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富悦大酒店 
FUYUE HOTEL SHANGHAI 



 

地理位置 
LOCATION &DESTINATION 

 距地铁9号线松江大学城站：2km 
 To Metro Line 9 Songjiang University 

Town Station 2km 
 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及虹桥火车站：27km 
 To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27km 

 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68km 
 To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68km 
 距虹桥国家会展中心：20km 
 Hongqiao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20 km 
 
 

 
 
 



 

酒店简介 
HOTEL INTRODUCTION 

上海富悦大酒店按照奢华五星级酒店标准建造，是一家超大型商务会议度假型酒
店。位于上海市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酒店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拥有
上海第一大堂，拥有各类豪华客房1000余间套，配有两个层高8米、一个面积
2300平方米、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无柱多功能厅；一个层高5米、两个面积
1200平方米宴会厅；一个层高6米、面积550平方米宴会厅；还配有10多个不同规
格的中小会议室，是目前上海地区同类酒店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会议中心. 
Shanghai Fuyue Hotel is a five luxurious Stars Hotel, which have a super large 
business conference function room. Located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Metro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Business district. The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105000 square meters, with Shanghai biggest lobby, with 980 luxurious rooms,  
the biggest two function room is 8 meters high, one is 2300 square meters, 
another is 2000 square meters, third one is 1200 square meters,with more than 10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nference room, Hotel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facilities of the conference center in Shanghai. 



 

大堂酒廊  
LOBBY LOUNGE 

 
营业时间 Operation Hour: 
10:00-24:00 
 
地点 Location: 
大堂层 Lobby Floor 
 
座数 Seating Capacity: 
     50 个座位 
          50  seats 

 

一杯现煮咖啡，一杯沁人心脾的香茗，带您开启崭新的一天，精致的西方下午茶，令您活力充沛；具有江南
风味的美食及夜晚的欢乐时刻，使您心情愉悦。大堂酒廊是您放松小憩，商务会谈的绝佳之境。 

Start a new day with a freshly brewed coffee and specialty tea. A cup of delicate western afternoon tea can 
invigorate you ,while the local food and happy night time make you cheerful. The Lobby Lounge is good 
for you to have a short break and also business talks. 



 

商务之家 
BUSINESS HOUSE 

980间舒适的客房和套房，均按顶级五星客房配置，配备宽敞的办公区域，高速网络，液晶平板电视，热带雨林花
洒，精致洗浴套装等完善设施。 
The hotel features 980 spacious guest rooms with five stars hotel style , each with flat-screen television, 
sound system, wireless internet and rainforest shower and amenities. 



 

商务之家 
BUSINESS HOUSE 

所有客房均配备： 

All guest rooms are fully equipped with: 
 
*宽带和无线高速上网 
  Wired and wireless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语音信箱 Voice mail system 
*羽绒被 Duvet 
*睡枕选择 Pillow choice 
*独立的空气调节系统和供热系统 
   Individually controlled air conditioning and heating  
*国际卫星电视频道 International TV programming 
*国际/国内长途直拨电话 IDD&DDD direct dial 
*迷你酒吧 Mini bar 
*室内保险箱 In-room safe 
*体重秤 Weight scale 
*熨烫衣板 Iron & Ironing board 
*吹风机 Hairdryer 

 



 
房型 

Room Category 
房间面积 

Av.Room Size 
房间数量 

Room Number 

豪华标间 
Deluxe Standard Room 45 812 

豪华单间 
Deluxe Single Room 45 154 

豪华套房 
Deluxe Suite 100 14 

总计Total 980 

商务之家 
BUSINESS HOUSE 



 

会议天堂 
CONFERENCE CENTER 

1个2300平与1个2000平的无柱豪华宴会厅，层高8米可同时容纳千人会议及用餐。 
所有会议均配备： 
All function rooms  are fully equipped with: 
 *多媒体音响系统  Multi-media sound system 
*有线及无线宽带接入 Wired and 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通讯设备租借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rental 
*电话电视会议系统 Telephone conference 
*全程宴会及会议策划 One-stop banquet and meeting service 



 

会议天堂 
CONFERENCE CENTER 

其他中小型会议室位于酒店三楼，面积80-168平米不等，层高5米，适
合各类董事会、中小型商务洽谈等会议。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nference room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hotel, an area of 80-168 square meters, the height of 5 meters, 
suitable for all kinds of board of directors,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meetings. 



 

会议天堂 
CONFERENCE CENTER 

会议室厅名 Name 
面积 

楼层位置 柱子 宴会式 m2 

东方厅 2300 3楼 无 120 
东方厅1 1300 3楼 无 55 
东方厅2 1000 3楼 无 55 
 富悦厅 2000 3楼 无 120 
 富悦厅1 650 3楼 无 35 
 富悦厅2 650 3楼 无 35 
 富悦厅3 650 3楼 无 35 
明珠厅 550 3楼 无 30 
丽华厅 1200 2楼 有 60 
丽华厅1 600 2楼 有 30 
丽华厅2 600 2楼 有 30 
悦贵厅 450 2楼 有 26 



 

自助餐厅 
BUFFET RESTAURANT 

 
营业时间 Operation Hour: 
06:00-23:00 
 
地点 Location: 
大堂层 Lobby Floor 
 
座数 Seating Capacity: 
           500个座位 
            seats 

 

荟萃世界美食，环境怡人，位于酒店大堂的国际化全日制餐厅，可同时容纳 500 人就餐。在此，您
可体验到与美味相遇的欣喜和味蕾的最大满足。 

The international full time Café is seated at hotel lobby and can accommodate 500 guests. You can 
enjoy a wide range of food in a pleasant environment here. 



 
 

 

中餐厅  
CHINESE RESTAURANT 

无论是社交宴请，还是聚朋会友，都会实现您所需。富悦中餐厅倾情打造顶级的美食天堂，有知名
大厨，荟萃粤川、江浙名菜，带您体验极致美味。 

The  Chinese restaurant is a perfect choice for social banquet and friend gathering. 

 
营业时间 Operation Hour: 
10:00-21:00 
 
地点 Location: 
酒店2楼 2/Floor 
 
座数 Seating Capacity: 
           个座位，45个包厢 
            seats,  private dining rooms 

 



 
 

 

健身娱乐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室内泳池，健身器械，水疗中心，为您量身打造您的健身娱乐计划。 

Indoor swimming pool, gym and personal fitness machine . 

 
营业时间 Operation Hour: 
06:30-22:30 
地点Location:酒店3/F 



 

度假胜地 
LEISURE AND RECREATION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She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佘山山地面积约116.7万平方米，东佘山与西佘山，是佘山的东西两峰，青
（浦）松（江）公路穿越于两峰之间。其中西佘山约60万平方米，东佘山
约56.7万平方米。佘山竹木葱笼，又有泉石之美，胜景甚多，徐霞客曾五
度来游。宋代在山下建三座寺院，明代建的山庄别墅更多，知名的有遂高
园、东佘山居、西佘山居、白石山房、白石山庄等。佘山古来多竹，笋有
兰花味，又名“兰笋山”。 

辰山植物园 Chenshan Botanical Garden 
辰山植物园位于松江区佘山旅游度假区内，是集科研、科普和观赏游览于
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园区由中心展示区、植物保育区、五大洲植物区和
外围缓冲区等四大功能区构成。中心展示区设置了月季园、旱生植物园、
珍稀植物园、矿坑花园、水生植物园、展览温室、观赏草园、岩石和药用
植物园以及木樨园等26个专类园。温室展览由热带花果馆、沙生植物馆和
珍奇植物馆组成，为亚洲最大展览温室，其中沙生植物馆为世界最大室内
沙生植物展馆。整个温室群规划巧妙，景观独特，已经成为上海一个令人
难忘的景点。 



 

度假胜地 
LEISURE AND RECREATION 

松江大学城 Songjiang University Town 
松江大学城位于上海松江新城区西北角，占地约8000亩。是现为止中国规
模较大的大学园区。松江大学城内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等七所学校。松江大学城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园区，
这不仅体现在校与校之间没有围墙，只是用绿化带或河流来划分边线，更
体现在大学城内各类资源可以共享。 

泰晤士镇 Thames Town 
泰晤士小镇位于松江新城的核心区域，是一个具有居住、旅游、休闲等多
项功能的大型社区。泰晤士小镇从整体布局到一砖一瓦都体现了原汁原味
的欧洲风情，每个街区都呈现不同外观效果，小镇东面更有400亩的湖面
景观和美丽的游艇码头，可谓移步易景。 



 

度假胜地 
LEISURE AND RECREATION 

上海欢乐谷 Shanhghai Happy Valley 
上海欢乐谷是以“动感、时尚、欢乐、梦幻”的大型主题公园，占地90公
顷，搭乘雄伟壮观的国内首台木质过山车，在丛林里穿行飞跃，在雨林里
分享奇妙，在娱乐中体验冒险的真实，在自然中感受野趣；乘坐特制船只
卷入海湾的风暴漩涡中，激流勇进，体验26米浪尖飞驰而下的刺激；漫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青砖灰墙、石框黑门、格子窗户、旧式消火
栓、路灯、黄包车、老邮筒，让人迷醉……这些都是“上海欢乐谷”将给
人们带来的惊喜，它包含了“阳光港、欢乐时光、飓风湾、金矿镇、欢乐
海洋、上海滩、香格里拉”七个主题区，百余项娱乐及观赏项目，12座顶
级游乐设备，逾万个表演场馆座位。 

车墩影视乐园 Shanghai Film Theme Park 
影视乐园现已建成的全布景式的“南方街道”和实景式场地景“30年代南
京路”、“上海里弄民居”，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理想的拍摄场景，也为人
们重睹旧上海五光十色的风情开辟了全新的途径，已有30多部影片及数百
集电视剧在这里拍摄。乐园有有轨电车或黄包车，走一走30年代的南京路、
老上海传统街道、石库门里弄、苏州河驳岸、浙江路钢桥，尝一尝旧上海
的风味小吃，看一看濒临绝迹的旧上海传统杂耍，感受一下骑马飞驰的乐
趣，甚至还可见到天主教教堂、中世纪酒庄及英、法、德、西班牙、挪威
等国风格的欧式建筑，邂逅你心怡的明星。 



 

度假胜地 
LEISURE AND RECREATION 

方塔园 Square Pagoda 
方塔园是松江古城中一座以观赏历史文物为主体的园林。全园占地面积
182亩，园址原是唐宋时期古华亭的闹市中心，东有爱民街、西有三公
街，既是古代文人的会聚地，又是松江遗址的缩影，园中的照壁是上海
乃至全国最古老、最精美、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大型砖雕艺术珍品，是古
代汉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照壁高4．75米、宽6．1米，为大型砖刻
浮雕，气势轩昂，风采独具。约30平方米的壁面，雕刻内容十分丰富，
画面设计形象生动刻艺精湛，立体感强。 

醉白池公园 Zuibai Pond Garden 
松江醉白池是江南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是上海的旅游胜地。从这座园林
的前身算起。园内古木葱茏，亭台密布，古迹甚多。其曲栏横槛、回廊曲
径，古色古香。上海地区有五大古典园林，就是上海豫园、嘉定古漪园、
秋霞圃、青浦曲水园及松江醉白池。而醉白池在五大园林中是最古老的园
林。 



 

商务之家 会议天堂 度假胜地 

上海富悦大酒店 
FUYUE HOTEL SHANGHAI 

酒店地址：中国上海市松江茸悦路208弄   邮编:201613 
Address:Line.208 Rongyue Road,Songjiang District,Shanghai 

201613,P.R.China 
电话 Tel: 13472664413                                                                                                                               

 销售部总监 吴文斌 
网址 Website: www.fuyuehotel.com 

tel:(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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