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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Beijing Beichen 5*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座落于奥林匹克公园区中心，与鸟巢、水立方近在咫尺。距市中心仅 15 分钟车程，
优越的地理位置，能便捷的到达故宫、天安门广场及众多名胜古迹，是商务及休闲旅行的绝佳选择。
表格 20 酒店预订
这座奢华酒店更拥有通往长城和颐和园的快捷路线，令您轻松的体会古都的文化精粹。同时酒店距离

指定酒店简介

北京首都机场仅 25 分钟车程在北京北辰洲际酒店客人可以随时在酒店的大堂、泳池旁、抑或酒廊内享
受无线上网并接受电子邮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8 号院 4 号楼
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

CNCC Grand Hotel 4*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座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是一家由北辰集团投资兴建的国际化商务
会议型酒店，紧邻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作为接待国家会议中心会展活动的主酒店，所有房间都提供宽带上网，有国
际、国内几十个频道可供选择的电视节目，保险箱、洗衣等应有尽有。每间房都有宽敞的落地观景
窗，或远眺，或近观，奥运花园美景尽收眼底。
地址：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 8 号院 1 号楼
北京汇园酒店公寓（贵宾楼） Huiyuan Hotel VIP Building 5*
北京汇园酒店公寓隶属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著名的亚运村内，与奥运村一路之隔，地理
位置优越。酒店公寓目前拥有 6 栋公寓楼，包括 N、P、L、M、Q、R 座，拥有近 500 套特色各异的客
房，多种户型（面积 50 至 150 平方米不等），从一室到四室、平层到复式、普通到豪华，种类齐全，
式样各异。客房内配备沙发、写字台、餐桌餐椅、电视、直拨电话及高速宽带网，提供国际卫星电视
频道，CNN、HBO、AXN 等国内外电影、电视等。套房的厨房配备了全套灶具，是居家旅游、商务出
差的理想居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北辰东路 8 号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Grand Skylight CATIC Hotel

5*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置身于奥运村内，紧邻 2008 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与国际会议中心一
街之隔，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拥有多种类型的客房，舒适温馨，所有房间配备中央空调、国际直拨电
话、迷你酒吧、冰箱、保险柜、卫星闭路电视、无线上网等。位于酒店一层的欧陆风情西餐厅，经
营地道的法式西餐；二层的云天阁中餐厅，主理新派粤菜。无论是极具古典韵致的云天阁中餐厅，
或是大堂欧陆风情西餐厅，均是举办大型酒会或婚宴的绝佳场所。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无论是客房、会议还是休闲、餐饮，都将带给您超乎想象的舒适和愉悦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18 号
北京名人国际大酒店 Celebrity International Grand Hotel 5*
北京名人国际大酒店坐落于奥运商圈中的豪华商务酒店，紧邻 2008 年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和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步行至“鸟巢”只需 5 分钟，能够便捷的到达首都国际机场。酒店高品质的服务
和周全的设施是您商务、会议理想的下榻之所。雅致舒适的商务用房,浅米色的格调弥漫着家的温
馨，让您体验宾至如归的享受。酒店豪华行政楼层将为您提供专享的贵宾式服务，让您享受尊贵体
验。
地址：北京朝阳区 安立路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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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玉饭店（National Jade Hotel - Beijing）4*
北京国玉大酒店是一家具有国际标准的涉外商务酒店，地处北京亚运村地区，位于奥运公园东门，紧
邻奥运场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及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交通十分便利。酒店提供配套的商务、会议及
酒店预订（续）
休闲设施、拥有标准间、商务间以及标准套间等。房间内配备办公写字台，国际程控电话，卫星电视
指定酒店简介
接收系统，冰箱及迷你酒吧，并提供宽带上网服务。多功能厅及各类会议室3间，为客人提供各种会议
服务。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慧忠里 19 号
北京凯富国际全套房酒店

Comfort Suites Yayuncun 4*

北京凯富国际全套房酒店由国际知名的美国 CHOICE 酒店集团管理，地处亚奥商圈内，毗邻奥运会主
会场-鸟巢、“水立方”，紧邻地铁 5 号线大屯路东站，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北京凯富国际全
套房酒店力邀名师设计，力求满足各类客人的不同需求。超大平米的客房设计在寸土寸金的奥、亚商
圈中，能够提供给客人最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和独立、悠闲的私密空间。
地址：北京朝阳区慧忠北里 302 号
亚运村宾馆

Ya Yun Cun Hotel 3*

北京亚运村宾馆隶属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位于著名的亚运村内，与国家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路之隔。经过重新装修改造，以崭新形象进入旅游市场，面向商务散客、会议、
家庭游及自助游等客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北辰东路 8 号
北京奥友宾馆

Ao You Hotel

3*

北京奥友宾馆位于北四环安慧桥北，奥林匹克公园东侧，西距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仅 200 米，紧邻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北京奥友宾馆提供标准间、单人间、标准套间等多种客房，房间内设彩色电视、迷你酒吧，播放卫星
及闭路电视节目，提供国际和国内长途直拨电话。宾馆完备的会议设施和专业的服务满足商务人士不
同会议需要。
地址：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汇园公寓 J 座 1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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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14 日
指定酒店价目表
酒店名称

高级间

注意






双人间

每晚单价

预定

每晚单价

预定

200m

RMB 830

□

RMB 830

□

酒店预订（续）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4*）

单人间

到展馆的距离
（预计）

早餐及上网
包含 2 份早餐
上网：免费

以上房价已包含 15%服务费。
付款方式：可前台现付，但预定必须提供您的信用卡和本人手机担保。
最后预订期限：2018 年 1 月 14 日，预订期限之后的订单可能将不予受理，预订期限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
如需取消或更改已订之房间，请于 2018 年 1 月 14 日前通知酒店，否则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
如果未入住已经确认的酒店房间，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

该酒店仅接受在线预订: http://meeting.cnccgrandhotel.com/m124/hotel_s_reg_c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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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请将此表格发送至:

（请用正楷填写或附上名片）

公司:
中新博纳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86 (0)10-8460 2478
传真: +86 (0)10-8460 2480
电话:
酒店预订（续）
电邮: bj@burnaby.com.cn
邮箱:
联络人: 周小姐（13146410552）

传真:

负责人:

如需在线预订，请点击：
www.burnaby.com.cn/ISPO

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请影印一份记录
预订信息：（酒店价格请参考后页）

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酒店名称：第一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二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单人间 / 双人间 /（请圈上）

单人间房间数量：__________ 双人间房间数量：__________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 预计到达时间（北京时间）：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

机场专车接送:
500 元/趟，车型：奥迪 A6（1-2 人）；550 元/趟，车型：别克 GL8（3-5 人）
450 元/趟，车型：帕萨特（1-2 人）；450 元/趟，车型：瑞风（3-5 人）
我需要： 接机，航班号______

到达日期_____

到达时间_____

 送机，航班号______

起飞日期_____

起飞时间_____

本地旅游：（包含景点门票，团队午餐及中文导游）
线路一 紫禁城，天坛、颐和园，320 元/人。 预定人数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线路二

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260 元/人。

预定人数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付款-银行电汇
请在电汇凭证上注明客人姓名/展会名称/预定的酒店名称并传真到我公司。
收款人: 中新博纳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3389 5835 4974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北京商务区支行
若有其它要求，请留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打印填写好该表格传真至+86 (0)10 8460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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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到展馆的距离
（估计）

酒店名称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5*）
豪华房

步行 5 分钟

酒店预订（续）

每间每晚的价钱（人民币）
单人间

双人间

每日早餐服务费及
上网费用

CNY1380

CNY1380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CNY800

N/A

N/A

CNY700

北京汇园酒店公寓（贵宾楼）（5*）
一室套间（大床）
标准间（双床）

步行 10 分钟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5*）
高级间

步行 8 分钟

CNY780

CNY850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北京名人国际大酒店（5*）
豪华间

车程 10 分钟

CNY798

CNY798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步行 10 分钟

CNY580

CNY580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车程 10 分钟

CNY500

CNY500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步行 15 分钟

CNY398

CNY398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步行 8 分钟

CNY298

CNY368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北京国玉饭店（4*）
标准间
北京凯富国际全套房酒店 （4*）
标准间
亚运村宾馆（3*）
标准间
北京奥友宾馆（3*）
标准间

早餐包含，上网免费

注意

以上房价已包含 16%的政府税和服务费。
付款规定
1.
付款

所有预订必须预付定金（所预订房间的第一晚房费），如不能按时付费，房间将不予保留。

房费余款需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前付清。
2. 退款

任何办理了酒店入住手续的客人，如要缩短行程将不予办理退款。
3. 取消

任何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之后取消的预定, 每个房间将收取一晚房费。

任何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之后取消的预定, 每个房间将收取全部房费。
4. 最后预定期限 : 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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