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展会指南 

SECTION I   EXHIBITION GUIDELINE 

 19 

现场餐饮攻略 
服务项目 位置 联系方式 

餐厅 / 小吃吧 / 餐饮 语道面工厂 
展馆 1 号入口厅（南入口大厅）内二楼 

+86-21-2890 6688  
 

 东方既白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东方既白外送电话 
+86-21-2890 6785 / 6 

 树咖啡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86-21-2890 6668 
 

 JM 明宇 
W1 - W5 展馆内东侧、E1- E4 展馆内西侧 
展馆 1 号入口厅（南入口大厅）内一楼 

+86-21-2890 6652 
 
 

 太平洋咖啡 
W1 展馆内东侧、E4 展馆内东侧 

+86-138 1683 6085 

 丽华快餐 
W2 和 W3 展馆、W4 和 W5 展馆之间的卸
货区内 

+86-139 0174 7158 
+86-21-2890 6177 

 绿泉餐厅 
W2、W3 展馆夹层、N2 展馆南侧 

+86-21-2890 6197 
+86-21-2890 6198 

 汇展餐饮 
E3 和 E4 展馆夹层；W1 和 W2、W3 和 W4、
E1 和 E2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86-21-2890 6652 
+86-21-2892 8898 

 麦当劳 
W5 展馆东侧；E1、E4 展馆西侧；N4 展馆
南侧 

+86-21-2890 6637 
+86-158 2198 4501 

 德国蓝堡 
E2 展馆西侧 

+86-21-2890 6779 
 

 哆哆优果饮品 
E3 展馆西侧 

+86-138 1622 2256 

 棒约翰 
E4 展馆西侧 

+86-21-2892 8777 
 

 MILANO 餐厅 
E5 展馆西侧、E7 展馆南侧、N3 展馆南侧 

+86-21-2890 8590 
 

 食客快餐 
E5 展馆西侧 

+86-21-2892 8028/8719 
+86 159 2187 2154 

 La Cité Café 
E6 展馆西侧、N5 展馆南侧 

+86-21-2892 8188/8888 
 

 新冉餐厅 
N1 展馆南侧 

+86-21-2036 7717 
+86-135 8550 9939 

 赛百味 
N1-B2a 

+86 13917584644 
 

 上海宝莱纳餐厅 
N2 展馆南侧 

+86-139 1742 9384 
 

 私房小厨 
N3-B1b 

+86-137 6181 3543 

 爷叔食堂 
N3-B2c 

+86-21-2036 7777 

 老岱沟 
N3 展馆南侧 

+86-159 0062 2555 
 

 神农氏餐饮 
N3 和 N4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86-189 1815 1713 
+86-133 7191 2281 

 老娘舅（快捷餐厅） 
N3、N4 展馆夹层 

+86-21-2036 7518 
+86-152 2173 9063 

 老众兴汤包馆  
N4-B2a 

+86-21-6366 0000 
 

 汇尊团膳 
N4-B2b 

+86-21-2036 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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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餐饮攻略（续） 
服务项目 位置 联系方式 

展馆外就近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场 / 地下一层 友乐达台北精致面馆 

卡乐星 

松鹤楼 

叮丼 

赛百味 

潮记 1975 

巷弄里的那家川菜 

品品餐厅 

松发肉骨茶 

喜茶 

 

- 中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中式简餐 

- 日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西式餐厅 

- 东南亚餐厅 

- 饮品 

+86-21-5015 0757 

+86-21-5899 3622 

+86-21-5033 8698 

+86-21-5877 8717 

+86-21-6856 0377 

+86-21-5856 7917 

+86-21-6838 7605 

+86-21-5858 0617 

+86-21-6836 3367 

+86-21-5821 2215 

浦东嘉里城商场 / 一层 有心上海点心 

新旺茶餐厅          

新元素      

白昂其          

尚牛社会                  

厨餐厅                

星巴克               

麦子仓库                

   - 中式小吃 

   - 中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西式餐厅 

- 西式餐厅 

- 自助餐厅 

- 咖啡 

- 面包甜点 

+86-21-2022 1338 

+86-21-5891 0362 

+86-21-2022 2537 

+86-21-6858 3991 

+86-21-5042 9086 

+86-21-6169 8886 

+86-21-3868 3758 

+86-21-5031 8197 

浦东嘉里城商场 / 二层 小南国                

逸谷                 

食庐               

奶牛美式休闲西餐 

阿吾罗 

潮堂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西式简餐 

- 日式餐厅 

- 中式餐厅 

+86-21-5015 1079 

+86-21-5017 7331 

+86-21-3880 5057 

+86-21-5018 2292 

+86-21-6839 0577 

+86-21-6027 6079 

寸草心 梅花路 999 弄 14 号 +86-21-6858 0796 

徽膳坊（梅花路店） 梅花路 977 号 +86-21-3872 9917 

大眼面馆 梅花路 1099 号 +86-139 1836 5382 

老于家东北人家 梅花路 999 弄 19-20 号 +86-21-3898 4066 

釜山火炉 梅花路 999 弄 37 号 +86-139 1833 5601 

晋情游子轩(梅花路店) 梅花路 1007 号 +86-21-5045 6488 

永和大王 
 

龙阳路 2000 号 +86-21-3378 0346 

海底捞火锅 
 

龙阳路 2000 号 +86-21-5077 2688 

 

http://www.dianping.com/shop/5572845
http://www.dianping.com/shop/9068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