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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中國（深圳）國際網印及數碼印刷技術展覽會酒店預訂表 

2020 中國（深圳）國際網印及數碼印刷技術展覽會指定接待商---深圳市捷旅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是一

家從事高端展會服務的專業公司。展覽會期間有一批專業隊伍為您提供返程機票、酒店預訂及租車、商務旅遊及其

他展會解決方案等服務。 

服務熱線①：+86-755-8288 0090  （李先生）     

服務熱線②：+86-755-8288 0055  （王小姐）                    

手機/微信號：17722570869（王小姐）/18126464213（李先生）                       

預定網址：http://jl.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1070 

預定郵箱：service@bestmeeting.net.cn                                          （掃描二維碼 線上預訂酒店） 

一、酒店推薦表                                                        

備註： 

星級 酒店名稱 房型 價格 早餐 
酒店至展

館班車 
地址 至展館距離 

至展館車

程 
地鐵口 

至地鐵

口距離 

五星 
深圳會展中心皇冠

假日酒店 

高級大床房 1000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展覽大道 6 號 530m 5min 無 / 

高級雙床房 1100 雙早 

五星 同泰萬怡酒店 
豪華大床房 950 單早 

含車 
深圳寶安區福海街道寶安大道 

6259 號  
4.4km 14min 

福永站 

A 出口 
930m 

豪華雙床房 1000 雙早 

准五 
深圳寶安華盛希爾

頓花園酒店 

高級大床房 650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沙井街道新沙路

529 號，沙井站 B1 出口 
8.6km 30min 

沙井站

B1 出口 
850m 

高級雙床房 650 雙早 

准五 
深圳博客格蘭雲天

國際酒店 

高級大床房 558 單早 
含車 

深圳市寶安區錦程路與民主大道

交叉路口西北側 
5.5km 20min 無 / 

高級雙床房 558 雙早 

准五 
維納斯皇家酒店

（沙井麒麟店） 

高級大床房 538 雙早 
含車 

 寶安區沙井鎮沙井街道沙井路

118 號  
7.3km 30min 無 / 

高級雙床房 538 雙早 

准四 
維也納國際酒店國

際會展店 

高級大床房 438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沙井南環路

343-345 號 
6.2km 25min 無 / 

高級雙床房 438 雙早 

准四 
深圳緣·文化精奢

酒店 

標準雙床房 418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沙井街道西環路

2005 號  
5.1km 15min 無 / 

標準雙床房 418 雙早 

三星 深圳駿逸凱迪酒店 
高級大床房 390 單早 

含車 
深圳寶安區沙井街道大王山工業

二路 1 號 
4.9km 24min 

馬安山 B

出口 
2km 

高級雙床房 390 雙早 

三星 深圳福橋大酒店 
高級大床房 368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寶安大道（福永段）

6295 號 
6.3KM 17min 

橋頭站 B

出口 
380m 

高級雙床房 368 雙早 

三星 
東方山水酒店(深

圳機場店) 

商務大床房 368 單早 
含車 

深圳 寶安區 蠔業路與永和路交

匯處 
3.2km 15min 無 / 

商務雙床房 368 雙早 

准四 
天和酒店(深圳萬

豐店) 

高級大床房 328 單早 
 

深圳 寶安區 沙井街道寶安大道

8206 號 
8km 30min 

馬安山

D 出口 
480m 

高級雙床房 328 雙早 

三星 
深圳松崗智選假日

酒店 

標準大床房 298 雙早 
含車 

寶安區松崗街道沙浦社區藝展商

務大廈 101 南 2501 
14km 45min 無 / 

標準雙床房 298 雙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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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列價格已包含 15%服務費及稅項、酒店至展館往返巴士車費，所有費用將以人民幣結算；班車服務含早接晚送各一班，

預計發車時間：酒店發車時間 8:00，展館發車時間 17:30，發車時間會略有調整，請以酒店接待群通知為准。 

2、 預付價即是提前付款給我社，閣下需預付 100%房費之價格作為房間擔保，未付預付款的房間將不能預留。 

3、如需預訂深圳其他酒店，請與大會指定接待商聯絡。 

4、具體請以酒店預定平臺公佈為准。 

 

二、車輛服務： 

深圳市捷旅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擁有配套完善關聯服務平臺和眾多的服務合作夥伴，在保障旅遊服務運作的同時能滿足不同賓

客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需求，能確保賓客在展會期間放心，安全的享受車輛服務。 

① 接送機及酒店穿梭巴士報價： 

 

② 深港兩地用車報價： 

 

車型 路線 價格 備註 

豐田阿爾法（7 座） 深圳市寶安區酒店-香港機場 1200/趟 不包含接待服務人員 

45 座大巴 深圳寶安區-香港市區（非新界區） 
2600/趟（平日） 

不包含車輛陪同人員 
2800/趟（週末） 

60 座大巴 深圳寶安區-香港市區（非新界區） 

2800/趟（平日） 

不包含車輛陪同人員 
3000/趟（週末） 

備註： 不指定關口 ，正常時間內（早上 7:10 -- 晚上 20:50 ）港島加收 100 元， 其他偏僻地區給實際位置報價，等候超時費用 

是 300 元/時，150 元半小時。 

以上報價為平時用車報價，具體請按實際用車時間和詳細行程報價為准！用車需根據實際產生量結算。 

 

          行程 車型 優惠價格（RMB） 

 

 

深圳機場-寶安區各酒店 

別克商務 GL8 450/趟 

22 座 650/趟 

45 座 850/趟 

53 座 950/趟 

深圳寶安區-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45 座（早接晚送） 1200/往返 

53 座（早接晚送） 1300/往返 

以上報價已含：油費、路橋費、服務費、司機小費和稅費； 

以上報價不含：停車費、司機餐費,超時超公里需按：超時 150 元/小時，超公里 10 元/公里計算；包趟等候超時 100 元/時，等候 30 

分鐘以內免費。 

接機牌按￥50 元/塊收費 

以上報價為平時用車報價，具體請按實際用車時間和詳細行程報價為准！用車需根據實際產生量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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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遊及票務服務 

我們可以根據賓客的需求，提供會後旅遊服務，在保障旅遊服務運作的同時能滿足不同客人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需求，能確保客人在

展會期間放心，安全的享受旅遊服務，另外我們能提供國內國際往返機票，火車票預訂服務。 

旅遊行程介紹，參考如下： 

推薦旅遊行程 價格 人數 日期 

深圳一日遊: 中英街-海洋世界-鹽田用餐-深港環海遊-世界之窗或錦鏽中華民俗村 RMB368/人   

香港一日遊：星光大道環-太平山-淺水灣-香港會展中心金紫荊廣場-維多利亞海港 RMB338/人   

 

4.簽證邀請函 

深圳市捷旅會展能代辦各國簽證邀請函（中東地區、非洲地區外），價格：RMB330 起（含信用卡扣款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