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 11 日

官方指定酒店介绍
1.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700 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坐落于世界上最大展览中心之一的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内，距离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约 4 公里，紧邻虹
桥交通枢纽。从酒店步行 3 分钟可至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便捷连通
上海各大核心商圈，还可轻松前往太阳岛、大观园、朱家角以及青浦
奥特莱斯购物中心。酒店拥有多间豪华舒适的客房与套房，4 间别具
一格的餐厅与酒廊，奢华的洲际水疗中心和室内泳池。

从酒店步行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仅需 5 分钟到达。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25 分钟的车程。

2.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上海市闵行区泰虹路 666 号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距离虹桥枢纽仅 5 分钟车程，毗邻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纯法式风情的酒店内 354 间优雅的客房及套房均配有索菲
特专属定制的 MyBed™。三间餐厅两间吧里精致的餐点可以让您沉浸其
中，亦诚邀您在我们的 SoSPA 以及 SoFIT 中尽情休闲放松，或者在我们
现代会的多功能宴会厅宴请宾客举行会议。索菲特虹桥以其纯正法兰西
高雅文化邀您纵享城市中一方乐土。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7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15.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10 分钟的车程。

3.

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闵行区申长路 630 弄 1-3 号
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坐落于虹桥商务核心区，是新时代有志之士喜爱
的商务酒店品牌。酒店距国家会展中心直线距离约1000米，毗邻上海虹桥机
场及上海虹桥火车站，虹桥购物商圈及地铁2/10/17号线信步可达。330间摩
登雅致的景观客房，均配备有完善的设施，宾客可放松享受生活或专注高效
地投入工作。酒店拥有三个美食餐厅，彩丰楼中餐厅主打粤沪创意菜，5个特
色包间供您选择；虹桥全日餐厅供宾客尽享环球美馔；云集特色西餐厅的地
中海菜系配以精选佳酿，品味浪漫风情。健身房让您畅享运动之乐，焕发活
力。酒店拥有1,100平方米多功能会议场地，大宴会厅可承办500人的豪华宴

会。深谙宾客需求的皇冠会务总监及团队将定制一站式会议执行方案，高效助力您的活动精彩圆满。
入住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感受上海城市的脉搏，成就高效商旅！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7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15.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7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10 分钟的车程。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电话：86.21.5481.6051, 86.21.5481.6052, 传真：86.21.5481.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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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099 号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五星级宾馆，酒店座落于上海
市的商务区，位于城市的金融中心与虹桥国际机场之间。酒店拥有 544 间舒适
豪华客房，包括 25 套套房。所有客房均配有一系列高级设施包括遥控彩色卫
星电视、迷你酒吧、可独立调节中央冷气系统、宽带上网等设施。拥有 5 家餐
厅和 2 个大堂酒吧。万丽咖啡厅供应自助式早餐和晚餐，还有各类零点亚洲和
西式菜肴；美食阁出售各类自制的面包、蛋糕及巧克力；满福楼餐厅则以正宗
的粤菜而著称；翠竹小馆供应各类港式面点和上海小吃。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35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50.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30 分钟的车程。

5.

上海虹桥中建万怡酒店

上海市青浦区蟠文路 333 号
酒店地处西虹桥商区板块，紧靠核心功能区，比邻国家会展中心，周围
商业配套成熟，机场、火车站近在咫尺，轨道交通发达，5 条主要高速路
环绕，是虹桥商务区带动青浦区发展的首要节点。酒店毗邻国家会展中
心，仅需 5 分钟车程。酒店展会期间开通穿梭巴士，方便服务展会宾客。
酒店附件有配套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可轻松到达市中心人民广场、
陆家嘴金融中心和浦东机场等，周围有锦绣天地，虹桥天地等商业中心，
配套完备。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5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15.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有 25 分钟的车程。

6.

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9 号
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拥有 252 间超现代设计的客房，是无论商务出
行或是旅游休闲客人们的理想住宿之选。酒店选址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
区的中心，紧邻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包含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长途巴士及
本地巴士等的综合性虹桥枢纽。同时酒店出行极其便利，步行可达地铁 2
号及 10 号线虹桥火车站站，轻松连接上海各主要景点和其他商务区。上海
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的每间客房均配备招牌的凯悦大软床，可旋转的
49 寸高清电视以及转角沙发供客人休息使用。所有住店客人均可享用免费
的热火早餐以及无线 WI-FI，24 小时健身房和屋顶阳光泳池，大话廊的全日
菜单提供 24 小时新鲜出炉菜式。与此同时酒店也将提供免费班车往返于与

虹桥枢纽及国家会展中心。酒店总计拥有 287 平方可灵活使用的会议空间，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是您举办公
司小型行政会议、培训、家庭聚会和各类宴会的首选场所。在您使用会议场地期间，您的专属会议服务专员会为您照
顾好每一个细节。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7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15.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7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15 分钟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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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虹桥温德姆酒店

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 1989 号
上海虹桥温德姆酒店位于虹桥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和上海虹桥火车站西
侧，直线距离 5 公里，处于虹桥交通枢纽、建设中的虹桥商务区中心地
带。距离地铁 2 号线、10 号线、虹桥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上海虹桥火
车站车程 10 分钟内即可到达，驱车 30 分钟可经延安高架到达市中心，
为距国家会展中心最近的国际品牌酒店。酒店拥有豪华客房及套房 290
间，设计高贵典雅，备有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为商务客人提供绝佳的舒
适享受。酒店拥有中西餐厅及酒吧，由资深名厨主理，多种美味可供选
择，给您带来完美的餐饮享受。气派不凡的 700 多平方米宴会厅拥有绝
佳 8 米层高、全无柱厅内可容纳 600 余人，另设 5 个设施齐全的多功能

会议室，可满足客户各类会议需求。酒店设 KTV、按摩等休闲娱乐设施，另有美容美发及礼品店为尊贵客人提供便利。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10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15.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7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10 分钟的车程。

8.

上海虹桥雅高美爵酒店

上海长宁区仙霞路 369 号
上海虹桥美爵酒店位于虹桥商务中心地区，毗邻虹桥国际机场和各大会展中心，可
方便到达繁华的市中心。拥有宽敞舒适的公寓式客房，让您在繁忙的商务出差或是
家庭旅行度假中体验完美的睡眠享受。客房内配以便捷的设施，为商旅客人提供全
方位的个性化服务。每间客房均配有液晶电视，小型厨房以及微波炉、冰箱、洗衣
机等；独立的阳台让您欣赏周边美景；设计简约的吧台，在闲暇之余供您小酌。酒
店的健身房配有最新的健身设施，让您在放松心情的同时保持健康的身心。上海虹
桥美爵酒店的岚亭餐厅，为您带来浓郁法式气息的世界饕餮美食，丰盛的中西式早
餐，商务自助午餐及每月主题晚餐，更有融合多国风味的零点美食任您享用；时尚
现代的绿丰中餐厅以其清新淡雅的粤菜为您精心演绎中式美食的精髓；神秘动感的
乐酒吧，各式鸡尾酒及多款时令饮品任您选择，悠扬的法国音乐让您倍感轻松与惬
意。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35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50.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30 分钟的车程。

9.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 2000 号
虹桥郁锦香宾馆(原虹桥宾馆)位于虹桥开发区，毗邻国际贸易中心和世贸商
城，紧邻内环和延安路高架及其他交通主干道，地铁 3/4 号线便在附近。驱
车 20 分钟便可抵达多个目的地，如虹桥机场、新建的国家会展中心、淮海
路高档商业街等。诸多商务大楼、购物中心、餐厅及娱乐场所均近在咫尺。
虹桥郁锦香宾馆(原虹桥宾馆)乃是郁金香崭新品牌定位的旗舰，是集生活、
工作、旅行为一体并富于当地文化的妙趣理念。这座时尚的新面貌酒店有
30 层高，共有客房近六百余间，房内配设齐全。酒店设有 1200 平方米的会
议场所，拥有高科技一流的会议设施，包含无柱式大型宴会厅和其他多功能
厅。此外，宾客可以在宾馆 4 个高品质餐厅（中餐厅、日式餐厅、法式餐厅

等）以及 3 个酒吧（屋顶酒吧、大堂吧和香槟吧）大快朵颐。咖啡厅位于大堂吧“趣味酒廊联合办公空间”，因而您无
需选择办公还是休闲而可以两者得兼。酒店配有整层健身中心，阁下可以在此健身以及修养身心。
从酒店叫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需要 35 分钟，车费大约为人民币 50.00 元。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6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国际机场有 30 分钟的车程。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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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间信息
截止日期: 2021 年 9 月 8 日
与展馆之间距

编号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每晚房价

早餐

1

五星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高级单/双人房

1750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5 分钟步行

2

五星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单/双人房

900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7 分钟车程

标准单人房

755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早

标准双人房

850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双早

豪华单人房

472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早

豪华双人房

515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双早

3

4

五星

五星

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

离

7 分钟车程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35 分钟车程

5

四星

上海虹桥中建万怡酒店

豪华单/双人房

558 元+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5 分钟车程

6

四星

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

凯悦嘉轩单/双人房

601 元 +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7 分钟车程

7

四星

上海虹桥温德姆酒店

豪华单/双人房

55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10 分钟车程

8

四星

上海虹桥雅高美爵酒店

高级单/双人房

65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35 分钟车程

9

四星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高级单/双人房

45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35 分钟车程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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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 11 日

请注意：


主办方已议定了以上优惠价格。参展商须于订房截止日期 2021 年 9 月 8 日前通过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预定
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若需取消预定须提前 7 天书面通知；若需更改预定，须提前 3 天通知。否则，酒店会收取第一晚的房费作为滞后取
消的罚金。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酒店将收取第一晚的房费作为赔偿。



所有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的预订都需要在客人入住前 30 天预付所有房费，杂
费由入住客人自理。



若需取消或更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的预定须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否则，酒
店会所有房晚的房费作为取消的罚金。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会收取全部房晚的房
费作为赔偿。



若需取消或更改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的预定须提前 14 天书面通知。否则，酒店会收取第一晚的房费作为
滞后取消的罚金。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会收取第一晚的房费作为赔偿。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将在收到酒店房间预定单后及时通过传真或电邮给予确认。所有酒店房间的预定均须客
人提供信用卡卡号以作担保。客人的房费及其他酒店内消费，请在退房的当天以现金或信用卡方式结清。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电话：86.21.5481.6051, 86.21.5481.6052, 传真：86.21.5481.6032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 11 日

酒店房间预定单
截止日期: 2021 年 9 月 8 日
客人信息登记表
*称谓

先生

小姐

*客人姓名: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官方推荐酒店

上海虹桥中建万怡酒店
上海虹桥商务区凯悦嘉轩酒店
上海虹桥温德姆酒店
上海虹桥雅高美爵酒店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房间类型:
*早餐:

单人间

双人间

一份

两份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特殊要求:
提前入住

延迟退房

酒店将根据特殊要求尽量安排（非确认）
酒店轿车接机服务

接机：

需要

抵达航班/时间

酒店接送机服务为另外收费项目

送机：

需要

出发航班/时间

*信用卡类型:

Visa 卡

Master 卡

Amex 卡

*信用卡号码:
*有效期: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电话：86.21.5481.6051, 86.21.5481.6052, 传真：86.21.5481.6032

JCB 卡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 11 日



请在填写此预定表格前仔细阅读前页的宾馆价格表及注意事项。* 表示必填内容。

联系人信息登记表
请填写此表并回传至:

*联系人: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地址：

联络人:
张

公司名称：

怡 小姐 / 侯里程 先生

电话:

(86 21) 5481 6051 / 5481 6052

传真:

(86 21) 5481 6032

电邮:

展位号：
*电话：

jenny@shanghai-vision.com
paul.hou@shanghai-vision.com
请影印一份存档

*职位：

传真：
签名：

日期：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新漕河泾大厦 703 室，邮编：200233
电话：86.21.5481.6051, 86.21.5481.6052, 传真：86.21.5481.6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