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和旅游预订表
请填写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发给我们：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叶小姐
QQ 号：2438583284
微信号：17321345602
手机号：17321345602
邮箱：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电话: +86 21 51099795

公司/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线预定表：
www.orient-explorer.net/cphi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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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旅游（含英语导游）
上海一日游，每人 RMB560 元。
苏州、周庄一日游，每人 RMB980 元含午餐。
杭州一日游，每人 RMB1180 元含午餐。
预定人数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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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完整填写以上表格并通过邮件发送给我们

酒店名单及价格
需预付的酒店：
酒店名称
锦江之星三林店
（经济型）标准房
锦江之星 世博店
（经济型）标准房
联洋宜必思酒店（经济型）
标准房
开元曼居酒店 罗山路店
（商务型）豪华房
万信 R 酒店（准 4 星）原万
和亚隆酒店
商务房
大华锦绣假日（4 星）
高级房
东怡酒店（4 星）
高级房
齐鲁万怡大酒店（4 星）
豪华房
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5
星）
高级房
东锦江希尔顿逸林（5 星）
高级房
世纪皇冠假日酒店（5*）
高级房
淳大万丽酒店（5 星）
豪华房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5 星）豪华房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5 星）豪华房

到展馆的时间
（估计）

单人间每晚价钱
含单早

双人间每晚价钱
含双早

酒店免费服务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309 元

人民币 309 元

免费宽带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319 元

人民币 319 元

免费宽带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430 元

人民币 430 元

免费宽带

车程 5 分钟

人民币 550 元

人民币 550 元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580 元

人民币 580 元

免费宽带

车程 10 分钟

人民币 800 元

人民币 850 元

车程 10 分钟

人民币 800 元

人民币 850 元

车程 15 分钟

人民币 780 元

人民币 780 元

车程 10 分钟

人民币 800+16%

人民币 880+16%

车程 8 分钟

人民币 820+16%

人民币 820+16%

车程 10 分钟

人民币 850+16%

人民币 950+16%

车程 8 分钟

人民币 900+16%

人民币 900+16%

步行 3 分钟

人民币 1550+16%

人民币 1750+16%

步行 3 分钟

人民币 1800+16%

人民币 2000+16%

免费宽带
近地铁
免费宽带
早上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早上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地铁 2,9 号线
免费宽带
免费宽带
步行距离
免费宽带
步行距离

注意: 以上房价为酒店预付价，请在 2018 年 6 月 6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最后预定期限：2018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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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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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锦江汤臣洲际，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以及浦东嘉里酒店订房确认后，过了截止日期不得
缩短行程以及取消。如果任何缩短行程或者取消，房费不做退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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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锦江汤臣洲际，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以及浦
东嘉里酒店收取全部房费。

酒店介绍
锦江之星三林店
2006 年开业 120 间房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位于浦东新区杨高南路，近三林路口，距离迪士尼轨道交通 11 号线浦
三路站步行约 8 分钟，17 分钟左右即可直达迪士尼乐园，同时轨道交通 11 号线可直达徐家汇等市中
心繁华商圈。

酒店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6.4 公里
距离酒店 33.5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5139 号 ，近三林路（御桥路路口）。

锦江之星 世博店
2008 年开业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位于浦东新区板泉路，近长清路路口，是锦江之星中距东方体育中心最近的
一家酒店,也是游玩迪士尼及参加世博展会的理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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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至东方体育中心站换乘地铁 11 号线可至迪士尼。
出租车起步价便可到达东方体育中心或世博展览场馆。出酒店进入 S20 外环高速至唐黄路出口右转
至探索路即可到达迪士尼游乐场（约 30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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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2 公里
距离酒店 34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板泉路 300 号
宜必思(上海联洋店)
2008 年开业 2016 年装修 298 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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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靠近公共汽车站，交通极为方便。酒
店以其现代和简约的设计营造令人愉悦的舒适气氛。酒店提供 24 小时服务、餐厅、酒吧、宽带上网
及酒店全区域无线网络、会议室和独立停车场。

酒店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7.8 公里
距离酒店 33.6 公里

地址：上海

，近丁香路。

浦东新区

芳甸路 200 号

开元曼居酒店 罗山路店
2011 年开业
位于浦东新区的地中海式商务精品酒店。上海瑞亚湖滨酒店依水而建，环境优美，闹中取静，可谓世
外桃源。酒店拥有景致优雅的高级湖景房、设计独特的时尚圆床房、雍容高贵的臻尊套房。

酒店设施：酒店所有房间光纤接入，可免费提供视频会议；提供 SPA 服务；酒店风格各异的餐厅和
酒吧给您提供中西式美食佳肴，专业的团队和多功能场地适合举办各种类型的会议和宴会，所有场地
均配备了最新的音响视听设备和高速宽带上网接口。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距离酒店 30 公里
距离酒店 28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罗山路 1609 号(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近锦绣路 )

万信 R 酒店 （原万和亚隆酒店）
2017 年开业 188 间房
上海万信 R 酒店位于浦东新区崮山路，地处内环线陆家嘴金融区内，距离新国际博览中心约 10 分钟
行程，距离世博园区、外滩约 20 分钟，南京路步行街约 25 分钟，距离上海自由贸易区约 20 分钟，
上海迪斯尼乐园约 30 分钟，交通便利。

酒店设施：酒店拥有精心布置的各式客房，内部环境优雅、设施配备齐全。酒店内丽景中餐厅、豪
华 VIP 包房，由港厨主理，丰富的餐饮设施及豪华宴会厅一站式的婚礼服务，见证幸福的开始。酒店
会议中心设有 11 间规格不同的会议室、多功能会议厅，可满足宾客不同层次的需求。酒店还配有健
身等娱乐设施。酒店将以周到、热情的服务，让您尽享欢快的商务、假日之旅。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距离酒店 33.8 公里
距离酒店 30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崮山路 688 号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2009 年开业 319 间房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位于锦尊路，毗邻酒店的巴黎春天百货和锦绣公园，集时尚购物、餐饮美食、
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文化艺术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圈，与酒店一起形成了嘉年华休闲广场。

酒店设施：每间客房均配备完善的设施，高速流畅的网络让你轻松商务与休闲。专属的无障碍客房
更具人性化，满足你的多元化需求。600 平方米的无柱型宴会，以及 8 间大小会议厅能满足各类会
议、培训、婚宴及社交活动的需求，由专业会务人员绸缪策划，助你打造圆满盛会。位于 3F 的健身
中心，配备先进的健身设施和泳池，是你延续健康作息模式的不错选择。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距离酒店 33.7 公里
距离酒店 25.5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锦尊路 399 号 ，近北艾路。
东怡大酒店
2007 年开业 209 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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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酒店 25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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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万怡酒店
2001 年开业 2011 年装修 323 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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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活动设施

咖啡厅 酒吧 残疾人客房 免费停车场 有可无线上网的公共区域
棋牌室 网球场 健身室 桑拿浴室

酒店交通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

距离酒店 39 公里
距离酒店 23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东方路 838 号，近潍坊路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1996 年开业 2017 年装修 418 间房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坐落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新国际博览中心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便捷。
步行仅需 5 分钟即可到达浦东最大的轨道交通枢纽世纪大道站，可便捷的搭乘地铁 2、4、6、9 号
线。 酒店入口毗邻复兴路隧道，10 分钟可达浦西新天地。第一八佰伴，96 广场，太平洋数码广场信
步可达。东方明珠电视塔，海洋水族馆，世纪公园以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酒店仅 3 公里。距虹
桥机场仅 30 分钟车程，距浦东国际机场仅 40 分钟车程。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活动设施
服务项目

免费停车场 有可无线上网的公共区域 咖啡厅 酒吧 行政酒廊
桌球室 室内游泳池 健身室 SPA 台球 按摩室 桑拿浴室
会议厅 行李寄存 叫醒服务 接机服务 干洗 婚宴

酒店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张杨路 777 号

距离酒店 22.5 公里
距离酒店 37.5 公里
，近崂山路。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Shanghai - Pudong

2001 年开业
上海东锦江大酒店以其枢纽位置便捷通往上海商业中心。豪华五星级酒店的专业服务将为
您提供完美的入住体验以确保您的商务之旅舒适精彩。上海东锦江双塔以至高 47 层傲然
屹立于浦东, 俯瞰浦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180 米高空旋转餐厅更是为您提供用餐、聚
会绝佳场所。
酒店设施：酒店东西两楼拥有设施齐全的豪华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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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889 号

距离酒店 23.8 公里
距离酒店 35.1 公里

世纪皇冠假日酒店
2008 年开业 319 间房
世纪皇冠假日位于浦东新区，毗邻张江、金桥工业区，约 15 分钟车程可达龙阳路磁悬浮；紧邻世纪
公园，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很便捷；举步即达轨道交通 2、9 号线，步行即可至大拇指广场，距离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约 30 分钟车程。酒店提供多样的用餐选择，位于大堂的源吧是放松心情的理想之
所。
酒店处处彰显国际化商务酒店的风范，特别是会议的筹办和满足商旅需求方面，行政楼层及公共区域
提供无线上网服务，堪为业内翘楚。
酒店还可提供 10 到 500 人不等的会议、用餐及婚宴服务。世纪宴会厅（550 平）可容纳 28 桌，上
海宴会厅（350 平）可容纳 18-20 桌，以及 4 间多功能宴会厅：浦东厅（200 平），苏州、杭州、南
京厅（80 平），灵活多变，满足多样的场地需求。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6.1 公里
距离酒店 34.1 公里

地址： 浦东新区 民生路 1433 号 ，近迎春路。
上海淳大万丽酒店
2003 年开业，2015 年装修
作为万豪国际集团旗下酒店，在上海淳大万丽酒店，您总能找到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 生活在于发现,
随心发现灵感,体验多姿多彩的商务逍遥游!上海淳大万丽酒店位于浦东繁华的新商务区边缘，是商务
及娱乐住宿的理想场所。酒店毗邻世纪公园,交通极为便捷，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仅 45 分钟的车程到
达酒店；从新上海国际博览中心仅 5 分钟车程到达酒店；从地铁二号线上海科技馆站步行仅 15 分钟
可到达酒店。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活动设施
服务项目

距离酒店 26 公里
距离酒店 32 公里

中餐厅
西餐厅 咖啡厅 酒吧 ATM
室内游泳池 健身室
商务中心 外币兑换服务 旅游票务服务

洗衣服务

送餐服务

叫车服务 邮政服务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长柳路 100 号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
2011 年开业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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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可到达地铁七号线花木路站、地铁二号线龙阳路站，乘其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仅需 7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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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活动设施
服务项目

距离酒店 27 公里
距离酒店 32 公里

中餐厅
西餐厅 咖啡厅 酒吧 残疾人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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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梅花路 1108 号

洗衣服务

送餐服务 叫车服务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2011 年开业 574 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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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设施：创新的“三合一”整合餐厅、模式实现用餐、娱乐和社交功能。The COOK 厨餐厅，聚餐
厅（牛排馆和烧烤餐厅）以及 The BREW 酿餐厅（手工自酿啤酒坊）。此外，百花亭设有数间优雅
私人包间，提供经典粤式菜肴和其他中华美食。嘉里健身 6,000 平方米面积横跨 3 层，包括 24 小时
开放的健身中心，室内游泳池，训练教室，水疗中心，室外网球场和篮球场和儿童探险乐园。
酒店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地址: 上海 浦东新区 花木路 1388 号 ，近芳甸路。

距离酒店 33.5 公里
距离酒店 32.1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