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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单及价格 
 

（注意： 以下房价为酒店预付价，均包含服务费，请在 2021 年 3 月 6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酒店名称 
到酒店的时间 

（估计） 
每晚价钱 
（含早） 

酒店免费服务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889 号 

电话：021-50504888 

车程 20 分钟 
RMB 98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上海浦东丽晟假日酒店 
高级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环龙路 55 号 
电话：021-68629988 

车程 16 分钟 
RMB 75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万信酒店(上海世博园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高科西路 551 号 

电话： 021-58832000 

车程 5 分钟 
RMB 518/间/晚 
（含单/双早） 

无班车 
免费宽带 

上海舜地三和园酒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成山路 2599 弄 
电话：021-68391116 

车程 20 分钟 
RMB 498/间/晚 
（含单/双早） 

无班车 
免费宽带 

上海浦东大酒店 
标准房 
地址: 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 1888 号 

电话: 021-68758800 

车程 15 分钟 
RMB 458/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宜必思酒店(上海世博东明路地铁站
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 
电话：021-61561177 

车程 15 分钟 
RMB 388/间/晚 
（含单/双早） 

无班车 
免费宽带 

如家酒店(上海浦东三林地铁站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灵岩南路 1333 号 
电话：021-68385588 

车程 16 分钟 
RMB368/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班车 
免费宽带 

上海徐汇瑞峰酒店 
标准房 
地址：上海 徐汇区肇嘉浜路 7 号 
电话：021-54077000 

车程 12 分钟 
RMB 328/间/晚 
（含单/双早） 

无班车 
免费宽带 

驿亭四季（世博园店） 
四季双床房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昌里路 99 号 
电话：021-68521288 

车程 10 分钟 
RMB298/间/晚 
（含单/双早） 

无班车 
免费宽带 

注意： 



 
 

2 

 以上房价为酒店预付价，均包含服务费，请在 2021 年 3 月 6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所有预定将视酒

店客房情况做尽力安排，以预定确认表为准。 

 最后预定期限：2021 年 3 月 6 日，逾期预定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客房情况而定。 

 如需取消或更改预定：如需取消预定的房间，请在 2021 年 3 月 6 日前通知北京时代龙马国际会议展

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否则酒店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并取消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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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住宿预订表  
截止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前预定。如需支付预定金要付清款项。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日  期：              

请填写并传真到：  

北京时代龙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络人：黄小姐 

电话：021-64705398 

手机：15921357670 

邮箱：huangsaiju@sdl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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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翻译服务： 
英语展位翻译 800 元人/天，工作时间 9:00-17:30，餐水另算 50 元/餐。英语 6 级以上流利口语； 

英语展位专业翻译 1300 元/人/天，工作时间 9:00-17:30，餐水另算 50 元/餐。英语专业 8 级以上， 

有相关行业翻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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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服务： 
每份签证邀请函收费： 

普通邀请函每人 500 元，外事办官方邀请函办理 800 元，由申请人负担签证费用； 

包含一次邮寄费用，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再次邮寄，由申请人自行承担邮寄费用。 

 

 所有预定将视酒店客房情况做尽力安排，以预定确认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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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3 月 6 日前回传。              
 

酒店介绍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拥有各类豪华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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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
遐迩的 180 米高空旋转餐厅 X-Sensation 更是为您提供用餐、聚会的绝佳场所。上
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近十年的专业团队和久负盛名的亲切氛围将继续为您提供完
美的入住体验以确保您的商务之旅舒适精彩。 
 
交通信息 
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5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7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6.8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889 号 

 

 

上海浦东丽晟假日酒店 
上海浦东丽晟假日酒店位于浦东新区环龙路和浦建路交界处，紧邻陆家嘴金融商

区。西依南浦大桥，往来浦江两岸轻松自如；轨道交通 4 号线、6 号线举步之遥，出
行方便快捷。 

 
交通信息 
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4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7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5.7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环龙路 55 号 

万信酒店(上海世博园店) 
万信酒店(上海世博园店)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高科西路近浦东南路，紧临地铁 6、

7 号线高科西路站，乘坐地铁可轻松到达世博展览馆、新国际博览中心、东方体育中心。 
  酒店周边建有世博源、中华艺术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世博中心、昌里路
等商业区域，更可便捷前往迪士尼、浦东国际机场、虹桥火车站、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八佰伴、人民广场和新天地等知名商圈。 

 
交通信息 
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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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0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1.7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高科西路 551 号 

 

上海舜地三和园酒店 
上海舜地三和园酒店位于浦东新区北蔡地区——成山路，酒店出行交通便捷，步行可
到地铁 13 号线（北蔡站 3 号出口），周边娱乐购物配套设施齐全，（巴黎春天成山店、
乐购以及 51 生活休闲广场），约 20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酒店拥有百余间设计优雅的客房，其中酒店部分客房配置精致庭院，营造尊贵不
凡的居停氛围，所有客房均采用星级酒店的美国优质床品，全套高端精油系列洗浴用
品，全房型配备高端智能马桶，国际知名品牌卫浴。 
  酒店设有餐厅、健身房、瑜伽、会议室等设施，每日清晨酒店将提供中西结合的
自助早餐菜品供您享用；酒店大堂休息区、会议室和大堂吧为您的商务洽谈提供舒适
的空间。 
  
交通信息 
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9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2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6.5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成山路 2599 弄 

 

上海浦东大酒店 
    上海浦东大酒店地处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毗邻南浦大桥、东方明珠、金茂大
厦、浦东商业中心，交通非常便捷。主楼 19 层，辅楼 5 层，是一家按照高档酒店标准
重建的涉外现代化商务酒店。酒店拥有各类舒适客房，并配有各类功能齐全的大小会
议室、风格迥异的多个大小宴会厅和中餐厅，可同时容纳四百余人的就餐。餐厅经营
菜系以粤菜和江浙沪菜系为主，让宾客尽享美味佳肴。同时，酒店还设有商务中心、
商场、室外停车场及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可满足您广泛的兴趣爱好，为宾客提供方
便、安全、周到的服务。 
 
交通信息 
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4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8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5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 1888 号 

宜必思酒店 世博成山路店 
 
2011 年开业，2016 年装修，位于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临近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
会园区。步行到地铁六号线仅需要两分钟，交通非常方便。 
酒店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便捷的商务角，大屏幕电视，音乐酒吧。 
新颖的卧室、简洁的设计、舒适的床和多功能的浴室，简单但不失真正的愉悦！ 
 
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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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4.6 公里 
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32.5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3.3 公里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 
 

 

 

如家酒店(上海浦东三林地铁站店) 
如家酒店（上海浦东三林地铁站店）位于浦东新区灵岩南路（近三林路），毗邻浦东世
博园、东方体育中心，至迪士尼可乘地铁 11 号线直达园区内，周边有多条公交线，可
直达外滩、豫园、淮海路、陆家嘴东方明珠、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等，距离地铁 11
号线三林站步行约 8 分钟；紧邻外环线（S20），出行便利。 酒店提供温馨舒适的各式
房型客房百余间，满足不同住宿需求。这里还配备餐厅、商务中心以及停车场，是您
商务、旅游出行的不错之选。 
 
交通信息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3 公里 
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1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7.6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灵岩南路 1333 号 

 

上海徐汇瑞峰酒店 
 
上海徐汇瑞峰酒店位于肇嘉浜路瑞金二路，地处繁华的打浦桥商业区，与徐家汇商圈
咫尺相望，临近中国馆，周边有轨道交通 9 号、12 号和 13 号线，交通便捷，地理位
置优越。 
        
交通信息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43.8 公里 
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0.9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4.8 公里 
 
地址：上海徐汇区肇嘉浜路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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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亭四季（上海世博园店） 
 
驿亭四季（上海世博园店）是上海成立的一家高品味、高性价比的经济型酒店，地处
浦东新区的世博园区域，距世博展览中心、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交通便捷.秉
承 6+1 酒店连锁的特色，设施齐全为旅客提供一个温馨、舒适、超值的住宿环境，让
您有家的感觉。 
 
交通信息 
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6 公里 
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0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2.2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昌里路 9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