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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交流平台
本次峰会预计将有超过550+位嘉宾出席。然而他们到底是谁？当中有没有您感兴趣的人？能否在
参加峰会之前就联系对方聊聊，或者预约现场见面？使用“会议交流平台”，您可以随时随地浏览、
搜索您感兴趣的参会嘉宾，并与之在线沟通。

网址：http://event.traveldaily.cn/networking/
账户：您报名时使用的电子邮箱或手机号码
密码：登录时接收动态验证码即可

扫码登录会议交流平台

http://event.traveldaily.cn/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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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 Agenda
重塑新一代住客体验

6月7日

09:30 - 09:40 开篇演讲：重塑新一代住宿体验

09:40 - 10:05 主题演讲：2017中国酒店业趋势展望

10:05 - 10:50 CEO Talk：住宿业的延展、融合与变局

10:50 - 11:20 茶歇交流

11:20 - 11:45 主题演讲：如何洞察新生代消费者需求，升级住宿体验？

11:45 - 12:30 CEO Talk：国际酒店品牌如何更好满足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

12:30 - 14:00 午餐交流

14:00 - 14:25 主题演讲：亚太与中国——解析海外及中国热点市场业绩与挑战

14:25 - 15:10 圆桌座谈：从酒店营销到目的地营销

15:10 - 15:35 主题演讲：特色精品酒店与文化旅游街区（小镇）的新生态

15:35 - 16:05 茶歇交流

16:05 - 16:30 主题演讲：飞猪如何利用未来酒店全场景信用消费，用大数据深挖旅行享乐需求

16:30 - 16:55 主题演讲：分享经济下的住宿行业如何通过碎片化经营，提升用户体验？

16:55 - 18:20 特色环节：“2017创新住宿产品奖” 展示&点评

18:45 - 20:30 晚宴交流



日程 | Agenda
重塑新一代住客体验

6月8日

工作坊一【花园层宴会厅D+E】

09:30 - 10:00 主题演讲：开启酒店行业全场景智慧营销

10:00 -10:30 主题演讲：用技术运营推动酒店变革

10:30 -11:00 茶歇交流

11 :00 -11 :30 主题演讲：百度如何帮助酒店打造住客体验闭环

11:30 -12:15 嘉宾座谈：针对新一代住客， 酒店如何赢得更多预订和转化？

工作坊二【花园层宴会厅A+B】

09:30 -10:00 主题演讲：酒店如何捕获千禧一代的网络订单

10:00 -10:30 主题演讲：如何通过行为数据提升新一代住客体验

10:30 -11:00 茶歇交流

11:00 -11:30 主题演讲：适应新一代住客体验的收益管理策略

11:30 -12:15 嘉宾座谈：酒店声誉管理－如何把握你的生命线？

12:15 - 14:00 午餐交流

14:00 - 14:45 CEO Talk：渠道与酒店新型合作关系的探索之路

14:45 - 15:10 主题演讲：新一代收益管理工具：如何借助大数据重新定义收益管理？

15:10 - 15:55 圆桌座谈：走出客房

15:55 - 17:35 特色环节：“2017酒店创新营销奖” 展示&评选

17:4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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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酒店预订

园景房 1090 /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458
湖景房 1290 /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691

高级客房 990/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100

酒店部分参考价格：

峰会协议酒店：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使用主办方提供的《酒店预订表格》提交预订即可享受协议优惠价格。《酒店预订表格》将在报名成

功后以邮件方式发送给您，或者 点击此处 提交预定信息。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tributeportfolio/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944
http://www.traveldaily.cn/newsletter/n170512/img/ATributePortfolioHotel.pdf


酒店环境

湖景房

御咖啡厅 宴会厅酒店外观

主泳池 健身中心



酒店平面图



酒店设施与服务

交通
自助停车场（24小时，免费）

豪华轿车服务（机场/火车站接送服务，提前24小时预订，单程700CNY起）

休闲娱乐
游泳池（室内/室外）

康体水疗（蒸汽房/御水疗/桑拿室）

健身中心

游戏室

卡拉 OK
商务服务
商务中心（可租用会议室）

货币兑换

自动柜员机（ATM）
其他服务
花店/礼品店

书报亭

美容/美发沙龙

提供医疗服务

无障碍设施

家庭活动和服务
儿童游乐区

儿童看护服务

备注：

上述部分服务及设施可能无法 24 小时提供，或需提前申请。某些设施/服务可能会收取费用。更多服务详情，可直接与酒店沟通联系，

酒店总机：021-5779 9999



其他酒店

东方佘山索菲特大酒店

参考价：1000起
距离会场:约4.7公里，约
11分钟车程
位置：松江区泗泾镇泗陈
公路3388弄 ，近嘉松公
路。

维也纳酒店（上海佘山欢乐谷店）--协议酒店
距离会场:5.6公里，约12分钟车程
位置：松江区 沈砖公路5555弄11栋 ，近洞业路。

协议价：豪华大床房：370元/间 夜豪华双床房：390元/间夜
点击此处 下载预订表格，填写后发至 shsshlgdz@wyn88.com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

参考价：284起
距离会场：3.1公里，约7分钟车程
松江区佘天昆路1515号 ，近沈砖公路。

http://www.traveldaily.cn/newsletter/n170512/img/ViennaClassicHotel.pdf
mailto:shsshlgdz@wyn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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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酒店
会场简介：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坐拥上海最大的湖泊，置身于佘山国家旅游公园的自然风景之中。

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28 公里约 40 分钟车程

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75 公里约 70 分钟车程

距上海虹桥火车站 40 公里约 分钟车程

距上海火车站 80 公里约 80 分钟车程

到市中心约38公里约60分钟

会场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林荫新路1288号

联系会场：

总机：021-5779 9999

邮件：tommy.han@tributeportfolio.com

mailto:tommy.han@tributeportfolio.com


乘坐飞机

A.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2号航站楼→虹桥站（10号线，7站），虹桥站→宜山路（3号/4号线，1站），宜山路站→佘山站（9号线，9站），出站
后搭乘出租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

搭乘出租车：约 4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80元；

B.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2号航站楼→广兰路站（2号线东延伸段，8站），广兰路站→世纪大道站（2号线，6站），世纪大道站→佘山站（9号线，
18站），出站后搭乘出租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50分钟

搭乘出租车：约 6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180元；



乘坐火车

A. 上海虹桥火车站–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火车站→虹桥站（10号线，8站），虹桥站→宜山路（3号/4号线，1站），宜山路站→佘山站（9号线，9站），出站后搭乘出租
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

搭乘出租车：约 4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80元；

B. 上海火车站–大会会场

地铁：上海火车站→宜山路站（3号号线，8站），再按方案A

时间：1小时40分钟

搭乘出租车：约 6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130元；



当地交通

A. 地铁

地铁 9 号线佘山站，约 2.9 公里，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B. 公车站

林荫新路林湖路（松江67路，松青线，约64米） 月湖站（沪陈线，松江92路，约108米）

东紫园-招呼站（松江92路，约443米） 月湖-玛雅水上公园（佘山旅游巴士，约179米）



会议期间免费班车接送服务

出发时刻 班车路线

6月7日 07:35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会议酒店

6月7日 18:30 会议酒店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6月7日 20:45 会议酒店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6月8日 07:50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会议酒店

6月8日 17:45 会议酒店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6月8日 17:40 艾会议酒店→上海虹桥机 2 号航站楼/虹桥高铁站→1 号航站楼

备注：

6月7日上午班车预订请点击此处，或输入网址：https://www.wenjuan.com/s/mQbeMjW/

6月7日上午班车预订截止于6月2日下午18:00

其余班次请留意会议现场通知预订。

https://www.wenjuan.com/s/mQbeMjW/


A. 从延安高架路
 从高架路通过收费站后继续前行至 A9 高速公路（沪青平高速公路）。

 从赵巷/佘山出口驶出。

 经过收费站后，在交叉路口左转，继续沿嘉松南路行驶。

 经过泗陈公路后，行至林荫新路。

 右转并沿林荫新路继续行至酒店

C. 从上海市东部出发
 沿人民广场行至延安高架路。

 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嘉松路，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自驾路线

B. 从上海市西部出发
 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沈砖公路。

 在嘉松公路右转。

 在林荫新路左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D. 从上海市南部出发

 沿莘松路行至沪松公路。

 继续行至沈砖公路，然后在嘉松南路右转。

 继续直行并在林荫新路左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E. 从上海市北部出发

 沿中山高架路行至延安高架路。

 继续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嘉松公路。

 在林荫新路右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自驾路线

备注：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收取停车费用的标准为 10 元/小时，一天最高为 80 元。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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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地处市中心西南约 46 公里处。

酒店毗邻国家旅游度假区和上海最大的人工湖。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占地约 47 平方公里，是上海唯一

一处享有优美山景的旅游胜地。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4A级）
地址：佘山林荫新路1158号，距离会场0.2 公里
费用：120元
集自然风景与现代雕塑艺术相结合的雕塑艺术园区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4A级）
地址：佘山塔弄口外青松公路9142号，距离会场2.5 公里
费用：免费
最具影响力森林公园

辰山植物园 （4A级）
地址：松江区辰花公路3888号，距离会场8公里
费用：60元
欧式景观规划，植物迷必去

松江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马山园）
地址：松江区近沈砖公路，距离会场7公里
费用：10元
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比其还斜1.6°

松江醉白池
地址：松江区人民路64号，距离会场15.0 公里
费用：12元
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九百余年历史

松江方塔
地址：松江中山东路235号,距离会场15.0 公里
费用:15元
古代文人的会聚地，松江遗址的缩影

休闲度假



松江清真寺
地址：松江区缸甏巷21号，距离会场15 公里
费用：6元
上海地区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建筑

泰晤士小镇
地址：松江区三新北路900弄，距离会场10公里
免费
融会英伦和东方建筑理念为一体

上海影视乐园
地址：松江车墩镇北松公路4915号，距离会场30 公里
费用：80元
旧上海的市井风情

欢乐谷主题公园（4A级）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林湖路888号，距离会场5.0 公里
费用：230元
中国首个连锁主题公园品牌

上海迪士尼乐园
地址：浦东新区川沙镇黄赵路310号，距离会场56 公里
费用：370~490元

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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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菜又称本帮菜，吸收了粤、川、宁、扬、苏锡等地方风味及

西餐的烹饪手法，讲究取众家之长推陈出新，体现了包容接纳新

鲜事物的海派饮食精神。尤以烹调鲜活著称，特别是鱼虾，非鲜

不取，非活不用，有浓油赤酱、色泽鲜亮、注重原味的特色。锅

烧河鳗、响油鳝糊、三黄鸡、八宝辣酱、雪菜豆瓣酥、油酱毛蟹、

油爆河虾、上海醉蟹等都是典型的本帮菜。

上海美食



特色小吃

南翔小笼

三鲜小馄饨 蟹壳黄

生煎包

“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四大金刚

葱油拌面



本帮红烧肉 四喜烤麸油爆河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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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服务

陈央 Carol

189 2950 9269

register@traveldaily.cn

演讲嘉宾联系

唐家振 Jerry

156 2604 0242

Jerry@traveldaily.cn

展览/赞助商咨询

陈绮玲 Mary                        曾琳盺 Echo 

132 4736 7225 135 6039 6094 

mary@traveldaily.cn echo@traveldaily.cn

联系我们

mailto:register@traveldaily.cn
mailto:Jerry@traveldaily.cn
mailto:mary@traveldaily.cn
mailto:echo@travel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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