廊，动吧等一流
的硬件设施 ，具有国际品位。
上网宽带免费。

价格
备注

商务房（双床）47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商务房（大床）470元/晚、间（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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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豪金丰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造

2009年10月开业

地理

浦东新区金港路318号(近新金桥路)，酒店坐落于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邻近陆家嘴商业区，地理位置优

位置

越。楼高28层，客房总数380间（套），客房舒适。酒店还为宾客提供精美丰富，风格迥异的中西式佳肴以
及健身和水疗设施，酒店拥有多间设备先进的宴会及会议场所，是商务旅客、参展商及游客的必然之选。距
离新国际博览中心只需要10分钟车程。
免费WIFI。

价格

高级房双床: 580元/晚、间

高级房大床：580元/晚、间

（含早餐、酒店服务费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雅典娜精品连锁酒店（上海八佰伴店）：商务型酒店 2013年重新装修
地理
位置
价格
备注

浦东新区浦电路318号，距新国际博览中心约10分钟车程。近地铁4号线浦电路站，可乘地铁4号线再换乘地
铁2号线去新国际博览中心。交通便捷，周围商业设施繁华，用餐购物极为方便。酒店有客房87间。
酒店免费WIFI。
标准双人房：40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标准大床房：38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6月20、21日酒店-展馆有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有班车。

如家快捷酒店（上海浦东康桥秀沿路地铁站店）：商务连锁酒店 2015年开业
地理
位置
价格
备注

浦东新区秀沿路2495号（近环桥路），位于浦东康桥镇与周浦镇的中心，距地铁11号线秀沿路站步行约1分
钟，可乘地铁11号线换乘地铁16号线和7号线到新国际博览中心；从酒店开车到展馆约20分钟车程，交通便
捷。酒店周围餐饮等设施齐全。酒店有客房161间，配套齐全。免费WIFI。
标准双人房：35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大床房：350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酒店提供6月20、21日酒店—展馆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班车。

驿亭6+e酒店连锁(世博店)：连锁经济型酒店

2012年12月开业

地理

浦东新区昌里路99号（上南中学西侧），地处浦东新区的世博园区域，交通便捷。酒店设施齐全为旅客提供

位置

一个温馨、舒适、超值的住宿环境，让您有家的感觉。酒店距离地铁8号线耀华站步行约15分钟，可乘地铁8
号线换乘地铁7号线直达新国际博览中心。酒店位于昌里路商业街，商业设施众多。上网宽带免费。

价格

高级双床房：328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高级大床房：328元/晚、间（含早餐和展览期间早晚班车）

备注

6月20、21日酒店-展馆有早晚班车，6月22日酒店-展馆早上有班车。

上海长航宾馆：按四星级标准装修
地理

(浦西)零陵路518号（近东安路），距地铁7号线东安路站步行仅3分钟，可乘地铁7号线直达直达新国际博览

位置

中心（花木路站），不受地面交通影响，极为便捷。交通便利，去徐家汇、南京路商业中心非常方便。周围
商业设施齐全。免费WIFI。

价格

标准双人房：280元/晚、间（含早餐）
豪华标准双床房：350元/晚、间（含早餐）

（订房传真：86-21- 60671874 订房热线电话：86-21-60671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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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
订房回执单

公司名称
所选酒店名称

房型

房间数

住宿人姓名

住宿人手机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间

其他要求
联系人姓名

电话

联系人手机

传真
E-mail

预订须知：
1. 如需要预订以上酒店的房间（除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上海帝盛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
店、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店、上海开元曼居酒店、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外），请填写本回执单
并回传到以下订房传真。订房会务组收到返回的订房回执单后将回复确认,住宿人凭确认单到宾馆
（酒店）总服务台办理入住。
2. 为避免损失，在收到住宿登记的回复确认后需要变更预订的应及时通知订房热线。
3. 3.客房预订保留到入住日当天18：00，过时宾馆（酒店）将取消预订。如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保
留时间的请在本表格的其他要求一栏中注明，并写明到达宾馆（酒店）的大约时间。需要将客房
预订保留到入住日当天18：00以后的, 须将第一天的房费汇入宾馆（酒店）帐户,汇款的具体事宜
与订房热线联系。如要宾馆（酒店）保留房间后未入住，宾馆（酒店）将收一天的房费为损失
费。
4. 4.除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上海帝盛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
店、上海开元曼居酒店、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外，如不需要将客房预订保留到入住日当天
18：00以后的，房费在入住时支付。

回执单填妥后请传真到本展会订房会务组如下传真

订房传真：86-21-60671874 订房热线电话：86-21-60671818 联系人：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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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订房回执单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上海帝盛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店、上海开元曼居酒店、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公司名称
所选酒店名称

房型

房间数

住宿人姓名

住宿人手机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间

其他要求
信用卡种类：□VISA □MASTER □
为预订提供信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用卡担保
信用卡有效期：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

电话

传真
E-mail
填写

填写人签名
日期

预订须知：
1.

如需要预订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上海帝盛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上海浦东绿
地假日酒店、上海开元曼居酒店、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的房间，须填写本表格并回
传到以下订房传真。订房会务组收到返回的住宿登记表后将回复确认,住宿人凭酒店的确认
书到酒店总服务台办理入住。

2.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上海帝盛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
店、上海开元曼居酒店预订必须提供信用卡担保，或提前将第一天房款汇入酒店帐户。汇款
事宜请与订房热线联系。

3.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预定须提前将房款汇入上海华一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接受信
用卡担保，请不要填写信用卡担保一栏。汇款事宜请与订房热线联系。

4.

为了避免损失，在收到住宿登记的回复确认后需要变更原预订的必须在原定入住日的2天前
通知订房热线。

5.

如预订房间后，在入住日未入住（NO SHOW），酒店将收一天的房费为损失费。

回执单填妥后请传真到本展会订房会务组如下传真

订房传真：86-21-60671874 订房热线电话：86-21-6067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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