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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大湾区国际智能纺织制衣工业设备展 (DTC2023)暨华南国际缝制设备展 

(SCISMA2023)/2023 大湾区国际智能鞋机鞋材工业设备展 (DFM2023) 

酒店预订表 

2023 大湾区国际智能纺织制衣工业设备展 (DTC2023)暨华南国际缝制设备展 (SCISMA2023)/2023 大湾区国际智能

鞋机鞋材工业设备展 (DFM2023)指定接待商--深圳市捷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端展会服务的专业公

司。展览会期间有一批专业队伍为您提供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及租车、商务旅游及其他展会解决方案等服务。         

服务热线①：+86-755-8288 0090  （李先生）     

服务热线②：+86-755-8288 0055  （王小姐）                    

手机/微信号：17722570869（王小姐）/18126464213（李先生）                       

预定网址：http://jl.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1680 

预定邮箱：service@bestmeeting.net.cn   

一、酒店推荐表                                                       （扫描二维码 在线预订酒店）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地址 至展馆距离 服务项目 

五星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高级大床房          900 
深圳市宝安区展丰路 80 号 

420 米 

步行 7 分钟  

 

 

 

 

 

 

 

 

 

 

 

 

1、免费酒店-展馆穿梭

巴士服务； 

2、馆内独家-贵宾机场

中心服务：免费值机 

3、免费酒店和展馆代

收包裹服务； 

4、展馆内免费行李寄

存； 

高级双床房 950 

准五 
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豪华大床房 730 广东深圳福海街道宝安大道 

6259 号 

5.3 公里     

车程 20 分钟 豪华双床房 780 

准五 
深圳机场凯悦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标准大床房 700 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地面交

通中心（GTC）16 号出口 

16.8 公里   

地铁 15 分钟 标准双床房 750 

准五 
深圳澔悦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高级大床房 538 沙井街道民主大道与锦程中

路西交汇处 

5.2 公里               

车程 18 分钟 高级双床房 538 

四星 

慕思健康睡眠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地

铁站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大床房 458 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社区福

园二路联和工业园 B3 栋 B4

栋 B5 栋 

930 米         

步行 15 分钟 
双床房 458 

准四 
深圳德金会展国际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豪华大床房 438 
深圳福海街道福园一路 38 号 

2.5 公里             

车程 8 分钟 豪华双床房 438 

五星 
桔子酒店（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大床房 388 宝安区沙井街道兴业西路 2

号雅迪大厦 

3.7 公里         

车程 14 分钟 双床房 388 

三星 
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福永会展中心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高级大床房 378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塘尾永福

路 254 号 

3.8 公里         

车程 14 分钟 高级双床房 378 

四星 
深圳凯嘉酒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高级大床房 370 
深圳宝安区沙一村委会旁  

6.8 公里         

车程 20 分钟 高级双床房 370 

三星 
东方山水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豪华大床房 368 宝安区蚝业路与永和路交汇

处 

3.5 公里             

车程 14 分钟 豪华双床房 368 

三星 
兰兹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福永地铁站

店）（含早餐，不含巴士） 

大床房 338 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美

希工业园 8 栋二号 

4.5 公里         

车程 18 分钟 双床房 338 

mailto:service@bestmeetin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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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四 
威富酒店(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店)                  

（含早餐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大床房 288 宝安区福海街道建安路福盈

第二工业区 B1 栋 101 

2.3 公里           

车程 8 分钟 双床房 288 

商务 
泰鑫商务酒店（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店）                         

（含简单早含酒店-展馆免费穿梭巴士） 

大床房 248 宝安区沙井街道锦程路 118 

号佳利 D 栋 

4.1 公里               

15 分钟车程 双床房 248 

备注： 

1、上列价格已包含 15%服务费及税项、含展期酒店至展馆早接晚送往返巴士车费，所有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 

2、 预付价即是提前付款给我社，阁下需预付 100%房费之价格作为房间担保，未付预付款的房间将不能预留； 

3、如需预订深圳其他酒店，请与大会指定接待商联络。 

捷旅承诺： 

通过捷旅平台预订酒店，即可享受（酒店-展馆）免费班车接送服务； 

酒店价格：如含接驳车，价格不会高于携程 20 元；如不含车，可以保证不高于携程价格。 

 

二、车辆服务：可直达南登录大厅地下停车场上车 

深圳市捷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拥有配套完善关联服务平台和众多的服务合作伙伴，在保障旅游服务运作的同时能满足不同宾

客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能确保宾客在展会期间放心，安全的享受车辆服务。 

① 接送机及小车用车报价： 

 

② 中大巴士用车报价： 

行程    车型 优惠价格 备注 

 

深圳市内包天用车 
新款 7 座别克商务 GL8  900/天 以上报价已含：油费、服务费、司机小费和税

费，全天用车含 10 小时 100KM； 

以上报价不含：路桥费、停车费、司机餐费,超时

超时超公里需按：超时 80 元/小时；超公里 8 元

/公里。接机等候 30 分钟以内免费。 

接机牌按￥50 元/块收费。 

最终结算需根据实际产生费用结算。 

4 座小车 800/天 

 

深圳机场-宝安区各酒店  

新款 7 座别克商务 GL8  450/趟 

4 座小车 300/趟 

深圳宝安区酒店-深圳国际

会展中心 

新款 7 座别克商务 GL8  400/趟 

4 座小车 300/趟 

行程 
车型 优惠价格

（RMB） 

备注 

 

深圳机场-宝安区各酒店  

22 座中巴 650/趟 以上报价已含：油费、服务费、司机小费和税

费，全天用车含 10 小时 100KM； 

以上报价不含：路桥费、停车费、司机餐费,超时

超时超公里需按：超时 100 元/小时；超公里 10

元/公里。接机等候 30 分钟以内免费。 

接机牌按￥50 元/块收费。 

最终结算需根据实际产生费用结算。 

47 座大巴 700/趟 

53 座大巴 750/趟 

深圳宝安区酒店-深圳国际

会展中心 

22 座中巴 500/趟 

47 座大巴 650/趟 

53 座大巴 700/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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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及票务服务 

我们可以根据宾客的需求，提供会后旅游服务，在保障旅游服务运作的同时能满足不同客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能确保客人在

展会期间放心，安全的享受旅游服务，另外我们能提供国内国际往返机票，火车票预订服务。 

旅游行程介绍，参考如下： 

推荐旅游行程 价格 人数 日期 

深圳一日游: 中英街-海洋世界-盐田用餐-深港环海游-世界之窗或锦锈中华民俗村 RMB368/人   

 

4.人员服务 

捷旅会展拥有长期合作的演艺公司和人力资源公司等优质供应商资源，为主办方展会开幕式、大型招待晚宴、

重要国际领导嘉宾高规格的接待，提供相应的翻译、礼仪兼职、主持、会务接待等各类人员服务； 

（1） 陪同翻译 

 

（2） 演艺人员和会务接待人员： 

 

 

（3）接机人员和展会现场指引人员： 

口语 普通陪同

翻译 

           高级陪同 

           翻译 

语种 半天 一天 半天 一天 

英语 600 1000 800 1500 

韩语 600 1000 900 1600 

日语 600 1000 900 1600 

俄语 800 1500 1200 2300 

法语 800 1500 1200 2200 

德语 800 1500 1200 2200 

意大利语 1000 1800 1200 2200 

阿拉伯语 1200 2000 1400 2500 

西班牙语 1000 1800 1400 2500 

葡萄牙语 1200 2000 1400 2500 

类型 价格 

礼仪人员 550/半天 900/全天 

摄影摄像 1500/半天 2000/全天 

主持人员 3500-10000 元/场不等 

会务接待人员 500/全天（中文） 600/全天（英文） 

现场兼职人员 250/半天 300/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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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会其他服务 

 

 

语种 价格 

普通话/粤语 250/半天 400/全天 

英语 300/半天 500/全天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LED 屏 

LED 屏幕，P4 规格 平方米 600 超过 9 米，需要拼接器：2500 元； 

切换台 台 1200  

监视器 台 300  

线材 批 500  

LED 运输费 趟 1500 含人工搭建、搬运费 

投影仪 三洋 15000 流明+200 寸幕布 套 3500  

BOSCH 同传

设备 

BOSCH 中央控制器(NG) 

套 3000 
500 人会议需加 2 块辐射板，共

RMB800.00 

BOSCH 红外线发射机 4 路 

BOSCH 译员机  

宽 1.4 米*长 1.6 米*高 1.8 米翻译间 

BOSCH 辐射板 

PARAM LBB4540/044 路红外线接收机 副 20 

同传译员 人 5000 

笔记本电脑 高配置 台 200  

激光笔 -- 支 50  

摄影 高清专业摄像机 台 2000 含摄影人员、后期制作 

摄像 高清专业摄像机 台 2000 含摄影人员、后期制作 

背景板 航嘉结构+宝丽布 平方米 70 尺寸自定 

背景板 航嘉结构+高精度黑底布 平方米 90 尺寸自定 

讲台花 -- 元 400  

台卡 会议桌面台卡 张 25  

胸牌 含吊牌和内页 套 10  

资料印刷 A4100G 铜版纸 张 3  

X 展架  0.8*1.8M 个 150  

易拉宝 1.2*2M 个 200  

礼品 根据具体要求制作 -- --  

速记 -- 人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