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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关于举办第十七届中国环博会及 2016 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各单位会员及有关单位： 

为推动环境科技创新与环保产业发展，我会与德国慕尼黑国

际博览集团等单位将于 2016 年 5 月 4-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联合举办“IE expo 2016 中国环博会”。同期我会将举办“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单位会员交流年会”（以下简称“交流年

会”），为我会单位会员提供政产学研互动交流平台，介绍最新环

保政策，交流环境创新技术，探讨环保市场商机与投融资合作。

“交流年会”包括与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

业商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和由行

业机构、研究机构承办的 18 场专业论坛及近 300 场技术交流会

等一系列活动。 

“中国环博会”是由我会与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亚洲最大的专业环保展览。该展会继承了慕尼黑博览集团

创立的世界环保第一品牌展 IFAT（慕尼黑国际环博会）50 年的

国际品牌展会优秀品质，已连续举办十六届。预计 2016 年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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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 1500 多家参展单位，涵盖整个环境技术领域，其中有超过

40%的海外展商和 15%的海外买家。展览范围主要包括水展、固

废展、大气展、场地修复展四大主题及环境监测、环境服务、资

源利用、室内环境等七大板块，展区面积将达 8万平米，参观客

流预计 5 万人次。本届环博会将设置“环境创新技术展”，为高

校科研单位的技术和成果转化提供集中展示和投资交易平台。世

界品牌的传承、强大的展商阵容、专业的观众以及国际水平的会

展服务，将成为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展示技术产品、洽谈合作的

最佳平台。欢迎我会各单位会员和有关单位自愿参展观展。其中，

我会单位会员参展将享受最高折扣优惠，观展可以免费提供门票

及资料。 

“2016 环博会高峰论坛”将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在上海浦东

喜来登酒店举办，论坛以“深化绿色经济变革·引领产业创新发

展”为主题，设置了“构筑绿色一带一路”、“环境第三方治理”、

“环保投融资”、“供给侧改革”、“互联网+、环境大数据与绿色

产品”五个议题，将邀请发改委、环保部、商务部、国务院研究

中心领导以及国内外著名环境专家、环保企业家、投资机构等，

共同探讨面向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及环境质量改善的环保产业发

展（详细日程见附件 2）。5月 5-7 日我会与德国环境部、欧洲水

协、英国环境产业委员会、环保部固废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及多家行业协会和媒体联合

举办“水务论坛”、“固废论坛”、“场地修复”等 18 场专业论坛

及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详见附件 1 系列论坛会议日程）。欢迎

我会分支机构、地方学会、会员单位参展参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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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地点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单位会员交流年会 

时间：2016 年 5 月 4-7 日 

2016 中国环博会 

时间：2016 年 5 月 5-7 日 

地点：上海浦东新国际展览中心 

2016 环博会高峰论坛 

时间：2016 年 5 月 4 日 

地点：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 

系列论坛及技术交流会 

（时间地点详见附件 1）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环境服务业商会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承办单位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环境保护部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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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英国环境产业委员会 

欧洲水协 

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 

德国水、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 

德国废弃物管理、城市清洁协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新加坡水协世界水环境联盟 

韩国环境保全协会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 

战略合作媒体 

CCTV2 财经频道、新华网、凤凰网等 200 多家媒体 

三、参会人员 

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国务院研究中心、中国科协有关

领导，国际环保机构领导，环境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我会理事

会领导及理事，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团体会员单位代表，

环博会国内外 VIP 展商代表。 

四、会议日程（详见附件 1、2） 

5 月 4 日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暨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开幕式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综合分论坛 

5 月 5 日      国际环保创新技术论坛 

5 月 7 日      第二届环保行业投资建设趋势论坛 

5 月 6 日      第一届中国环境监测技术及信息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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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       2016 环境污染控制中的第三方污染治理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国际环保分论坛 

5 月 6-8 日     2016 环境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 

5 月 6-8 日     2016 中国环博会创新环境技术展示交流会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水务分论坛 

5月6日       2016中国饮用水安全-微污染水源的膜法及

其它深度处理综合技术论坛 

5月 7日      第二届新形势下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循环

利用技术论坛 

5 月 7 日      2016 国际海水淡化与膜技术论坛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大气分论坛 

5 月 7 日      第二届典型行业 VOC 治理技术交流会 

5 月 7 日      第二届中国民用空气净化器行业高峰论坛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固体废弃物处理分论坛 

5月 6-7日    第二届国际固体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利用论坛

5月 6日      矿山污染防控国际论坛 

5 月 6 日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热点论坛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场地修复分论坛 

5 月 7-8 日    第三届国际场地修复论坛 

五、参会事宜 

1.我会会员及会员单位代表可免费参加“2016 环博会”、

“2016 单位会员交流年会”（部分收费会议除外）。其中“2016

环博会高峰论坛”会议费 2800 元/人（含注册费、资料费、餐费、

交流晚宴等），我会副理事长单位可有 3 名免费名额，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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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名免费名额，理事单位 1名免费名额，其他会员及会员单

位代表参加该会议享受折扣价为 2200 元/人。 

2.我会会员可免费或优惠参加同期举办的系列专题论坛会

议活动，多数会议免费向我会会员开放（详见附件 1系列论坛会

议日程）。 

3.因场地所限，“2016 环博会高峰论坛”参会人数控制在 500

人，其他专题论坛会议也有人数限制，请尽早报名预约或注册缴

费。 

4.欢迎我会会员单位参展参会，并请我会分支机构、地方学

会组织有关单位参展参会。由于展位和代表名额有限，请各单位

尽早安排计划，并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将报名表传真或电邮至

我会。 

5.为推动环境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为会员搭建技术交流合作

推广平台，我会在环博会期间将举办“环境创新技术展”，遴选

优秀环境科技成果进行展览展示和技术路演，与投资机构和用户

进行对接洽谈。欢迎我会会员单位中的科研技术单位、创新型企

业积极参展。 

6.展会期间房源紧张，请尽早联系我会会务组预订住房，或

请尽早自行预定。 

报到酒店：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浦东南路2111号近浦建路38号）

住宿酒店： 

浦东福朋喜来登由由酒店（浦东南路2111号近浦建路38号）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2991 号） 

7.环博会及交流年会的详细安排请查阅通知附件、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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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环博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系列论坛会议日程 

时间	 场地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语言	 规模	 形式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主论坛  

5 月 4 日 
浦东由由喜

来登大酒店 
2016 环博会高峰论坛 
主题：深化绿色经济变革·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慕尼黑博览集团 
承办单位: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文/英文 400 人
2800 元/人 
会员减免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国际环保分论坛 

5 月 5 日 待定 2016 国际环保创新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文/英文 150 预约参会 

5 月 6-7 N5-M50 2016 环境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 
主办单位： 
德国水、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DWA) 
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文/英文 100 预约参会 

5 月 5 日 N4-M45 国际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德国水工业联合会 

中文/英文 80 预约参会 

5 月 5-6 N4-M44 中日环境产业研讨会 
主办单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中文/日语 80 预约参会 

5 月 6 日 N4-M45 Vocs 控制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中文/英文 80 预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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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场地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语言	 规模	 形式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环境监测分论坛 

5 月 5 日 E7 中国环博会环境监测技术交流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上海环境科学学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协办单位：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支持单位：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中文 150 预约参会 

5 月 6 日 E7 环境监测技能大赛 
主办单位： 
上海环境科学学会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中文 80 预约参会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水务分论坛  

5 月 5-6 待定 膜法在节水与水处理行业中的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水处理分会 
协办单位: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文 250 预约参会 

5 月 6 日 N3-M43 
2016 第二届中国饮用水安全-微污染水源的

膜法及其它深度处理综合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上海市净水技术学会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中文 80 预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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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场地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语言	 规模	 形式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给水深度处理专

业委员会 
上海饮用水安全保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华东地区给水排水情报网 
承办单位： 
《净水技术》杂志社 
支持单位：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CO 土木在线 www.co188.com 

5 月 5 日 N5-M47 
第三届新形势下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循环

利用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上海市净水技术学会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 
《净水技术》杂志社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CO 土木在线 www.co188.com 

中文 200 预约参会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大气分论坛 

5 月 6 日 待定 第三届重点行业有机废气(VOCs)污染治理及 主办单位： 中文 350 预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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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场地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语言	 规模	 形式	

监测技术交流       谷腾环保网 www.goootech.com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固体废物处理分论坛  

5 月 5-6 待定 
IE expo 2016 中国环博会-国际固体废物与资

源回收利用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物分会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慕尼黑博览集团 
协办单位： 
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 
上海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支持单位：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文/英文 300 
2000 元/人 
会员 8 折 

5 月 5 日 N5-M49 国际农畜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研讨会 

指导单位： 
荷中家禽发展联盟（DPDA） 
主办单位： 
中贸慕尼黑（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弃物分会 
支持单位：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国家环境保护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中心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中文 120 预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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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场地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语言	 规模	 形式	

上海农业废弃物利用行业协会 
上海市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 场地修复分论坛  

5 月 5-7 博雅酒店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场地修复论坛暨展览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中文/英文 300 
3000 元/人 
会员8.8 折 

5 月 6 日 待定 
2016 年有色金属矿山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研

讨会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北京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环境保护学术委员会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支持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中文  200 预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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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6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日程 

5月3日 

9:00-22:00 会议注册 

5月4日 

8:00-8:30 代表入座（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 

8:30-9:00 

8:30-8:3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

会员交流年会开幕式 

主持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任官平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致辞 

8:35-8:40 上海市领导致辞 

8:40-9:00 
主旨演讲：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与绿色发展 

演讲人：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 解振华 

9:00-10:30 

9:00-9:20 

议题一：构筑绿色一带一路——合作与共赢 

主持人：环境商会秘书长 骆建华 

主题演讲一：国际绿色技术合作与开放共赢 
演讲人：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陈亮 

9:20-9:40 
主题演讲二：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演讲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 赵晋平 

9:40-10:30 

嘉宾对话： 
环保部政研中心主任  夏光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肖学智 
桑德集团董事长 文一波 
首创股份总经理 刘永政 
永清环保董事长 刘正军 
碧水源总经理 戴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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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茶  歇 

10:40-11:50

10:40-11:00 

议题二：环境第三方治理——市场化专业化 

主持人：威立雅水务副总裁 黄晓军 

主题演讲：环境第三方治理：主体培育与市场规范 
演讲人：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 赵鹏高 

11:00-11:50 

嘉宾对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常纪文 
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吴启洲 
华能电力集团环保处处长 张华 
博天集团董事长 赵笠钧 
苏伊士环境执行副总裁 孙明华 
清新环境董事长 张开元 
晓清环保董事长 韩晓清 
亿利资源董事长 金健 

12:00-13:30 自助午餐（喜来登由由酒店一楼） 

13:30-15:20

13:30-13:50 

议题三：环保投融资——模式创新与资本并购

主持人：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总经理 张燎 

主题演讲一：解读“银政投”绿色信贷计划 
演讲人：银监会统计部主任 叶燕斐 

13:50-14:10 
主题演讲二：绿色金融与环境投资展望 
演讲人：英国战略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Sciteb 总裁 Nicholas Beale 

14:10-14:30 
主题演讲三：环保产业投资分析与并购机遇 
演讲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秘书长 杨秋生 

14:30-15:20 

嘉宾对话： 
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天义 
大唐环境集团副总经理 吴德仁 
北控水务常务副总裁  李力 
万邦达副总裁 张友谊 
久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李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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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总行环境金融部 副处长 程峰 

15:20-15:30 茶  歇 

15:30-16:30

15:30-15:50 

议题四：供给侧改革——环境公共产品与环保

技术创新 
主持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侯雪松 

主题演讲一：“十三五”环保技术创新需求 
演讲人：环保部科技司巡视员 刘志全 

15:50-16:10 
主题演讲二：供给侧改革与绿色经济 
演讲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 

16:10-16:30 
主题演讲三：环境质量改善与环境公共产品供给 
演讲人：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吴舜泽 

16:30-17:40

16:30-16:50 

议题五：互联网+、环境大数据与绿色产品 
主持人：中国环境互联网与大数据联合会会长

王世汶 

主题演讲：环境管理变革与环境信息化 
演讲人：国家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徐富春 

16:50-17:40 

嘉宾对话： 
杭州锦江集团总经理 王元洛 
IBM 中国开发中心大数据与分析业务拓展总经理 顾世山 
微软中国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郑宇 
联想集团企业云服务产品总监 宫文瑞 
海尔超前技术研发总经理王晔 
原点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李牧 
高德数据开放部总经理 魏凯明 
西安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何炜琪 

18:00-20:00 交 流 晚 餐（喜来登由由酒店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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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6 环博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会员单位交流年会 
参 会 报 名 表 

单位  邮编  

地址  传真  

电话   手机  Email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预定住房 
（为保证住房，请务必

填写） 

标间    （       ）间      是否合住： □是     □否 

单间    （       ）间 

本单位是否参展 □是        □否         （如参展请同时填写展览报名表） 

是否参加分论坛 
□水务论坛    □大气治理论坛    □固废论坛    □生态修复论坛 
□环保项目投融资                □国际环境技术论坛 

是否参加会后活动 
（请勾选） 

□参观展览  □招待酒会   □参观考察 

备注  

请将此回执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前传真或 e-mail 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务组

（此表复印有效）。   

电  话：010-62210597   

传  真：010-82211021    e-Mail:：hyb@chinac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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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IE expo 2016 中国环博会展览范围及展馆图 

 
1. 水和污水处理 
1.1  机械物理处理工艺 
1.2  分离系统 
1.3  搅拌耙，筛滤器，过滤器 
1.4  泳池与水景喷泉设备 
1.5  化学处理工艺 
1.6  生化处理工艺 
1.7  污泥及残渣处理 
1.8  污泥脱水固结 
1.9  泥干化 
1.10 污泥焚化 
1.11 污泥再利用 
1.12 沼气回收及再加工 
1.13 废水热回收 

 
2. 水处理成套设备与膜 
2.1  膜与膜组件 
2.2  饮用水/终端净水 
2.3  工业/工艺用水 
2.4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2.5  中水循环利用 
2.6  海水淡化与利用 

 
3. 给水/排水与下水道（泵管阀） 
3.1  供水设备 
3.2  泵及提升系统 
3.3  管/管道 
3.4  阀门/配件 
3.5  通风井/特殊结构/技术 
3.6  新下水道建造 
3.7  下水道系统的现代化 
3.8  下水道检查 
3.9  下水道清理 
3.0  下水道泄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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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水管道清理 
 
4. 雨水收集与利用/洪水控制 
4.1  雨水收集储存罐及附件 
4.2  雨水溢流罐 
4.3  雨水贮留罐 
4.4  雨水沉淀池 
4.5  雨水渗透和贮留 
4.6  雨水排放筛滤器 
4.7  雨水储水罐清洗系统 
4.8  灌排机械设备 
4.9  防灾救灾设备 

 
5. 垃圾处理及回收利用 
5.1  垃圾收集与运输 
5.2  运输车及其车厢结构 
5.3  垃圾处理/回收 
5.4  焚烧与热处理（能量回收和处置—施工、操作、优化、维修） 
5.5  生物处理、堆肥 
5.6  垃圾填埋 
5.7  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处置 
5.8  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处置 
5.9  城市道路清洁与维护设备 
5.10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 
5.11 通用设备、装置和配件 
5.12 职业安全和事故预防 
5.13 废料供应商、渠道商、贸易商 

 
6. 废弃物处理成套技术与设备 
6.1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备 
6.2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6.3  废旧金属/线缆/纸张/纺织品处理 
6.4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6.5  废旧橡胶轮胎/塑料处理技术与再生设备； 
6.6  废旧汽车/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及再利用； 
6.7  废油/污水/废液的处理与再生技术； 
6.8  废旧玻璃回收、加工、利用; 

 
7. 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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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资源综合利用设备与技术 
7.2  生物质发电厂/发酵、成份 
7.3  垃圾填埋气体利用 
7.4  基质加工、运输和供给系统 
7.5  气体运输和处理 
7.6  气体利用 
7.7  发酵废物的处理 

 
8. 场地/土壤修复 
8.1 场地调查与评估 
8.2 场地健康风险评估 
8.3 场地修复技术研发 
8.4 场地修复设备开发 
8.5 场地修复工程运营与管理 
8.6 场地修复过程监测和服务 
8.7 场地修复工程承包 

 
9. 工业废气回收与治理技术设备 
9.1  废气治理设备 
9.2  除臭设备及系统 
9.3  废气回收利用装置与技术 
9.4  咨询/工程 

 
10. 工业烟尘治理技术设备 
10.1 脱硫与脱硝 
10.2 除尘技术与设备 
10.3 其它相关产品与设备 

 
11.  室内空气净化 
11.1 工业厂房空气净化设备及系统 
11.2 室内空气净化产品 
11.3 空气品质优化 

 
12. 油气回收装置 
 
13. 机动车辆尾气的处理 

 
14. 降噪/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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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技术 
15.1 测量技术 
15.2 分析/实验室技术 
15.3 控制技术 
15.4 水、污水、废物和空气处理技术 

 
16. 环境服务 
16.1 处置服务 
16.2 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 
16.3 工程服务、环境管理和生态审计 
16.4 融资 
16.5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16.6 分析实验室 
16.7 贸易协会和机构 
16.8 援助组织 

 
17. 科研创新成果展示与技术转让 
17.1 研究机构/大学 
17.2 专业出版商、贸易文献和数据库 
17.3 教育与培训 
 

二、参展价格 

注：我会会员展览价格享受9折优惠，展位搭建等价格优惠可联系具体商定。 

    单位：人民币/平方米

 
内资企业 

三资企业/国际企业 
A 区 B 区 C 区 

室内光地 
2200 1150 950 2200 

最小12平米 最小36平米 最小36平米 最小12平米 

标准展位 无 
1250 900 

无 
9平米 9平米 

标改展位 无 
1450 

无 无 
12平米 

室外光地 
650 1200 

最小50平米 最小50平米 

联合参展商 1800/联合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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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馆图



- 1 - 
 

 
2016 中国环博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 

交 通 指 南 
 

一、住宿酒店地址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浦东南路 2111 号近浦建路 38 号，021-50899999 ） 

上海浦东福朋喜来登由由酒店（浦东南路 2111 号近浦建路 38 号） 

上海浦东由由大酒店（浦东南路 2111 号近浦建路 38 号）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2991 号，021-50619999） 

（上述酒店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5 公里，会议期间安排班车接送，展会期间

房源紧张，请尽早联系我会会务组预订住房，或请尽早自行预定。） 
 
星级 会议合约酒店 房型 价格(人民币) 距会场距离

5 星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 高级房(单、双) 900单早，1000
双早 

5km 

4 星 上海浦东福朋喜来登由由酒

店 高级房(单、双) 650 单早，700
双早 

5km 

3 星 上海浦东由由大酒店 高级房(单、双) 360 含双早 5km 

4 星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高级房(单、双) 339 含双早 2km 

二、展馆地址：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 Hall N2-N5（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