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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参会指南 
UF2017 @ 南京 11月16日~19日 

UF2017  Venue &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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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合：大用户体验之道     
苏州 日航酒店 | 11月17日~20日  

 User Friend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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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20日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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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会场与酒店 

 旅游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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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与酒店 

会场简介：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南京会议中心）座落在钟山腹地，区内两百多处自然、人文景点，半数以上都分布在距酒店50-1500米的步行圈内。

酒店距南京中心商业区仅5公里，距地铁苜蓿园站0.5公里，毗邻沪宁高速，环城高速，交通极为便利。宾客下榻其间，进能感受古都文化

处处延伸、城市风华融会贯通，退能享受垂柳依依丹桂飘香、山环水绕养心怡情，是百分百的“城中山林花园酒店”。 

 

  距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44.6公里约 46分钟车程   

  从苜蓿园地铁站步行20分钟 

  距南京站 9.4公里约 21分钟车程  

  距南京南站 14.4公里约 24分钟车程 

 

会场地址： 

南京市中山陵四方城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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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预订 

大会协议酒店：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为本次大会协议酒店，大会参与人员可直接预订，享有协议优惠价格。预订时请说明是“用户体验行业年会/User 

Friendly 2017”的参会人员即可。 

 

预定热线：186 2518 8788 

 

酒店部分参考价格： 

 标准大床房： RMB 460（单早） 

 标准双床房： RMB 460（双早） 

 行政大床房： RMB 550（单早） 

 行政大床房： RMB 550（双早） 

 行政套房：    RMB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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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环境 

会场环境： 
 

                         

行政大床房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宴会厅         自助餐厅 

丽景大床房      会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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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地图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一楼 
签到台/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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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场地  
Conference Venue  

二楼 
演讲厅/工作坊/文集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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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会议室 

会议室分布： 
 

 

 

 

 

 

 

日 期 时 间 楼 层 类 别 布 置 场 地 

11月16日 
9:00 - 18:00 一、二楼 工作坊 课桌式 碧玉厅、君子兰厅、紫罗兰厅、白玉兰厅、紫丁香厅、郁金香厅、夜来香厅 

9:00 - 18:00 二楼 文集分享 剧院式 友谊厅 

11月17日 

9:00 - 12:00 二楼 主题演讲 剧院式 和平厅 

13:00 - 18:00 二楼 论坛+教育+大赛 剧院式 和平厅 

13:00 - 18:00 二楼 文集分享 剧院式 友谊厅 

15:00 - 18:00 一、二楼 工作坊 课桌式 碧玉厅、君子兰厅、紫罗兰厅、白玉兰厅、紫丁香厅、郁金香厅、夜来香厅 

11月18日 

9:00 - 12:00 二楼 主题演讲 剧院式 和平厅 

13:00 - 18:00 二楼 文集分享 剧院式 友谊厅 

15:00 - 18:00 一、二楼 工作坊 课桌式 碧玉厅、君子兰厅、紫罗兰厅、白玉兰厅、紫丁香厅、郁金香厅、夜来香厅 

13:00 - 18:30 二楼 论坛+Free talk+大赛 剧院式 和平厅 

11月19日 9:00 - 12:00 一、二楼 工作坊 课桌式 碧玉厅、君子兰厅、紫罗兰厅、白玉兰厅、紫丁香厅、郁金香厅、夜来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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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餐饮 

餐饮分布： 
 

 

 

 

 

 

 

日期 时间 楼层 类别 场地 

11月16日 

12:00-13:00 一楼 自助午餐 自助餐厅 

18:00-20:00 室外 Party 

11月17日 

10:15-10:30 二楼 茶歇 门厅 

12:00-13:00 一楼 自助午餐 自助餐厅 

15:15-15:30 二楼 茶歇 门厅 

18:00-20:00 室外 Party 

11月18日 

10:15-10:30 二楼 茶歇 门厅 

12:00-13:00 一楼 自助午餐 自助餐厅 

15:15-15:30 二楼 茶歇 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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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行政套房 
 

协议价：1500元 

丽景大床房 

协议价：460元 

行政大床房  

协议价：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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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会场与酒店 

 旅游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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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地址：南京市中山陵四方城2号 

电话：186 2518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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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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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飞机 

A.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大会会场 

1. 乘机场巴士1号线40分钟 → 市区（西华门） → 观光车1号线（海底世界站）下 → 步行180m到达大会会场； 

2. 乘地铁S1号线（机场线）→ （南京南站站内换乘地铁3号线）→ 大行宫站内换乘地铁2号线 → 至苜蓿园站或下马坊站 →  步行20分钟（或

乘的士起步价）到达大会会场； 

 

B.上海虹桥机场 -大会会场 

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虹桥火车站 → 南京火车站 → 南京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换乘 ）→ 地铁2号线(下马坊站2号出口） → 旅游专线2号线（海

底世界下车）→ 步行180m到达大会会场； 

 

C.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火车站 → 南京火车站 → 南京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换乘 ）→ 地铁2号线(下马坊站2号出口） → 旅游专线2号线

（海底世界下车）→ 步行180m到达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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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火车 

A. 南京火车站 -大会会场 

交通：南京火车站 → 南京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换乘 ）→ 地铁2号线(下马坊站2号出口） → 旅游专线2号线（海底世

界下车）→ 步行180m 

时间： 1小时3分钟/ 13.9公里 

的士：约23分钟 / 9.8公里 

B. 南京南站 -大会会场 

交通：地铁3号线（大行宫换乘） → (下马坊站2号出口） → 旅游专线2号线（海底世界下车）→ 步行180m 

时间： 1小时5分钟/ 14.6公里 

的士： 26分钟/ 15.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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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会场与酒店 

 旅游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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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旅游 

 

南京，华东第二大城市，中国科教第三城，中国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科教、文化、工业和金融商业中心、

综合交通枢纽。 

 

南京历史悠久，有着超过2500余年的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是承东启西的枢纽城市，国家重要门户城市，华东地区中心城市和重要产业城市，长江航运物流中心，滨江

生态宜居之城，联合国人居署特别荣誉奖获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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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旅游 

秦淮河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 

贴士：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 

票价：免费 秦淮河画廊门票100元 

总统府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92号 

贴士：辟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票价： 40元 

中山陵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钟山风景区内 

贴士：孙中山先生的陵寝 

票价：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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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湖 

地址：玄武区玄武巷1号 

贴士：被誉为“金陵明珠” 

票价： 免费 

明孝陵 

地址：玄武区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 

贴士：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票价：70元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地址：建邺区水西门大街418号 

贴士：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 

票价：免费 

南京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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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会场与酒店 

 旅游  饮食 



uxpachina.org 
400 026 8859  

南京美食 

 

南京小吃列中国四大小吃之首，主要的集中地有夫子庙、狮子桥、甘家大院等。 

 

刘长兴面馆是南京著名的面馆，百年老字号韩复兴是南京著名的盐水鸭、板鸭店。夫子庙的大石坝街和湖南路的狮子桥为著名的

美食街，有很多特色小吃，如回味鸭血粉丝、狮王府狮子头、尹氏鸡汁汤包、莲湖糕团店、“忘不了”酸菜鱼、绿柳居等。 

 

此外南京还有秦淮八绝、鸭血粉丝汤、小笼包、煮干丝、如意回卤干、什锦豆腐涝、状元豆、盐水鸭、旺鸡蛋、活珠子、臭豆腐、

南农烧鸡、糖芋苗、东山老鹅等等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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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味道 

狮子头 

推荐店铺：狮子楼 

地址：湖南路狮子桥29号 

盐水鸭 

推荐店铺：魏洪兴 

地址：湖南路步行街狮子桥临18号 

蜜汁藕 

推荐店铺：南京大牌档(狮子桥店)  

地址：湖南路狮子桥2号湖南路步行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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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料理 

街角西餐厅(华灯坊店)  

人均：116元 

地址：江东中路236号华灯坊2楼 

王品牛排(南京玄武湖店) 

人均：372元 

地址：中央路201号南京国际广场3层306室 

Vagetale 轻食物语 

人均：58元 

地址：安仁街环亚凯瑟琳广场负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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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锅贴 南京小笼包 鸭油酥烧饼 

特色小吃 

如意回卤干 鸡丝面 鸭血粉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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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注UXPA中国 
User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weibo.com/upachina 

twitter.com/UXPA_China 

facebook.com/UXPA-China 

UXPA 

uxpa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