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及接待预定表（1/2）

酒店预定资料:
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

房型：单人间 /双人间 / 双人床间 (请圈) 房间数量： __________ 早餐数量：________________
本地旅游（指定地点集合出发）
 北京紫禁城/天坛/颐和园一日游，每人 CNY330 元包含门票、大巴接送，中文导游及团队午餐。

人数： 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北京长城/十三陵一日游，每人 CNY260 元包含门票、大巴接送，中文导游及团队午餐。

人数：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接送机服务
 每单程 1-2 人的费用是 CNY 550 元，车型: 奥迪；  每单程 2-3 人的费用是 CNY 450 元， 车型: 帕萨特
 每单程 3-5 人的费用是 CNY 550 元，车型: 别克 GL8；

接机：航班号 ____________ 到达日期：_____________ 到达时间： ___________ 人数：______ __

送机：航班号 _____________ 出发日期： _____________ 出发时间: _____________ 人数：__________

翻译预订服务
 普通展位接待-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600.00 元）， 日期从___ 月___ 日到___ 月___ 日

 普通买家陪同-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900.00 元）， 日期从___ 月___ 日到___ 月___ 日

 高级展会口译-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1200.00 元），日期从___ 月___ 日到___ 月___ 日

付款-信用卡：我在此授权 Burnaby Solutions 从我下面提供的信用卡中扣除预定所需款项：

 Visa Card  Amex Card  Master Card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号：______________ _____ ___ 持卡人签字：___________ _______

付款-银行电汇：（若选择银行汇款付费，请联系我公司出具付款通知，按通知金额及要求付款）

请在电汇凭证上注明客人姓名/展会名称/预定酒店名称。

若有其它要求，请留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北京）国际砂石与建筑固废处理技术装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2021 年 5 月 27-29 日

请填写并传真到:

中新博纳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86 10) 84602478

传真: (+86 10) 84602480

电邮: bj@burnaby.com.cn

联络人: 周小姐 (13146410552)

如需在线预订，请扫描右侧二维码或点击：
http://burnaby.com.cn/cn/event/details/18

(请用正楷字体填写或用名片替代)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bj@burnaby.com.cn


酒店及接待预定表（2/2）

酒店 到展场距离
每间每晚的价钱（人民币）

每日早餐 上网费用
单人间 双人间

新国展/机场附近地区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5*)

高级间

步行

5-10 分钟 CNY780 net CNY88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明豪华美达酒店(4*)

高级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560 net CNY56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国都大酒店(4*)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580 net CNY58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临空新国展亚朵酒店 (4*)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560 net CNY56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国门戴斯酒店(3*)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550 net CNY55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福永御龙酒店(3*)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500 net CNY50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云逸酒店(3*)

高级间

免费班车

20 分钟 CNY400 net CNY40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启航国际酒店(3*)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待定 待定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山水时尚酒店国展店(3*)

标准间

豪华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428 net

CNY508 net

N/A

CNY508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空港蓝湾国际酒店(3*)
标准间

免费班车

5-8 分钟 CNY430 net CNY43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北京君通银轮宾馆(3*)

8 号楼标准间

9 号楼标准间

免费班车

15 分钟
CNY390 net

CNY450 net

CNY390 net

CNY450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8 号楼内

无 Wifi）

#速 8 酒店新国展店(2*)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378 net CNY378 net
早餐包含 上网免费

注意事项
 房间价格是以人民币计算，此价格已包含有 16%政府税及服务费。
 若要确保客房预订，必须支付一晚不退回的房间租金作为定金。余款须在 2021 年 5 月 13 日或以前付清。
 以上房价仅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6 月 6 日期间有效
 预订房间后若有任何行程更改，请马上通知中新博纳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中新博纳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将根据房间使用情况而另作

安排。于截止日期后（2021 年 5 月 13 日）预订房间，须根据当时的房间使用情况而定，及房价有可能作适量修订。
 所有客房以先到先得方式预订。
带“*”酒店将为客人免费提供机场接送机。。

带“#”酒店将为客人免费提供展会期往返班车。

取消预订规定
 任何在 2021 年 5 月 13 日之后取消预订，提前退房，入住当日未到店等情况，每个房间将按预定时提交的日期收取全额房费。
 任何办理了酒店入住手续的客人，如要缩短行程，余下的未住房间日数将不予办理退款。
 任何退款申请，请于展会结束 7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酒店介绍
新国展/机场附近地区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5*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位于新开发的天竺空港区，玻璃天幕营造绿意盎然的氛围，一洗旅程的烦嚣和

劳碌。酒店处于首都国际机场和市中心之间的最佳地理位置，距离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而且提供每半

小时一班的免费 24 小时机场巴士接送服务。20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望京商务区，繁华的市中心只是 25

分钟车程之隔。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隔路相望，高球和网球场、购物中心等设施都近在咫

尺，长城、前门、“鸟巢”国家体育场等名胜也瞬间可至，商务和悠闲旅客都尽享便利优势。

地址：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60 号

北京明豪华美达酒店 4*

北京明豪华美达酒店地处天竺镇府前一街，紧邻空港工业区及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可为宾客提供

首都国际机场往返班车，更在展会期间提供接送服务。

华美达是全球超大酒店集团—温德姆酒店集团旗下的一个国际酒店品牌，于 1954 年在美国成立。

酒店由高级间起客房面积从 32 至 83 平方米不等，房间内配有卫星电视、宽带接口及无线网络，更为

宾客提供免查房快捷退房、静音耳塞及欢迎饮品等特色服务。全天奉上的客房送餐服务同样呈现个性

化的菜单，自助登机牌打印区、24 小时健身房、大堂休闲区域的友唱自助娱乐吧和按摩椅为宾客营造

更舒适方便的环境。

酒店由 5:30 至 13:30 的超长早午餐时间满足宾客的各种作息，午餐及晚餐可进行零点，同时酒店提供

24 小时客房送餐服务。

地址：北京 顺义区 天竺镇府前一街 13 号

北京国都大酒店 4*

北京国都大饭店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顺义区新国际展览中心（新国展）附近的星级国际饭店，毗邻

首都机场和新国展，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前往市内商务区也十分便捷。 北京国都大饭店拥有独

特的欧陆式风格及优美的绿化环境，是北京的城市绿洲。饭店由来自多国的酒店专业人员管理，配合

外语流利的员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北京国都大饭店设施完善的浪花俱乐部，不仅拥有曾获奖的

室内外连通游泳池，还有设有温泉、健身房、网球场、壁球馆、沙滩排球和桌球等娱乐设施。饭店四

周绿荫环绕，环境优雅，配以完善的娱乐和会议设施，将能为您打造完美会议的绝佳体验。

地址：北京市首都机场南小天竺路 9 号

北京临空新国展亚朵酒店 3*

北京临空新国展亚朵酒店位于顺义区后沙峪，毗邻中国国际会展中心、15 号线地铁站、临空经济开发

区、祥云小镇商圈、顺义区政府等，周围肯德基、物美超市、永辉超市、奥特莱斯，步行至后沙峪地

铁站约 10 分钟。

酒店拥有由国际团队操刀设计，风格简约雅致。房内配有普兰特床垫、裸睡级床品、高端国际大牌洗

浴套装、百兆高速无线网络。另外，酒店设有 24 小时开放的独立阅读空间、健身中心、自助洗衣房

等。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高品质、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

地址：北京 顺义区双裕南小街 1 号院 1 号楼

北京国门戴斯酒店 3*

北京国门戴斯国际酒店地处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枯柳树环岛西侧安平街，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及

北京顺义新国展核心商业区，距离后沙峪地铁站步行约 500 米，出行便利。

这是美国温德姆酒店集团旗下的精品全球连锁酒店，拥有近 300 多间各式客房，设施先进，给旅客提

供健康、舒适的住宿环境。酒店同时拥有中、西餐厅，自助餐厅，可同时容纳 1000 余人用餐，酒店餐

厅配备豪华包厢；酒店拥有大中小会场共 8 个，大的会场能容纳 1000 人开会，会场功能设施齐全，可

举办大型婚庆、酒会、宴会、发布会、年会、培训会等各种大中小型会议。

地址：北京 顺义区 后沙峪镇安平街 3 号



北京福永御龙酒店 3*

北京福永御龙酒店地处空港 B 区融慧园，与莫奈公园、实利养殖场、天竺镇文化广场以及欧陆广场、

星光免税店、隆华购物中心等，出入方便。

北京福永御龙酒店装潢豪华气派，客房优雅舒适，设备一应俱全。酒店设有健身中心、中餐厅、咖啡

厅、酒吧、停车场、商场等配套设施，大部分场地均可灵活调配，以供举行各式宴会，新闻发布会或

演讲会，并可代为安排一切会议器材，适合商旅人士下榻。

地址：北京 顺义区 空港 B 区融慧园 1 号 ，近安宁大街

北京云逸酒店 3*

云逸酒店位于首都国际机场及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国附近，是具有高建设标准、高服务水平、为航空

公司及展会人士提供服务的商务型酒店。

云逸酒店位于国门商务区，距离北京首都机场仅 3.5 公里，距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6 公里，距离首都机

场 T3 航站楼车程约 8 分钟，距 T2 航站楼约 12 分钟，距新国展展览中心约 15 分钟，交通便利地理位

置优越。提供覆盖各处的免费 WiFi 和内部免费私人停车场。

地址：北京 顺义区 李天路环宇科技园

北京启航国际酒店 3*

北京启航国际酒店地处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天柱东路。东邻首都国际机场；西与新国际展览中心毗

邻，仅 3 分钟车程。国航办公大楼、松下、爱立信、润通国际大厦等知名公司写字楼环绕四周。机场

高速、京承高速、机场轻轨、M15 号线等立体交通四通八达。北京启航国际酒店占地面积 10000 多平

米，地上六层，外观设计庄重、大方，内部装修典雅、前位，极富文化内涵。酒店设有多种房型，房

间内设有中央空调、程控电话、卫星电视、磁卡门锁、宽带上网等多功能的现代化智能服务。酒店装

修独特的特色风味餐厅可容纳 300 人同时就餐；酒店同时可提供商务中心、代订机票、旅游咨询、洗

衣、康乐健身、会议、酒吧等服务，让每一个客人都能在此拥有难忘的美好体验。

地址：北京 顺义区 天竺镇天柱东路甲 6 号

山水时尚酒店（北京）国展店 3*

山水时尚酒店（北京天竺店）位于空港工业区火沙路与裕安路的交汇处，酒店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交
通便利。此酒店集客房、商务于一体，酒店建筑面积 7800 平米，楼高 7 层，气派大方，设有 143 套各
类客房。酒店装修极具现代气息，处处散发着现代城市的魅力。酒店所有房间均提供暖气供暖，配有
中央空调、商务写字台、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等、独立的卫生间等设施设备，可以满足宾客商务、休
闲的各种需求。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安路 22 号

北京空港蓝湾国际酒店 3*
北京空港蓝湾国际酒店位于天竺地区天柱东路，毗邻空港工业区、首都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新馆），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酒店客房干净整洁，房内配备电话、电视、空调、卫生间以及 24 小时热水等，设施设备齐全。
酒店还设有中餐厅、棋牌室、按摩室等配套设施，提供票务服务、足浴服务等，可满足不同宾客的需
求，是您商务旅行的理想之所。
地址： 北京 顺义区 天竺镇天柱东路 22 号

北京君通银轮宾馆 3*

北京君通银轮宾馆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开发区 12 号，毗邻丽京、丽斯花园别墅。咫尺机场高速

杨林出口，便捷通达新国展、首都机场和市内主要交通节点。与新国展、空港工业开发区和机场保持

了适中的距离，即保留了高端的商务气场，又可以实现与机场快速与便捷的的切换，同时远离了都市

的诸多喧嚣。银轮宾馆以明代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东、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朴实凝重，秉承园林、

景观、室内三位一体的综合理念。蜿蜒的石板小径，让宾客漫步绿植与鲜花之中；一方清水、木桥水

榭回廊蜿蜒于湖水叠石之间、优景秀色、空阔舒朗；内部厅室体现了新古典建筑美学，厅堂内精装巧

妙运用了石雕、木雕、奇石等中国传统因素。宾馆可按不同需要变化组合和各型会议室、接见厅、休

息室 16 个；中式、西式餐厅 16 个；可承接不同规模的各类会议，场所幽雅、设施齐备。

地址：北京 顺义区天竺开发街 12 号



速八酒店北京新国展店 2*
速 8 酒店北京顺义新国展店，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民大街 32 号，紧邻京密路及首都机场空港
区西侧，轻松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交通便利。酒店距离北京新国展、京承高速仅 5 公里，约 10 分钟车
程，距地铁 15 号线 1.5 公里。酒店拥有各式房间 56 套，提供 24 小时免费上网、全天冷热水、空
调、数字电视等，门外餐饮一条街、电玩城、KTV 等非常方便，闹中取静。
我们将承袭速 8 酒店全球一致“干净、友好、标准一致”的国际化标准服务。欢迎您的光临！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民大街 3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