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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致辞

尊敬的嘉宾：

感谢各位参加即将于9月19日-21日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办的“2018环球旅讯峰会&数字旅游展”！“环球旅讯峰会”自

2008年举办首届至今，已走过十年。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中国旅游业十年来的发展和变迁，也一直致力于走在行业趋势的

前沿，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更好的交互机会。

和往年环球旅讯峰会不同的是，首届“数字旅游展“和 ”2018环球旅讯峰会” 同期举行。区别于国内其它旅游资源采购的展览

，“数字旅游展“专注于数字营销&科技产品服务的展示，本届展会汇聚了近80家来自旅游科技&数字营销领域的展商，200

余位买家以及近2000位专业观众参加。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将前沿的创新科技与数字思维呈现给数字转型浪潮下寻求突

破的旅游企业。

为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与会体验，帮助您在会前做好行程规划和沟通会晤准备，我们准备了这份《参会指南》，预祝您在本次

活动中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CEO

环球旅讯 Travel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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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旅游展“位于展馆【二层展厅】，注册签到后可根据现场指示或工作人员指引入场。

• 展览开放时间：

9月19日 08：15-17：45

9月20日 08：15-18：00

9月21日 08：15-12：00

展览&会议&现场服务时间表

• 预签到（为避开正式会议当日人流高峰，建议您提早注册领取胸牌&会议资料）

时间：9月18日

地点：展馆二层【注册签到区】

• 正式签到

时间：9月19日 07：40-15：00

9月20日 07：40-15：00

9月21日 08：00-10：30

地点：展馆二层【注册签到区】

注册签到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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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期间， VIP休息区设有休闲桌椅、洽谈室、WIFI以及充电服务，同时全天候提供饮料、茶水、小食，供嘉宾休憩洽谈之用

。演讲嘉宾、买家代表以及VIP代表，可使用该“VIP休息区“，届时请出示胸牌入场。

• VIP休息区开放时间：

9月19日 08：15-17：30

9月20日 08：15-17：30

9月21日 08：15-12：00

“2018环球旅讯峰会“为期三天，分为【创新专场】和【主论坛】：

• 【创新专场】

时间：9月19日 09：15-17：50

地点：展馆二层【展区】

• 【主论坛】

时间：9月20日 09：15-17：30

9月21日 09：15-11：45

地点：展馆三层【301明珠厅】

展览&会议&现场服务时间表

会议

VIP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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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二层侧厅（位于注册签到区域附近），设有【嘉宾休闲区】供参会嘉宾&观众用餐或休息之用。【嘉宾休闲区】设有餐食

售卖点、部分桌椅、WIFI以及充电服务。

• 售卖点开放时间：

9月19日 08：30-17：00

9月20日 08：30-17：00

9月21日 08：30-12：30

展览&会议&现场服务时间表

售卖点&休闲区

行李寄存点设于展馆二层侧厅（注册签到处对面），可在展会期间为嘉宾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重要物品请自行妥善保管）。

• 行李寄存点服务时间：

9月19日 07：40-18：30

9月20日 07：40-18：30

9月21日 07：40-13：00

行李寄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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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技术浪潮在席卷着各行各业，旅游业也不例外。对于众多的旅游企业来说，利用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内

部深层次的变革方是当务之急，连接、创新与赋能将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一起来抢先看看精彩的日程环节：

• 行业外的旅游创新

• 区块链将如何掀起旅游业的一场新的革命？

• 创新对话：持续创新的原动力

• CEO对话：在线旅游企业的驱动和竞争支点

• 如何从割裂的全球旅游业中寻找商机？

• CEO对话：从旅游批发商到旅游运营商的转型

• OYO如何实现酒店、科技以及房地产行业最优化整合

• “不需要中国合伙人”的Airbnb，它的中国之路怎么走？

• CEO对话：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

详细会议日程，请 或者关注微信小程序查看。

会议日程

点击这里 关注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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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交流平台为参会嘉宾提供了查看名录、搜索 / 筛选感兴趣的公司和人、收发私信、查看日程等功能，扫码关注下方微信

小程序平台或者登录网页版，使用报名时提交的邮箱或手机号码即可登录。

本届“数字旅游展”汇聚了近80家旅游科技、数字营销以及旅游企业参展。以下为展览开放时间，届时您可以结合行程安排

和这些展商沟通交流，了解前沿的创新科技与数字思维。

• 9月19日 08：15-17：45

• 9月20日 08：15-18：00

• 9月21日 08：15-12：00

会议期间设有茶歇，茶歇或午餐时间，嘉宾也可以参观展区，和感兴趣的展商交流洽谈。

沟通交流活动

会议交流平台

“数字旅游展”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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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网页版

小程序二维码 网页版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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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VIP票】的嘉宾午餐设于展馆三层【302多功能厅】，持有【直通票】的嘉宾午餐设于二层展区内，届时请持餐券（餐

券附于胸牌背面）及名片前往用餐。

【普通票】&【展览票】嘉宾不含午餐，可前往展馆二层侧厅（注册签到区域附近）【嘉宾休闲区】自行购买简餐，或者前往

展馆附近的【长风大悦城商场】自行用餐（步行约3分钟）。如有疑问，请至展馆二层【注册签到区】咨询环球旅讯工作人员

。

午餐

时间：9月19日 18：30 – 21：00 

地点：展馆三层【302多功能厅】

仅限VP级别及以上特邀嘉宾&持有VIP票的嘉宾出席，届时环球旅讯工作人员将指引您前往该处，请携带【餐券】及【名片】

出席。

欢迎酒会

沟通交流活动

时间：9月20日 18：10 – 20：30 

地点：展馆三层【302多功能厅】

仅限VP级别及以上特邀嘉宾&持有VIP票的嘉宾出席，届时环球旅讯工作人员将指引您前往该处，请携带【餐券】及【名片】

出席。

VIP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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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入馆安检口位于展馆【南广场】入口。嘉宾可根据本指南《交通信息》提示（详见 P11 ），抵达安检入口。

1. 安检
安检分设【VIP安检通道】和【普通安检通道】：

【VIP安检通道】适用于演讲嘉宾以及VIP嘉宾，届时请出示电子或打印版的《VIP安检通行证》快速入场。

其他嘉宾请通过【普通安检通道】入场安检。

2 . 注册签到
嘉宾在展馆一层大厅安检后，根据现场指引搭乘手扶梯至展馆二层【注册签到区】签到&领取资料。

注册区按嘉宾类别，分为【展商/赞助商/买家】、【演讲嘉宾/VIP嘉宾/媒体】、【参会嘉宾】、【展览票】、【现场注册】分

类通道。届时请留意现场物料提示，在相应类别排队办理。

特别提示：【展览票】嘉宾办理完签到手续领取胸牌后，请移步至【展览票资料领取处】领取会议资料。

入场安检&注册签到流程 08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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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二层平面图

会场平面图 09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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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三层平面图

会场平面图 10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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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地址：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2739号）

展馆联系电话：021-60290070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位于长风生态商务区中江路最南端。毗邻内环线、中环线及虹桥机场；古北路桥、祁连山路桥、泸定路

桥横跨苏州河南北，直抵虹桥商务中心区，周边环绕轨道交通2、13、15号线。

• 出租车/专车

距离虹桥机场约 12.7 公里，约 28 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40 元；

距离浦东机场约 55 公里，约 58 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用约 197 元；

距离上海火车站约 9.5 公里，约 25 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38 元。

特别提示：滴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搜索【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选择【东二门】作为下车地点。下车后可根据现场工

作人员指引前往展馆入口进行安检。

• 自驾车

展馆设有地下停车场，自驾车建议导航定位至【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光复西路入口】，届时请留意相关停车指示。自驾车

嘉宾可从负一层停车场A区或负二层停车场A区，搭乘电梯至展馆【一层】大厅，根据现场指示进行安检。

停车费用： 7元/小时，56元/24小时封顶（停车费由嘉宾自行缴纳）。

• 地铁

地铁2号线威宁路站（4号出口），右转上威宁路桥，过河后即下楼梯沿光复西路向东步行400米即到。

地铁2号线娄山关站，前往展馆南广场步行距离1500米。

地铁13号线大渡河路站，前往展馆南广场步行距离900米。

交通信息 12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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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周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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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推荐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海金沙江路店)

地址：上海普陀区怒江路257号 联系电话：021-625 7888

下载预定表，发送至表中指定邮箱进行预订。

• 用车服务

“平行海外”是全球领先的用车服务商，主要为用户提供接送机、日租包车、定制用车和企业长租等全面的用车服务。输入

【traveldaily】专享折扣代码，即享受8.5折优惠。

联系人：赵梦娅 手机：18208198049

• 航班动态查询

点击这里下载飞常准APP，精准了解航班起降时间，智能延误提醒，掌握航班动态，还可自助值机国内外航班，提前选择

心仪座位，让您的出行省时省心。

• 度假短租推荐

小猪短租是国内房屋分享第一品牌，小猪的房源有普通民宿，有隐于都市的胡同小院、花园洋房，有别具匠心的绿皮火车、

森林木屋，等等。

推荐服务

下载预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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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周边酒店>>

查看上海周边民宿>>

点击前往预订>>

点击这里

https://event.traveldaily.cn/download/tdc2018/hotel-reservation-form.xlsx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hanghai2/sl4558092#ctm_ref=hod_hp_sb_lst
http://sh.xiaozhu.com/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_n15vS-duanzufang-20/?startDate=2018-09-18&endDate=2018-09-20&putkey=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https://www.heycars.cn/?utm_source=TDC2018&utm_medium=booklet&utm_campaign=DigitalTravelShow
http://www.variflight.com/download?AE71649A58c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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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场搭建商

上海福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逸飞 电话：136 3637 7170 

• 物流

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鑫亮 手机：136 0180 7278  

• 翻译

上海杰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Ledge同声传译）

联系人：童童 手机：181 2640 6007  

( 特别提示：如展会现场需要翻译服务，请至少提前2天联系供应商。)

相关服务商 15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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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 / 购票

黄敏裕 Jane Huang

手机：182 2155 4542         邮箱：register@traveldaily.cn

 演讲嘉宾

王娅 Xenia Wang

手机：155 2110 5514         邮箱：xenia@traveldaily.cn

郑海燕 Gini Zheng

手机：137 2804 8437         邮箱：gini@traveldaily.cn

 赞助商 / 展商

曾琳昕 Echo Zeng

手机：135 6039 6094         邮箱：echo@traveldaily.cn

高媛 Anna Gao

手机：132 6594 7351         邮箱：anna@traveldaily.cn

 媒体

陈秋英 Cathy Chen

手机：135 6014 8943         邮箱：cathy@traveldaily.cn

潘炜姗 Shannon Pan

手机：134 5043 9261         邮箱：shannon@traveldaily.cn

 投诉 / 意见反馈

钟艺 Gogo Zhong

手机：135 6034 0657         邮箱：gogo@traveldaily.cn

联系我们

微信扫一扫，使用报名时的手机或邮箱

登录会议交流平台

手机浏览器扫一扫前往活动官网，

或点击这里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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