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烘焙展 2017
酒店訂房表格
請填妥以下表格，以電郵或傳真到本公司：
錦倫旅運有限公司 — 駱玉琼小姐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72 號昌興大廈 5/F
電話：(852) 2207 7236 傳真：(852) 2850 5944 電郵：eugenie.lok@grayline.com.hk
網址：www.grayline.com.hk
牌照號碼：351803
*******************************************************************************************
酒店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Harbour Grand Hong Kong
香港怡東酒店
The Excelsior Hong Kong
世紀香港酒店
Novotel Century Hong Kong
遨舍衛蘭軒 Ozo Wesley Hong Kong
(無煙酒店)
灣仔帝盛酒店 Dorsett Hotel Wan Chai
(無煙酒店、免費使用智能手機 &
酒店穿梭巴士往返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港島太平洋 Island Pacific
(無煙酒店 & 免費使用智能手機)
麗悅酒店 Cosmo Hotel Wan Chai
(無煙酒店、免費使用智能手機 &
酒店穿梭巴士往返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酒店
級數

房間類別

房費
連免費無線寬頻上網
(每房每晚)

5星

高級海景客房

HK$1,420 (US$185)

4星

標準客房

HK$1,840 (US$239)

4星

標準客房

HK$1,540 (US$200)

4星

標準客房

HK$1,160 (US$151)

4星

高級客房

HK$980 (US$128)

HK$145
(US$19)

4星

高級客房

HK$950 (US$124)

HK$125
(US$17)

4星

高級客房

HK$870 (US$113)

HK$145
(US$19)

早餐
(每人每天)

HK$190
(US$25)
HK$190
(US$25)
HK$176
(US$23)
HK$110
(US$15)

備註：
 以上價錢適用於單人、大床及雙床房，已包括 10% 酒店服務費 (現時沒有政府稅) 及於 2017 年 11 月
28 – 12 月 3 日期間入住。
 其他日子，房價及供應情況將於訂房時確認。
 所有訂房「先到先得」。

如欲享此優惠價，必須通過錦倫旅運有限公司訂房及付款，訂房時必須繳付一晚不退還及不轉讓
的定金，並於 2017 年 10 月 27 日前繳付餘款。全部費用不退還。
 歡迎查詢其他酒店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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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資料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Harbour Grand Hong Kong
(www.harbourgrand.com)
北角油街 23 號
位於香港島的心臟，所有客房可都欣賞無障礙物阻擋視線的世界著名的維多利亞港。可步行到地鐵站，10 分鐘車
程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香港怡東酒店 The Excelsior Hong Kong (www.mandarinoriental.com.hk/excelsior/)
位於銅鑼灣主要商業、 購物和娛樂區。10 分鐘車程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銅鑼灣告士打道 281 號

世紀香港酒店 Novotel Century Hong Kong (www.novotelhongkongcentury.com)
位於灣仔的心臟、 繁華的商業、 購物和娛樂區，8 分鐘步行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灣仔謝斐道 238 號

遨舍衛蘭軒 Ozo Wesley Hong Kong
(www.ozohotels.com/wesley-hongkong)
無煙酒店位於灣仔， 繁盛的商業區，15 分鐘步行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 22 號

灣仔帝盛酒店 Dorsett Hotel Wan Chai

(www.wanchai.dorsetthotels.com)

灣仔皇后大道東 387-397 號
無煙酒店位於銅鑼灣主要娛樂購物區和灣仔商業區、 繁華的商業、 購物和娛樂區之間，酒店提供免費穿梭巴士往
返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10 分鐘車程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免費使用智能手機，免費服務包括國際通話至指定國家、無限本地通話、上網數據。
港島太平洋 Island Pacific
(www.islandpacifichotel.com.hk)
干諾道西 152 號
無煙酒店位於港島西營盤，5 分鐘步行到西營盤地鐵站，10 分鐘車程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免費使用智能手機，免費服務包括國際通話至指定國家、無限本地通話、上網數據。
香港麗悅酒店 Cosmo Hotel Wan Chai HK (www.cosmohotel.com.hk)
灣仔皇后大道東 375-377 號
無煙酒店位於灣仔及銅鑼灣之間的一間具時尚風格及裝潢別致的酒店。酒店提供免費穿梭巴士往返香港會議及展
覽中心。10 分鐘車程到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免費使用智能手機，免費服務包括國際通話至指定國家、無限本地通話、上網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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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訂房表格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酒店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英文姓名

單人/大床/雙床房

入住日期及抵港航班

退房日期及離港航班

(請在姓氏下面劃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房早餐數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別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間要求視乎酒店安排）

*****************************************************************************************
付款
定金：

訂房時必須繳付一晚不退還及不轉讓的定金。恕不接受沒有定金的訂房。

餘款須於 2017 年 10 月 27 日前繳付，不然訂房將會取消，定金不獲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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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表格
1)

信用卡：

Visa 卡 (

)

萬事達卡 (

)

美國運通卡 (

)

信用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至 (月/年) 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保險密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Visa/萬事達卡 ---- 卡背面最後 3 個數字。美國運通卡 ---- 卡面 4 個數字。
本人同意錦倫旅運有限公司於本人同一信用卡戶口內收取所須繳付的定金及餘款。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銀行要求，請附上信用卡正反面。
***************************************************************************************
2)

匯款

(

)

請匯款到以下帳戶及傳真或電郵副本以作參考：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Swift Code:
帳戶號碼：

HSBCHKHHHKH
004-155-2-028399
Gray Line Tours of Hong Kong Ltd

帳戶名稱：

香港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 77 號淘大商場 II 期地下 G193-200 號舖
Amoy Plaza, Shops G193-200, G/F, Amoy Plaza Phase II, 77 Ngau Tau Kok Road, Kln, Hong Kong

** 請確保你的名字及 "國際烘焙展" 字樣出現於匯款上。有關的匯款手續費應由匯款人支付。

取消訂房
若要取消訂房，必須以書面通知錦倫旅運有限公司，並將收取以下罰款：
取消日期
罰款
訂房確認後
全數定金
2017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後
全數費用
如客人沒有如期入住或提前退房，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2017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後，如有任何更改，視乎酒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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