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注册信息（请在注册步骤中完成此项）: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科室/部门  

单位电话（含区号）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传真（含区号）  电子邮箱  

 
 
II. 酒店房间/床位选择（以下房间价格均为包含单/双早餐和 15％酒店服务费的净价） 
重要事项:  

所有大会会议酒店客房的预订、修改和取消必须通过大会订房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任何与酒店进行直接联系的行为将不会得到“中

华医学会第 10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组委会的承认。 

 

预订酒店的步骤： 

按照订房表中房源信息选择您需要预订的酒店，在完成全部房费的支付,并收到大会订房管理中心提供的《订房确认单》后，方为完成全部会

议酒店预订流程。 

 

在填写此订房表之前，请仔细阅读《预订说明》及《大会酒店预订及住宿办理流程图》。 
 
1、东方维景国际大酒店（距离会场：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商务双人房 650 元 /   整间□  床位□ 

 
2、郑州美豪诺富特酒店（距离会场：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高级双人房 680 元 /   整间□  床位□ 

 
3、中油花园酒店（距离会场：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高级双人房 600 元 /   整间□  床位□ 

 
4、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豪华双人房 850 元 /   整间□  床位□ 

 
5、郑州希尔顿酒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豪华双人房 780 元 /   整间□  床位□ 

 
6、永和铂爵国际酒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豪华双人房 720 元 /   整间□  床位□ 

 
7、建国饭店（距离会场：10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600 元 /   整间□  床位□ 

 

 
8、正方元锦江国际酒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与会代表订房表-中华医学会第 10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 
预订截止日期：2016 年 5月 6日 

                                          会议举办地点: 郑州市 

日期:2016年5月19日-22日                   代表报到处: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1号)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高级双人房 630 元 /   整间□  床位□ 

 
9、河南梧桐树假日酒店（距离会场：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普通双人房 450 元 /   整间□  床位□ 

 
10、圣菲特花园酒店（距离会场：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豪华双人房 420 元 /   整间□  床位□ 

 
11、中州国际饭店（未来路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商务双人房 460 元 230 元   整间□  床位□ 

 
12、郑州未来康年大酒店（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460 元 /   整间□  床位□ 

 
13、济空豫鹰宾馆（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420 元 /   整间□  床位□ 

 
14、郑州郑东新区雅乐轩酒店（距离会场：1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500 元 /   整间□  床位□ 

 
15、郑州东湖宾馆（距离会场：10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380 元 190 元   整间□  床位□ 

 
16、豫都商务酒店（距离会场：15 分钟车程/单趟） 

房型 房间价格（间/晚） 床位价格（床/晚） 房间剩余量 床位剩余量 类型 

标准双人房 300 元 150 元   整间□  床位□ 

 

 

房间费用（按照“中华医学会第 10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的会议安排，会议入住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会议离店日期为 5 月 22 日） 

预定酒店房间固定入住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固定离店日期为 5 月 22 日； 

 

应付房费总计：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                                            ；             

 

所有酒店预订按照实际到款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合理安排，如房源已满，请选择本次大会提供的其他会议酒店； 

如需 5 月 19 日之前提前入住或者推迟于 5 月 22 日（含当日）之后离开的用房需求,请在此单列说明：                                                                                                                                                                                      

                                                                                                                             

 

声明:我已经阅读并同意此订房表中的预订条款，我理解此订房表并确认了我对酒店房间预订的操作。如果发生预订取消或者 No Show 的情

况，我同意按照条款支付相应费用。如果我的意向预订酒店已无对应房源，我接受大会住宿管理中心的调剂安排。若因战争、暴动、传染病、

火灾、台风、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入住预订酒店的，本人接受大会订房管理中心调配到本次大会其他会议酒

店。 

 

预订人/单位签字盖章: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此表仅供客房预订意向咨询使用，并非有效订房确认单。 

 

 



预订说明 

一、订房表的提交方法： 

打印《与会代表订房表》，由订房人填写并签名盖章后将订房表扫描发送邮件或传真至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将按照

相关规定为您完成后续全部手续。 

 

二、订房表有效期： 

在大会预定截止日期（即 2016年 5 月 6 日）前，《与会代表订房表》自订房人提交预订即日起，保留五天有效期，五天后请与订房管理中心

重新确认房间资源进行预订。 

 

三、预订/修改及取消条款及规则: 

1、预订截止日期: 2016 年 5 月 6 日，超过预订截止日期之后，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会视具体情况进行安排，或于会议报到日至会场

住宿管理区根据现场实际房源安排住宿； 

2、如果您需要在 5月 19 日之前提前入住或者 5 月 22 日（含当日）之后离店，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会视具体情况进行安排； 

3、付款截止日期：大会订房管理中心书面回复（邮件或传真方式）确认酒店房间资源后三天内； 

4、在收到订房人已经支付所预订酒店全部房费的付款凭证后，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将发给您《订房确认单》，您可凭《订房确认单》在会议报

到后前往相应酒店会务服务台直接办理入住手续（自行缴纳房卡押金）； 

5、在订房人收到《订房确认单》后，如果需要修改/取消预订，请发邮件或传真至大会订房管理中心，相关人员会及时与您联系； 

6、在 2016 年 5 月 7 日-11 日取消《订房确认单》中已确认房源的，将收取首晚（一晚）房费； 

7、在 2015 年 5 月 12 日-15 日取消《订房确认单》中已确认房源的，将收取两晚房费； 

8、如果未按《订房确认单》信息入住酒店，也未在规定日期前通知取消的，将收取所有效预订的全部房费。 

 

四、付款方式：(请注意，未签名/盖章的订房表为无效预定) 

1. □银行转账： 

第一步：银行汇款，汇款时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注册人姓名及"2016 重症"住宿费的说明文字。 

开户名称：厦门博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厦门江头支行      账号：129-210-100-100-246-551 

第二步：将汇款银行出具的汇款凭证影像文件发送邮件（xiu@fjxmly.com）或传真(0592-5811918)至大会订房管理中心； 

2. □支付宝转账： 

第一步：支付宝汇款，汇款时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注册人姓名及"2016 重症"住宿费的说明文字。 

支付宝账户名称：fj@fjxmly.com  

     第二步：将支付宝出具的汇款凭证影像文件发送邮件（xiu@fjxmly.com）或传真(0592-5811918)至大会订房管理中心； 

电话：0592-5165512      传真：0592-5811918 

 

五、特别需求： 

如果订房人有其他需求，我们将尽量为您安排，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安排成功。 

 

订房管理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智修、张金发 

电话: 0592-5165512/5165575 

传真: 0592-5811918 

电邮: xiu@fjxmly.com; 

zhang@fjxmly.com; 

       

网址:2016.csccm.org 

mailto:russell.zhou@sicmo.com.cn


大会酒店预订及住宿办理流程图 
 

 

 

 

 

 

 

 

 

 

 

 

 

 

 

 

 

 

 

 

 

 

 

 

 

 

 

 

 

 

 

 

 

 

 

 

 

 

 

 

 

 

 

 

 

 

 

 

 

 

 

 

 

 

 

步骤三：按需求填写并打印《与会代表订房表》 

步骤四：将订房表发送邮件或传真至订房管理中心 

订房管理中心确认该预订房源有

效（尚有预订单表中所需房源） 

订房管理中心确认该预订房源无

效（已无预订单表中所需房源） 

步骤五：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汇款

手续，将汇款凭证发送至订房管

理中心，并注明实际入住信息 

请根据订房管理中心提供的有效房源进行选择，并重复

步骤三及步骤四；如超出预订截止日期尚未完成订房，

订房管理工作人员视具体情况进行安排，或于会议报到

日至会场住宿管理区根据现场实际房源安排住宿 

步骤六：订房管理中心收到全额房费后，出具盖章的《订房确认单》，

发送邮件或传真至订房人指定邮箱或传真号码，订房步骤完成 

订房确认后至规定日期前无修改及取消需求 订房确认后需要修改及取消，请发送邮件或传

真至订房管理中心，在规定日期内修改或取消，

收取首晚（一晚）/两晚房费；未按订房确认单

信息入住酒店或超过规定时间未通知取消的，

将收取所有效预订的全部房费；有产生须退款

的费用，于大会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退

款款项退回原汇款账户 

步骤七：提供正确发票开具抬头及准确邮寄

地址及接收人，订房管理中心将发票以挂号

信形式寄出（发票一经开具，无法退换，也

可选择于会议期间前往会场住宿管理区开具

领取） 

步骤八：会议报到后，前往相应酒店会务服务台，出示有效《订房确认单》，直接办理住宿

手续（自行缴纳房卡押金）；如有延住情况，请与会场住宿管理区或酒店会务服务台工作人

员联系，在酒店有房源（延住日）的情况下，缴费办理延住手续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退房手续，离店 

步骤一：登陆大会网站 http://2016.csccm.org 进行正式参会注册 

步骤二：注册后，进入酒店预订版块选择酒店，进行酒店预订 

http://2016.cscc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