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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据中心及云计算产业展览会/  

国际智能建筑暨技能技术展览会」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1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02 日 

 

欢迎您参加「国际数据中心及云计算产业展览会/ 国际智能建筑暨技能技术展览会」，我们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的展会期间将为各界代表提供酒店接待的全面服务，您可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预订。展览组委会

指定上海鹏诚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展会期间酒店住宿接待工作，并在展会期间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

海．浦东)附近以优惠房价提供以下酒店供各代表预订。 

 

酒店资料 

酒店名称 星级 净价 车程 地址 

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 ★★★★★ 
1380+10%元/间(含双早) 

1280+10%元/间(含单早) 
步行 2 分钟 

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www.jumeirah.com/zh/stay/shangh
ai/jumeirah-himalayas-hotel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 
78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8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迎春路 1199 号
www.huazhu.com 

上海丽昂豪生大酒店 ★★★★☆ 
6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5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金新路 99 号
www.gchhotels.com 

上海中油阳光大酒店 ★★★★★ 
6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东方路 969 号
www.zhongyouhotel.cn 

上海万信 R 酒店 ★★★★☆ 
6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崮山路 688 号
www.wassimr-shanghai.31td.com 

上海陆家嘴万信酒店 ★★★★☆ 
 6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8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南洋泾路 568 号
www.wanxinhotels.com 

上海浦东绿地铂骊酒店 ★★★★☆ 
55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2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川沙路 5500 号
www.bailemenhotel.cn 

上海浦东温德姆酒店 ★★★★☆ 
49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2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川沙路 5919 号
www.whghotels.cn 

上海茂业华美达广场酒店 ★★★☆☆ 
4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2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沪南路 938 号
www.whghotels.cn 

碧悦城市酒店 - 金桥店 ★★★☆☆ 
4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8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金台路 222 号
www.benjoyhotels.com 

全季酒店 - 康桥秀沿路店 ★★★☆☆ 
4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5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秀沿路 2532 号
www.huazhu.com/Quanji 

全季酒店 - 康桥秀浦路店 ★★★☆☆ 
38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5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秀浦路 886 号
www.huazhu.com/Quanji 

维也纳国际酒店 - 高科东路店 ★★★☆☆ 
34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2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高科东路 1862 号
www.wyn88.com 

锦江之星酒店 - 秀沿路店 ★★★☆☆ 
359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12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环桥路 1160-1 号
www.jinjianginns.com 

锦江之星品尚酒店 - 翔川路店 ★★★☆☆ 
32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2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翔川路 525 弄
www.jinjianginns.com 

上海悦兴国际大酒店 ★★★☆☆ 
288 元/间 
(含双早) 

车程 20 分钟 
(免费班车) 

浦东新区航津路 658 号
www.nerago.com/hotel_0020105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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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以上价格都包括服务费、增值税及宽带服务。 

2.由于预留房间数量有限，请在 11 月 25 日前将酒店预订回条，填写后传真回我司，我们将回传确认单，表示

您的房间预定成功。 

3.若房间数量暂时不确定，可先将需求告知我司，我们将会为您保留相应的房间数量，预订时，按照您提供准

确的房间数进行修改。 

4. 其他服务预订: 

a.人员服务：可提供翻译、礼仪等服务 

b.租车服务：可提供高级轿车、各类型客车等车辆服务 

c.会议服务：可提供会议，宴会等全方位服务 

 

酒店订房确认回条 
 

公司名称                            __    参观参展 展位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联系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电话               ____ 单位传真         _ __  联系人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酒店预订提示： 

1、 请将以上表格填写后，电邮或传真至我司（lixiaoyan1119@163.com / 86-021-56096399） 

2、 我们将会在收到电邮或传真 1 天内，给您回复酒店确认单，收到确认单后，表示预订酒店成功。 

3、 如果没有进行任何形式担保的房间，迟于当天 18:00 到店，请提前通知我司，我司将房间予以保留，若

无通知，我公司有权取消房间。 

4、 预订 3 间以上房间的展团，我司将收取一晚的房费作为定金。 
 

展览会指定住宿接待单位： 

联系人：李晓燕小姐 

电  话：86-1580-0598-969       

传  真：86-021-5609-6399   

邮  箱：sales@shpengcheng.com, lixiaoyan1119@163.com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938 号 2 楼 288 室 

 

酒店名称 客人名称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 房间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