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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不懈地超越自己，終會取得榮耀！

ABOUT THE AWARDS 大獎簡介

2014年4月17日于上海，當夜星光燦

爛，中國旅遊業精英齊聚一堂，歡慶2014

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得獎名單的揭曉。在

所有2014 年TTG 中國旅遊大獎的獲獎機

構中，近一半的獲獎者第一次捧回24K 鍍

金赫耳墨斯獎盃，證明只要持續不斷努

力，最終定會獲得肯定。。

在今年的27家新獲獎機構中，加拿大

航空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成功地從以往

的常勝贏家手中奪得桂冠，分別榮獲「最

佳美洲航空公司（中國航線）獎」和「大中

華區最佳奢華酒店獎」。此外，本屆首次

得獎機構多為單體酒店獎（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香港和澳門地區）、中國其他地

區酒店獎和度假酒店獎的獲獎者。今年，

對以往度假酒店獎中的常設獎項「中國最

佳度假酒店獎」進行了細分，最終決勝出

了兩位獲獎者：三亞麗思卡爾頓酒店榮獲

「中國最佳（海灘）度假酒店獎」，昆明洲

際酒店榮獲「中國最佳（非海灘）度假酒店

獎」。

在首次獲獎者紛紛躋身TTG中國旅遊

大獎的同時，中國國際航空、新加坡航空、

雅詩閣中國、澳門假日酒店、廣州花園酒

店和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等7 個常

勝贏家在激烈角逐中，依然堅守陣地，自

2008 年起，一直蟬聯TTG中國旅遊大獎的

各獎項冠軍。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0名獲獎者中，另

有7 家獲獎機構華麗回歸。其中，麗江悅榕

莊再次捧回「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獎」，

而新加坡旅遊局重新奪回「中國最佳海外

國家旅遊機構獎」的桂冠。其他重新回歸

的獲獎機構包括：香港半島酒店（「香港

最佳奢華酒店獎」）、上海浦東福朋喜來

登由由酒店（「上海最佳中檔酒店獎」）、

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酒店（「北京最佳商務

酒店獎」）、The Mira Hong Kong「香港

最佳商務酒店獎」）和銀川凱賓斯基飯店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酒店獎」）。

今年表現突出的還有上海浦東嘉里大酒

店和廣州聖豐索菲特酒店這兩家成功轉戰

衛冕機構，分別榮獲「上海最佳會議接待

酒店獎」和「廣州最佳奢華酒店獎」這兩

個獎項。

TTG亞洲媒體有限公司(TTG Asia 
Media)行政總裁黃漢明先生表示，「本次

第7 屆年度TTG 中國旅遊大獎反映出大中

華地區激烈的競爭和經久不衰的活力。在

2 個月的時間內為這些獲獎單位投票的業

內專家們眼光越來越挑剔，要求也越來越

高，這必然會提高該地區旅遊和會展產業

的服務標準和服務水平」。

「這60 家獲獎機構，無論是初次獲獎、

↑TTG 亞洲媒體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黃漢明先生 ↑美麗又專業的典禮主持人Maria Chen ↑頒獎典禮現場充滿著努力有成的歡樂氣氛

衛冕還是回歸，他們的表現和成績都是令

人鼓舞、堪稱楷模的。首次獲獎者證明了

以往的成就是可以超越的；我們的蟬聯衛

冕者，特別是7 個常勝贏家，告訴我們要保

持領先地位就要付出持之以恆的努力；而

那些重新回歸的獲獎者也清楚證明，堅持

不懈地超越自己終會取得成功」，黃先生

補充道。

TTG China旅遊大獎是由TTG China主

辦、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榮譽創

辦的頒獎盛典，每年與在中國舉辦的國際

頂級MICE盛會—中國國際獎勵旅遊及大

會博覽會（IT&CM China）同時在上海舉

行。 2015年TTG China旅遊大獎的投票活

動將自2015年1月開始。

 2014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得獎名單
廣州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廣州廣交會威斯汀酒店

深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深圳喜來登酒店

香港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香港洲際酒店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最佳新開業酒店

北京最佳新開業酒店 北京新世界酒店 

上海最佳新開業酒店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廣州最佳新開業酒店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

深圳最佳新開業酒店 深圳四季酒店

香港最佳新開業酒店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澳門最佳新開業酒店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酒店獎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大連康萊德酒店

中國華北地區(北京除外) 最佳酒店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酒店 銀川凱賓斯基飯店

中國華東地區(上海除外) 最佳酒店 南京金陵飯店

中國中南地區(廣州及深圳除外) 最佳酒店 武漢光谷希爾頓酒店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酒店 成都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

度假型酒店獎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海濱) 金茂三亞麗思卡爾頓酒店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非海濱) 昆明洲際酒店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三亞海棠灣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麗江悅榕莊

其他酒店獎

中國最佳精品酒店 成都釣魚臺精品酒店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酒店式公寓獎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運營商 雅詩閣中國

旅遊服務獎項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三亞

中國最佳會議商務城市 上海 

最佳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

最佳主題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新加坡旅遊局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會議商務推廣） 澳大利亞旅遊局

航空公司獎（授予在中國運營及服務的航空公司）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法國航空公司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公司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卡塔爾航空公司

連鎖酒店獎

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連鎖酒店 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錦江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品牌酒店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品牌酒店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大中華地區最佳經濟型品牌酒店 宜必思

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上海最佳豪華酒店 上海浦東文華東方酒店

廣州最佳豪華酒店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

深圳最佳豪華酒店 深圳君悅酒店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

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澳門君悅酒店

最佳中檔酒店

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北京麗亭酒店

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上海浦東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

廣州最佳中檔酒店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深圳最佳中檔酒店 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

香港最佳中檔酒店 香港8度海逸酒店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

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

上海最佳商務酒店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

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廣州花園酒店 

深圳最佳商務酒店 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

香港最佳商務酒店 The Mira Hong Kong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澳門美高梅酒店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凱賓斯基飯店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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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TTG China》的讀者和旅遊業界

再次對樂園投以肯定的一票。香港迪士尼

樂園度假區已連續多年獲頒「中國最佳主

題樂園」大獎。今年能夠再次獲得這項殊

榮，對樂園和演藝人員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肯定和鼓舞。

樂園于去年完成了三個全新主題樂園的

擴建計劃：反斗奇兵大本營、灰熊山谷和迷

離莊園的落成，令樂園的面積較以往增加

了近四分之一，遊樂設施和娛樂體驗亦增

加至超過一百項。新擴建落成的遊樂設施

均大受賓客歡迎，當中「迷離大宅」和「灰

熊山極速礦車」自推出以來，更成為賓客

最喜愛遊樂設施排行榜的首兩位。「迷離

大宅」去年更于世界主題娛樂協會(TEA)

第20屆主題娛樂大獎(Thea Awards)中，勇

奪「傑出成就獎－遊樂設施」的殊榮，表

揚項目將尖端科技與獨有原創故事融為一

王萬民先生

銷售及營銷市場推廣副總裁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最佳主題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體，配合天衣無縫。

承接擴建計劃的成功，度假區已準備

就緒于未來數年推出多項新項目，包括今

年下半年的「迪士尼光影匯」夜間閃亮巡

遊、2015年的連串十周年慶祝活動，以及將

于2016年底落成、以漫威「鐵甲奇俠」為主

題的全新主題區。度假區第三間酒店亦已

在計劃中，將以探索冒險精神為主題，預

計于2017年年初落成。我們期待與業界一

同見證這些里程碑，並開拓更多商機，為賓

客締造更多獨一無二的奇妙體驗。

劉立陽先生

三亞海韻度假酒店市場銷售副總監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三亞

中國三亞願意將最美好的溫暖陽光、

蔚藍海水、潔白沙灘、度假酒店、海鮮美

食、熱帶瓜果、溫泉理療、海洋運動、綠色

高爾夫與完美服務等各種旅遊資源，呈獻

給我們的廣大遊客朋友們共用！三亞歡迎

您！

唐嗣銑先生

三亞市旅遊發展委員會調研員

三亞作為國際度假區的地位早已獲確

立，為增強三亞旅遊市場競爭力，政府部

門仍持續積極投入，這應是三亞獲選最

佳旅遊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3年9月，位于三亞市迎賓大道的

三亞千古情景區正式開園，景區內設有

崖州古城、科技遊樂館、黎村、苗寨等數

十個主題區，還集中了黎族織布、制陶、

黎樂、蠟染、打柴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年四季節慶活動不斷，是體驗三亞天

涯文化、黎苗文化、原生態民俗文化最集

中的地方。

景區夜間還有大型歌舞劇《三亞千古情》

開演，包含《落筆洞》、《鹿回頭》、《海上

絲路》、《鑒真東渡》、《冼夫人》、《美麗三

亞》等劇情，成為三亞新的熱門景區。

此外，2014年1月28日~2月28日，位于國家

海岸—三亞海棠灣「三亞．鳳凰花海」觀賞園

區免費開放，接待國內外遊客。「三亞．鳳凰

花海」觀賞園區種植了上千畝花田。在三亞過

春節的人們均可到三亞海棠灣欣賞到這千畝

花海的壯麗景觀，感受童話般的美麗夢境。

郵輪旅遊也成為三亞旅遊的新熱點。海

南邊境旅遊異地辦證政策落地，使遊客可以

方便快捷地在三亞登上麗星郵輪的「雙子星

號」出境旅遊，「海南度假+郵輪旅遊」、「到

外國去過大年」為中外遊客帶來了全新體

驗。同時，三亞水上飛機觀光項和三亞直升

機觀光遊開始商業運營，受到遊客的歡迎，

僅2014年春節黃金周7天，三亞直升機觀就

〈Insight〉

接待了近2,000名遊客。

這體現了除利用沙灘、海水等傳統資源

外，海南也開始朝加強文化、生態、郵輪、

空中飛行等豐富多元的業態之路邁進，以

進一步提升目的地對國內外遊客的吸引

力。

再者，三亞也是許多企業會獎旅遊的首

選目的地之一，尤其針對國內市場，三亞的

先天優勢是效率。相對我國大部分地區都

較為嚴寒的冬季，三亞四季如夏的優勢尤

為突出；且東南亞海島目的地的觀光旅遊

價值雖高，三亞卻更能保證會議活動有效

率地開展。

高性價比也是另一個選擇三亞的理由。

最近幾年，高端酒店的建設速度超過了三

亞高端客源市場的發展速度，三亞業者為

了生意，無論價格、服務或附加服務（在保

障品質和利潤的前提下）都會盡可能地滿

足客戶。



李彬誠先生

上海市旅遊局國際旅遊促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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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佳會議商務城市

上海

范坷遙先生

國旅集團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感謝《TTG China 旅業報》將「中國最

佳旅行社」這一殊榮頒予中國國際旅行社

總社，也感謝讀者和旅遊業界一直以來對

國旅總社的關心與支持。獲此殊榮不僅是

對國旅總社的褒獎和肯定，更為國旅總社

的前進增添了動力。

今年恰逢國旅總社成立六十周年，作為

國內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旅行社企業集

團之一，國旅總社六十年來始終專注旅遊

品質與服務的提升，為廣大遊客傳遞旅遊

的快樂，延伸旅遊的享受，為促進中國旅

遊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未

來，國旅總社將以《旅遊法》的頒佈為契

機，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導向，不斷升級優

化旅遊產品，全力打造優質的標準化產品

和散客產品，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品質遊市

場，力求為遊客提供更優質的行程和更滿

意的服務。

國旅總社願與《TTG China旅業報》一

起，為繼續推動中國旅遊事業的繁榮發展

做出新的貢獻。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會議商務推廣）

澳大利亞旅遊局

衷心感謝TTG China及各位專家和讀

者對澳大利亞的支持與厚愛，把年度「在

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會議商務推

廣）」的寶貴一票投給澳大利亞。獲此殊

榮是業界對于澳大利亞作為商務會獎目

的地所提供的優質旅遊體驗和服務的高

度認同，也是對澳大利亞旅遊局在中國

市場推廣商務會獎和所獲成績的肯定。

澳大利亞擁有優質的商務設施、傑出

的美酒佳餚、天然純淨的自然環境，以及

為任何規模的會獎團隊提供世界一流服

務的能力，這些優勢的有機結合，正是吸

引中國訪客的關鍵所在。中國正成長為

澳大利亞最重要的獎勵旅遊市場之一，

對于為大規模的企業代表團服務有着強

烈的需求。

我們希望今后繼續致力于商務會獎旅

遊的產業建設，力爭滿足亞洲市場，特

別是中國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加強與

中國各大航空公司緊密合作，提高服務

綜合能力，為中國市場提供更高品質的

旅遊服務。

陳俐呈女士

大中華區商務會展旅遊總監

澳大利亞旅遊局今年再次從《 TTG China旅業報》手中

接過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的

小金人獎盃，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新加坡旅遊局在此特別要感謝參與投

票的讀者，一直以來對新旅局以及新加坡

旅遊產品的認可和肯定。我們新旅局的同

仁們也會以此為動力，再接再厲繼續為遊

周振興先生

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署長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新加坡旅遊局

客們打造更完善便利的旅遊設施、提供更

準確詳實的旅遊咨詢、介紹更有趣獨特的

目的地資源。

新加坡旅遊局今年慶祝建立50周年。

這些年，我們不斷為中國遊客提供煥然

一新的增值體驗，最近也推出了「惠聚獅

城」這一新的優惠的獎勵旅遊政策：聯合

新加坡多家業者，通過贈送購物券、特色

歡迎儀式等優惠方式為中國的獎勵旅遊

團提供增值服務，為中國遊客帶來更加豐

富的旅遊體驗。

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新加坡旅遊局

都將始終秉承將滿足遊客需求和為遊客

創造價值放在發展的首要位置的宗旨，打

造「 從心發現 —我行由我新加坡」 品質

旅遊線路，致力于將新加坡發展成為一個

理想的休閒旅遊和商務勝地。

我們將以加倍的努力回饋各界的肯定，

也祝願《 TTG China 旅業報》能夠更好

的推動中國旅遊行業蓬勃發展。

最佳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

非常高興皇家加勒比遊輪能連續六年

獲得TTG旅業報旅遊大獎。

在過去逾45年的時間裡，皇家加勒比

一直努力為我們的賓客帶來令人驚歎的

假期，讓他們能夠享受到皇家加勒比獨

一無二的體驗、服務和設施，我們船上

的所有員工都盡心竭力地為賓客們營

造驚喜時刻，這也是他們選擇再次回到

我們的船上、與我們共度旅程的原因所

在。

連續六年獲得此項榮譽是對皇家加勒

比在華發展的肯定，也體現了皇家加勒比

「以賓客為本，力求為他們提供無與倫

比的度假體驗」的堅定承諾。

劉淄楠博士

亞洲區域副總裁及中國區董事總經理

皇家加勒比遊輪有限公司

感謝TTG媒體讀者投票再次選擇上海

作為最佳商務旅遊城市。

隨着世博場地的再開發、國家會展中

心項目和上海迪士尼項目的建設，上海

這座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國際大都市，將

在未來為海內外的商旅客人和會獎旅遊

組織者提供商機，上海市旅遊局將一如

既往地致力于城市形象營銷推廣，提升

上海在商務會獎旅遊方面的服務能級和

水平。

我們期望着TTG讀者對上海的支持和

配合，也感謝T TG傳媒集團為中國和亞

太地區各城市旅遊發展所做的貢獻。

上海再度獲選最佳會議商務城市，可謂

實至名歸，因為綜看相關發展及各方調查

之結果，都指向這一無庸至疑的共識。

根據2014國際會展業CEO上海專題研

討會上所發布的調研報告指出，由于中國

（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以及位于上海

虹橋商務區的中國博覽會綜合體今年9月
開始試運營所帶來的機遇，全球會展業紛

紛視上海為未來拓展業務的重點城市。

據瞭解，上海市會展業促進中心歷時近

1個月，對全球近80位會展業界CEO進行

〈Insight〉

問卷調研。結果顯示，接受訪問的境外CEO
中，75%選擇上海作為未來拓展業務的城

市。在被問到發展業務中最關心哪個問題

時，有83%的受訪者選擇知識產權保護，其

次是會展人才。而同期接受訪問的中國境內

CEO中，高達九成的企業將上海作為重點

市場，與境外CEO不同，他們認為制約公司

業務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會展市場秩序，其

次是行業景氣度。

總體來看，69.6%的境內企業家和72%的

境外企業家認為，目前上海會展業發展的

整體環境非常好。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自貿試驗區對上海國

際會展業發展將有一定影響力。多位業者

表示，上海不斷嘗試開放國際會展的便利

性，並且已于2013年起，對45個國家公民實

施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此舉大大便利境

外人士辦理出入境手續，進一步促進國際

會展業在上海落地。

此外，國外參展商品的入境通關手續也

將大大提高便利性，以前曾發生過由于通

關手續繁瑣費時，當國際展會展出已結束，

部分參展的外國公司的商品還在中國海關

的通關過程中。而自貿試驗區推進實施一

線放開，即允許企業憑進口艙單將貨物直接

入區，再憑進境貨物備案清單向主管海關

辦理申報手續，並且簡化國際中轉、集拼

和分撥等業務的進出境手續。

上海市商務委亦表示，上海正在修訂出

臺《上海市展覽業管理辦法》，將進一步

完善上海會展產業發展環境。同時，亦充

分發揮上海會展業政府主管部門、行業協

會、會展促進機構和會展企業四位一體的

作用，抓緊建設會展業公共服務平臺，構

築更加開放、便利的會展管理環境，以規

範會展行業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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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我們將繼續

站在國際化的視野

與高度，打造貼心的

產品與服務，讓您信

賴，伴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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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TTG精心組織的盛會，讓不

同的思想交流碰撞，感謝主辦方將「TTG 同的思想交流碰撞，感謝主辦方將「TTG 同的思想交流碰撞，感謝主辦方將「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大獎頒給中國國際航

空公司，這是國航自2008年TTG中國旅遊

大獎啟動以來連續第七次獲得該獎項；感

謝所有長久以來一直關注並支持國航的

朋友們。

國航共擁有以波音、空客為主的各型客

貨飛機506架。航線325條，其中國際航線

74條、地區航線15條、國內航線236條，通

航國家及地區31個，通航城市155個，覆蓋

52個國家和地區，每週為旅客提供超過

7,000個航班、130萬多個座位。

國航一直以來致力于以關注旅客體驗

為工作的切入點，希望通過專業細緻的服

務和創新的產品為旅客提供更便捷的服

務，打造國航的服務品牌。能夠再次獲得

「TTG 「TTG 「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大獎是對國

航長期努力的肯定，也是激勵國航不斷改

善和提升的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站在國

際化的視野與高度，打造貼心的產品與服

務，讓您信賴，伴您同行。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新航非常榮幸能夠在2014年再次榮

膺TTG中國旅遊大獎「最佳亞洲航空公

司」獎項。在此，我謹代表新加坡航空公

司，衷心地感謝《TTG旅業報》和廣大讀者

朋友們對新航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厚愛。

獲此殊榮正是對新航堅持「不斷創新，

以乘客為本」經營理念的肯定，也是對我

們繼續創造更加卓越成績的最佳鼓勵。

新加坡航空公司一直不斷積極努力，從

全球化尊享、人性化創新及定制化體驗三

個層面不斷豐富客艙產品與服務，為乘客

們帶來更美好的飛行體驗。去年，我們隆

重推出了新一代客艙產品和娛樂系統，他

們是新航與全球知名設計公司共同合作逾

2年的成果，為乘客帶來雲中新境。

在中國市場，我們還啟用A380客機執飛

上海浦東航線，並在近期將A380上海浦東航線，並在近期將A380上海浦東航線，並在近期將 航班升級

為每日航班，旨在為乘客們帶來更加舒適

的體驗。

我們將信守承諾，繼續保持對產品和服

務的投入，一如既往地為中國乘客提供最

優質的服務，以及全球航線的最佳選擇。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祝游女士

華東營銷中心副總經理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張景峰先生

新加坡航空公司華東區經理

王建琇女士

華東地區商務經理

卡塔爾航空公司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卡塔爾航空公司



2014 • TTG CHINA TrAvel AwAvel AwA Avel AwAvel Aw rds supplemeNT 7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法國航空公司

感謝廣大讀者、《TTG旅業報》及此次

獎項的評選機構和評委再次把「最佳歐洲

航空公司」這個獎項頒發給法航，非常感

謝TTG這個平臺使得我們有機會參與到評

選中來，並得到大家的認可。 連續四年獲

得此項殊榮離不開廣大中國乘客、法航中

國的合作伙伴、媒體朋友和讀者的支持。

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實現為中國乘客提

供高水平服務，從未間斷。A380作為一款

最環保的飛機之一，已經應用于上海－巴

黎航線。而作為法航長途航班產品「超

越極致」（Best and Beyond）計劃的一部

分， 法航19架波音777-300客機將從2014

年9月起逐步配備頭等艙豪華間。該頭等

艙豪華間為旅客提供完全私密的寬敞空

間，每人可用面積達3平方米。它詮釋了法

航對卓越品質和對法式旅行藝術的最高

顧瑞新先生(Mr. Bas Gerressen)
法航荷航大中國區總經理

承諾。

法航荷航集團2014年夏季每週共有88個

航班往返于大中華區的9個目的地，分別

是廣州、成都、杭州、香港、北京、上海、

臺北、廈門和武漢。得益于天合聯盟的全

球網路，加上與中國南方航空和中國東方

航空的合作，法航在中國市場不斷成長。

榮譽在手，法航將再接再厲，堅守承諾，為

中國乘客提供更優質全面的服務。我們相

信，法航未來將會做的更好！

Mr. Chen Hong
加拿大航空銷售代表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公司

我們將信守承

諾，繼續保持對產品

和服務的投入，一如

既往地為中國乘客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以及全球航線的最

佳選擇。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AIRLINE AWARDS 航空公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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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代表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衷心感

謝TTG China旅遊大獎及TTG China、TTG Asia、TTG-

BTmice China和TTGmice廣大讀者連續三年給予喜達

屋「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酒店集團」這一榮譽。

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是大中華區最大的

豪華高端酒店集團。在該地區，我們擁有瑞吉、豪華精

選、W酒店、喜來登、威斯汀、艾美、福朋喜來登酒店和

雅樂軒八大酒店品牌，超過45,000雅樂軒八大酒店品牌，超過45,000雅樂軒八大酒店品牌，超過 名員工，目前運營134

家酒店，還有近130家在籌備中。2013年，喜達屋中國內

地迎來了首家W酒店—廣州W酒店，在中部開了首家艾

美酒店—鄭州建業艾美酒店，更迎來了亞太區第100家

喜來登酒店的開業——汕頭龍光喜來登酒店。2014年，

喜達屋在奢華酒店領域著力發展，將陸續開業成都瑞

吉酒店、北京W酒店、大連城堡豪華精選酒店等。

我相信，擁有諸多特色品牌的喜達屋將繼續努力，再

創佳績！

能夠連續四年榮獲「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的TTG中國旅遊大獎，我們感到非常自豪！TTG中國旅遊

大獎不單是業界優秀表現的指標，亦標誌着行業更臻完

美的發展步伐。該獎項是對錦江國際酒店的認可，也表明

我們所做的工作已取得成效。

錦江是國內最大型的酒店管理公司，具有鮮明的中國文

化特色，我們將持續致力于完善酒店的產品及服務，不斷

超越賓客的期望，創建一個強有力的市場營銷平臺以保持

在中國酒店業的領先地位，成為真正能夠代表華夏民族的

酒店品牌。作為由亞洲地區旅遊市場領先刊物TTG的讀者

群評選出來的優勝者，我要真誠地感謝每一位支持我們

的投票者，是你們珍貴的投票使我們的得獎成為可能！

得獎的光榮和成就屬于錦江國際酒店整個團隊，衷心

感謝團隊內每一位同事為集團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過往的

奮鬥，帶來今日的成功；當下的努力，鑄就明日的輝煌！再

次感謝您支持錦江！

對于文華東方酒店集團榮獲TTG讀者推選為大中

華市場最佳豪華品牌酒店，我們深感榮幸。這證明

了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集團精益求精的態度，以及對

優良服務傳統的傳承，並且得到了業內外人士的認

同與支持。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雲集譽滿全球的豪華酒店，集

團旗下每間酒店均融合了獨特的地方傳統與現代設

計，並延續文華東方一貫頂級優質的酒店服務。隨着

上海浦東文華東方酒店和廣州文華東方酒店相繼開

業，而位于北京及成都的酒店發展項目也會于不久

將來落成，我們熱切期待着將集團享譽盛名的卓越

服務及優質體驗帶到大中華地區。

我想借此機會感謝TTG旅業報對文華東方酒店

集團的關注和支持。我們將致力保持及提升服務品

質，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為本地及國外內旅客帶來

前所未有的獨特體驗。

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連鎖酒店 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品牌酒店

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團 錦江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

符安娉女士

亞太區營業副總裁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

錢進先生

大中華區總裁

喜達屋酒店

與度假村國際集團

陳思霖女士

市場營銷

高級副總裁

錦江國際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尊享世界一流的 
出行体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订票详情， 
可登陆qatarairways.com/cn， 

致电400 994 991或与旅游代理联系。

世界五星级航空公司

搭乘世界最佳商务舱开启您的旅程， 
感受卡塔尔航空对全球旅客的五星级服务承诺， 

舒适的空中体验和屡获殊荣的优质服务 
将令您 难以忘怀。

作为“寰宇一家”（oneworld）的成员， 
您可以搭乘卡塔尔航空通往全球900多个目的地，
享用超过600个贵宾休息室的服务。卡塔尔航空 
常旅客俱乐部会员可以积累里程，兑换寰宇一家 

其他成员航空公司的奖励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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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酒店集團非常榮幸在第七屆TTG 

China年度旅遊大獎中斬獲5項大獎。一直

保持卓越品牌標準的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品牌，更是連續四年被評為大中華區最佳

中檔酒店品牌，進一步鞏固了其在中檔酒

柯明思先生(Mr. Kenneth Macpherson)
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洲際酒店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品牌酒店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店市場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

我們非常感謝《TTG China旅業報》舉

辦此次倍受業內尊崇的評選活動，並樂于

接受來自業界的專業評判；其次感謝廣大

讀者，在這個選擇多樣化的時代，贏得你

們的青睞是對我們的莫大鼓舞；最后，更

要感謝洲際酒店集團的忠誠客人及長期

合作的酒店業主，你們的選擇和支持永遠

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回顧進入中國市場的30年，洲際酒店集

團始終把全方位改善顧客體驗、提升行業

優質服務標準，以及為業主和股東提供最

佳投資回報作為我們的長期承諾，並在30

年的發展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前，洲際酒店集團在中國的5個酒店品

牌已擁有200多家開業酒店，另有近180家

酒店在建，旗下專為中國客人打造的全新

品牌華邑酒店及度假村的首家酒店也即

將于今年開業，為客人帶來全新的入住體

驗。

此次獲得的多項殊榮是對洲際酒店集

團過去30年成績的深度認可，更是對我們

未來發展的鞭策和激勵。洲際酒店集團

將不懈努力深耕中國市場，提供高標準的

硬體和服務，為客人、酒店業主和股東及

整個行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從而不斷推動

中國酒店業邁向新的高峰。

翁詩順先生

大中華區市場銷售副總裁

雅高酒店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經濟型品牌酒店

宜必思

我們十分高興榮獲此獎項。這對所有宜

必思酒店的加盟商、酒店管理層和員工團

隊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宜必思酒店

一直致力于為客人提供舒適、安全和高性

價比的住宿體驗。

宜必思品牌是歐洲經濟型酒店市場的

領導者，同時也是全球最主要的經濟型酒

店品牌之一。

我們榮獲此獎項，意味着宜必思酒店為

客提供的高水平舒適和高品質服務，以及

我們在大中華區的酒店網路發展再一次

得到認可。宜必思目前在大中華區運營66

家酒店，其網路遍及39座城市並正在積極

拓展。在未來幾年中，宜必思酒店將覆蓋

全國80座城市。

借此機會我謹向宜必思酒店的忠誠客

戶、酒店業主、業界伙伴、宜必思團隊以

及TTG中國表示由衷的感謝。

李哲森先生(Mr. Paul Richardson)
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

雅高酒店集團

HOTEL CHAIN AWARDS 連鎖酒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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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能在北京的眾多傑出

酒店中脫穎而出，獲得《TTG旅業報》頒發的「北京最

佳奢華酒店」大獎。在此，我謹代表酒店感謝主辦方給

予我們這份殊榮以及對我們的崇高肯定。

自2010年開業，這家擁有222間客房及套房的酒店無

疑成為中國最頂尖的五星級奢華酒店之一。我們的使

命是：讓美好片刻永留客人回憶。因此，一直以來酒店

力求提供客人所需求的優質服務，讓每一位住店客人

都能享受完美舒適的入住體驗。同時，從客人的回饋中

我們得知，有很多員工主動為他們提供的個性化服務，

超出了他們的期望並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在北京華彬

費爾蒙酒店，這樣的故事數不勝數。

最后，我們也要對每一位投票的客人表示最誠摯的

感謝，今后我們將再接再厲，以我們頂級的服務理念、

一流的室內設施，為廣大賓客打造一個更加優質的工

作、旅遊和商務旅行的環境。

我們很榮幸能獲得 2014 年 TTG 中國旅遊大獎 「上

海最佳奢華酒店」獎項，對于你們的支持，我們深表感

謝。上海浦東文華東方酒店翱居黃浦江東岸，優越的地

理位置步行即可到達陸家嘴金融區。酒店地處江畔多

功能開發項目「 陸家嘴濱江金融城」之中。該項目占地

250,000 平方米，集辦公樓群、高端零售商區、多元化

餐飲娛樂場所以及大型園林景觀為一體的綜合發展區

域。上海大都會遊艇俱樂部距酒店僅咫尺之遙 ; 酒店與

遊艇俱樂部合作為預訂酒店頂級套房的賓客提供45分

鐘的黃浦江豪華遊艇遊覽。

酒店配設318間寬敞的客房及44間套房，面積達788 

平方米的總統套房擁有歎為觀止的空中花園景觀平

臺，賓客可盡情博觀黃浦灣畔勝景。210套文華東方行

政公寓由一居室套間與三居室公寓組成，是上海唯一

的江畔全方位服務高檔居所，譜寫了極致豪華和舒適

的樂章。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榮獲第七屆TTG China旅遊

大獎「廣州最佳奢華酒店」。這是繼2012年以來，酒店

第三次榮膺TTG中國旅遊大獎。能夠連續三年獲此殊

榮，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同時也非常感謝投票支持廣州

聖豐索菲特大酒店的讀者。

作為全球唯一法國奢華酒店品牌—索菲特在南中國

區的旗艦店，廣州索菲特以獨特的法國藝術氣息和風

情屹立于嶺南大地，其服務與設施充分配合時下賓客

的多變口味，更可滿足他們對美感、質素及卓越的嚴謹

要求，在為賓客呈獻非一般精緻住宿體驗的同時，讓他

們感受真正的法式生活藝術“art de vivre”。

我們全體索菲特大使一直致力于通過法式優雅連接

整個世界，以豐富的感情，精緻的服務和追求卓越的精

神為我們的客人和商業伙伴提供貼心的定制化服務。這

個獎項的獲得既是對我們長期努力的肯定，也是激勵

我們不斷超越不斷創新的動力。

北京最佳豪華酒店 上海最佳豪華酒店 廣州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上海浦東文華東方酒店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

甘思德先生

(Mr. Michael Ganster)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總經理

潘珀恩先生

上海浦東文華東方酒店

總經理

福金柏先生

(Mr. Fredrik Genberg)
總經理

索菲特中國區域-南區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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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第七屆TTG

中國旅遊大獎「深圳最佳豪華酒店」這

個榮譽。

在此，我們要對TTG旅業報的所有讀

者，以及旅遊行業內的專家們表示最誠

摯的感謝，感謝你們寶貴的投票，以及

對深圳君悅酒店致力于樹立在深圳豪

華酒店標杆的認可。

我想把這份榮譽獻給深圳君悅酒店的

全體員工，他們是酒店最寶貴的財富。這

份榮譽是對他們的熱情以及努力為賓客

提供最正宗的款客服務的最高肯定。

我謹代表香港半島酒店的團隊，感謝T TG 

China向我們頒發香港最佳豪華酒店的獎項，更

要感謝讀者的鼎力支持，向半島投下支持的一

票，這令我們感到既榮幸又鼓舞。

香港半島酒店在1928年開業時已是香港酒店

業界先驅，歷年來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為秉承

85載優秀傳統，酒店共300間客房已全面翻新，

並于2013年5月以新貌亮相，寫下豪華住宿及待

客之道新定義。此外，酒店內設有9間餐廳和酒

吧，提供精緻多元的餐飲選擇，當中大堂茶座的

半島經典下午茶、吉地士的正宗法國佳餚美酒等

均極受歡迎。酒店的勞斯萊斯轎車隊及直升機

服務更令賓客享受到頂級賓至如歸的體驗。

我衷心感謝每一位賓客的支持，亦很榮幸得

到很多長期賓客的喜愛。我們經常收到賓客的

寶貴意見，表示他們享受于半島酒店的住宿體

驗。我和員工們每次讀到這些意見時都深受感

動，感覺到團隊與賓客之間的連繫，這就是我們

力臻完美的原動力。

我相信半島酒店不單是一家五星級的酒店，

它更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與香港一同成長。85

年來員工與酒店並肩成長，橫跨五代的員工與半

島可謂密不可分。我希望借此機會感謝他們多年

來與酒店一起奮鬥，他們的努力和熱誠，成就了

今天聞名遐邇的半島酒店。我以他們為傲，亦期

待與他們一起共創更好的佳績。

深圳最佳豪華酒店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

深圳君悅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

周世章先生

區域總監、深圳君悅酒店總經理

陳娜嘉女士

香港半島酒店總經理

半島酒店集團區域副總裁

澳門君悅酒店非常榮幸能夠連續四年奪

得TTG中國旅遊大獎的「澳門最佳豪華酒店」榮

譽。在此，我衷心感謝主辦方、所有參與投票的

讀者、媒體朋友以及業界伙伴，是你們的肯定賦

予我們前進的動力。同時，我也感謝澳門君悅酒

店業主以及所有員工日復一日的辛勤努力，因為

大家攜手努力，我們才能走得更高、更遠。

2014年對澳門君悅酒店而言非常重要，我們即

將開業滿五周年，這是一個回顧總結的日子，更

是一個展望未來的機會。位于新濠天地的澳門君

悅酒店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硬體條件、資源和

服務，亦充分發揮創新精神，從未停止過發展的

腳步。繼去年推出互動式桌面平板日曆以后，這

款輕薄的便攜平板已成為澳門君悅酒店與賓客

溝通的全新管道，我們更為之開發了實用的應用

程式以適應如今數位時代的便捷生活需求。2014

年上半年，澳門君悅酒店再次推出一款充分利用

信息科技的互動式會議管理應用程式，為會務組

織策劃者以及所有與會人員提供全面、專業的協

助。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更好地為顧客提供

盡善盡美的個性化服務，務求每一位來到澳門君

悅酒店的賓客都能盡興、滿意。

于開業當年獲評「澳門最佳新開業酒店」之

后，又連續四年成功衛冕「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獎項，我們將繼續努力、開拓創新，追求更長遠的

目標，用更高的標準和品質服務賓客。

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澳門君悅酒店

郭世杰先生

澳門君悅酒店總經理

BEST LUXURY HOTEL 最佳豪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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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TTG中國旅遊大獎是業界享有盛譽的

TTG旅遊大獎在中國的延伸，能被如此

權威的獎項所肯定，表示北京麗亭酒店

的全體員工得到了認可，意義非凡。

在此，我要代表北京麗亭酒店，感

謝TTG旅業報對我們的關注與支持，同

時也要感謝廣大忠實的讀者給予我們

的信任以及各界朋友九年來對我們的厚

愛。未來，我們將會一直致力于為旅遊及

商務客人提供最優質的產品與服務。

北京麗亭酒店

李岩先生

北京王府井麗亭酒店總經理

很榮幸廣州十甫假日酒店榮獲2014年

「廣州最佳中檔酒店」的殊榮，這是酒店

連續第六年獲得此獎，真誠地感謝主辦

方TTG對我們酒店的認可，並感謝其平日

提供的包羅萬象的行業信息，讓酒店能更

瞭解市場趨勢，並認識了更多的同行家。

同時亦非常感謝曾入住過我們酒店的客

人，客人對我們的支持和認同為我們提供

了極大的鼓舞，衷心表示感謝。

能連續多年獲得大家肯定，亦少不了有

賴酒店全體員工兢兢業業的敬業精神。

集結各方的支持和鼓勵，才令廣州十甫

假日酒店始終出色地屹立于廣州酒店之

林。

作為洲際酒店集團旗下的假日酒店品

牌一份子，在往后的日子裡，我們依然

會堅持貫徹洲際酒店集團精益求精的要

求。同時也會向客人兌現假日酒店品牌的

承諾，保持假日酒店品牌“Stay Real”的

理念，讓客人在入住我們酒店期間能有家

的感覺，能感受到自由自在和無拘無束的

氛圍。我們亦會始終如一保持假日酒店

品牌的標準，不定期地提升我們的服務、

管理和設備，務求讓客人感受到假日酒店

品牌對客人「安全、舒適、滿意」的品牌

承諾。

廣州最佳中檔酒店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謝肇浩(Mr. Arran Tse)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總經理

非常榮幸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能

夠第六次獲得由《TTG》雜誌頒發的中國

旅遊大獎「最佳中檔酒店」獎。在此，我也

非常感謝TTG China給予我這個機會來親

自感謝一直支持我們酒店並為我們酒店投

出您寶貴一票的讀者。

福朋酒店（喜來登集團管理）（Fo u r 

Points® by Sheraton）始建于1995年，是

喜來登酒店及度假村（Sheraton Hotels®）

的姊妹品牌，也是喜達屋集團旗下的第二

大品牌。我們致力營造屬于自己的獨特風

格，從而為旅客提供多樣化的選擇。為客

人打造更簡單、更舒適，真正妙趣橫生的

入住體驗。

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秉承福朋品牌

一脈相承的服務理念，以優惠的價格來打

造絕佳的酒店。除了為您準備了時尚客房、

舒適睡床、可口早餐以及美味咖啡等各項

貼心服務以外，我們還為您在客房內準備

了免費瓶裝飲用水和來自極品佳釀（Best 

Brews™）計劃的當地美味啤酒等。力求讓

每一位入住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的客

人真正地感受到品牌的魅力。

酒店位于上海浦東新區的中心位置，擁

有絕佳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共有客

房326間及5個餐飲場所。作為上海世博會

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上海浦東福朋喜來登
由由酒店

麥格迪．安尼斯(Mr. Magdy Anis)
董事總經理

上海浦東喜來登由由酒店及公寓

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

最后，再一次感謝TTG，感謝支持廣州

十甫假日酒店的來賓，我們會在不斷完善

中努力前進。

和上海世遊賽指定酒店之一，上海福朋喜

來登由由酒店接待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

客人。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將繼續以

真誠的態度為客人提供舒適、簡潔的住宿

環境和優質的服務。最后，再次感謝讀者

對我們的支持與厚愛。

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的產品和服務能

夠在眾多優秀同業者中脫穎而出，受到大

家的支持和認可，繼2009、2010、2013年

后再次榮獲2014年度TTG CHINA旅遊大

獎「深圳最佳中檔酒店」殊榮，我本人及

酒店全體員工都感到十分興奮和鼓舞。

合理的價格、安全舒適的入住體驗是

福朋酒店向所有客人的承諾。酒店以高

品質的服務標準和硬體設備，以及簡單

深圳最佳中檔酒店

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

周鳳雲女士

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總經理

快樂的服務理念、誠信的態度，為客人營

造一個清新舒適的入住體驗，從而也體

現了我們福朋品牌的核心價值－誠信、

簡約、舒適。

在這裡，我想對所有投我們寶貴一票的

人致以誠摯的感謝。我很高興有這樣的一

個機會瞭解到有這麼多的人堅信我們的價

值所在。你們的每一次投票，都是促使我

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我很感謝這些年來一直給予我們大力

支持的所有賓客。有你們的支援和對我

們品牌的忠誠，我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

功。能在酒店看到你們熟悉的面孔和發自

內心的評價，都使我覺得很滿足很快樂。

同時，酒店能獲得如此成績離不開深圳

福朋喜來登全體員工的忘我奉獻，為我

們的每一位尊貴客人傾心呈現舒適的住

店體驗。

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將一如既往的為

您提供您所期望的簡約舒適。我們還將

不斷革新我們的酒店產品及服務，盡我

們最大的努力去爭取來年再獲得你們的

認可。

我希望在將來的日子裡也能繼續得到

你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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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8度海逸酒店

程敏女士

8度海逸酒店總經理

我們非常感謝中國旅業報、中國企業旅

遊報、TTG Asia、TTGmice、TTG India

及TTG Asia Luxury 讀者在過去五年對我

們不斷的支持。自2009年開業至今，8度海

逸酒店為客人提供完善及殷勤細緻的酒

店服務。此項殊榮認同了我們團隊所作出

的努力，以卓越的服務質素，配合來自世

界各地不同賓客所需。能夠再次獲得肯定

及成就，我們感到十分高興，並且期盼未

來能獲得更多認同及獎項。

8度海逸酒店鄰近啟德郵輪碼頭及旺

角，除擁有702間格調高雅的豪華客房及

套房之外，還有面積超過6,300平方呎會

議及宴會場地，設施包括餐廳、酒吧、室

外花園茶座、商務中心、貴賓酒廊、健身

室、室外游泳池、旋流浴池及桑拿。酒店

的免費穿梭巴士，來往旅遊、購物熱點及

商業區，十分方便，是商務或休閒旅客的

最佳住宿選擇之一。

此外，8度海逸酒店擁有優越的地理位

置，鄰近地道購物區及特色美食街，前往

九龍灣購物區及尖沙咀鬧市亦非常便利。

于2013年落成的啟德郵輪碼頭，必將成為

香港另一個嶄新旅遊景點，帶領您體驗融

合地道生活特色及現代時尚的香港。

感謝各位對8度海逸酒店的支持和厚

愛，我們將會繼續細意款待來自世界各地

的旅客，為客人提供舒適及貼心的服務，

展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之都的魅力！

澳門假日酒店非常榮幸連續 7年蟬

聯T T G中國旅遊大獎之「澳門最佳中

檔酒店」獎項。在此本人謹代表澳門

假日酒店全體成員向旅遊業第一媒

體TTG China、TTG-BTmice China、TTG 

Asia、TTGmice、TTG India和TTG Asia 

Luxury頒授此獎項表示衷心的感謝，同

時，也對廣大讀者的支持表示無限的感激

和由衷的謝意。

能夠連續7年獲得此項在業界備受尊崇

的TTG中國旅遊大獎獎項，我們感到無

比的自豪及榮幸。這除了標誌着廣大讀者

和客戶對我們工作和服務的充份支持與

肯定外，更是對我們酒店所有成員付出的

真誠服務及優異團隊協作精神的莫大鼓

舞。

一直以來，澳門假日酒店秉承着洲際

酒店集團一貫的服務宗旨，以創造「客人

摯愛的杰出酒店」為最終目標，以「追求

卓越」和「體驗關愛」等「致勝之道」作

為我們的從業指標，為滿足客人對優質服

務的要求，務求令每一位客人都能享受美

好舒適的住宿體驗，使得他們真正鍾愛

我們的酒店，並將他們的體驗與親朋好

友分享。

最后，再次感謝TTG中國旅遊相關單

位以及廣大讀者和客戶多年來的支持與

鼓舞。我們將再接再勵，繼續以我們優異

的團隊協作精神，提供卓越貼心的優質

服務，力爭繼續成為「出色的酒店，客人

的最愛」。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

許立偉先生

澳門假日酒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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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主辦方《TTG旅業報》給予北京萬達索

菲特大飯店高度的肯定，作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旅

遊業媒體，能夠授予我們這一殊榮，我們感到無比榮

幸。這既標誌着廣大讀者對于我們的認可，也是對酒

店所有員工誠摯付出的一份莫大的鼓勵。

長期以來，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都以法式的優

雅讓客人享有最為尊貴的住宿體驗，並秉持着「Cousu 「Cousu 「

Main Service From the Heart索菲特用心關懷服務」的

宗旨，不斷為客人帶去家一般的溫暖。憑藉酒店的每

位員工對于卓越品質的一貫追求，索菲特已得到很多

賓客的一致青睞。

這份鼓勵與獎賞，是我們堅持不懈，努力做到至臻

至善的原動力。今后，我們會繼續鞭策自己，帶着大眾

給予的信任與厚愛，向着更高的目標前進。最后，我們

要對每一位辛苦勤勞的工作人員與所有支持北京萬

達索菲特大飯店人們，說聲：謝謝！

雖然現如今在上海可

供來高端商務或休閒旅客

選擇的五星級酒店不勝

枚舉，但是由于酒店本身

以「摩登老上海」為主題的獨特設計和裝潢，再結合了我

們紳士淑女們對賓客真誠細緻的服務，上海浦東麗思卡

爾頓酒店已經成為中國高端旅客鍾愛的頂級奢華酒店。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擁有 285 間豪華舒適的客

房和套間。新穎時尚的設計風格恰到好處地闡釋了30年

代老上海裝飾藝術風格與現代時尚設計的完美結合。賓

客在酒店的每一個樓層， 均可飽覽滬上以及外灘美景。

酒店客房及套房面積從 50 平米到 410 平米，包括富麗堂

皇的麗思卡爾頓套房和主席套間。酒店行政樓層共有三

層，入住行政樓層的賓客，均可在任何時刻享用位于49 

層的行政酒廊尊貴的酒店服務和設施。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專業團隊，以精湛的廚藝

和優質的服務，為賓客帶來全新的一流用餐體驗。酒店

3層擁有超過2,500平米的宴會及會議場地，其中包括上

海奢華品牌酒店中為數不多的超大會議空間—1,135平米

的大宴會廳；所有會議場地均有落地玻璃和自然採光。

此次由《T T G旅業

報》頒發的「廣州最佳

商務酒店」大獎，是對

廣州花園酒店的認可，

也是對我們一如既往的對客服務和承諾的再次肯定！

借此機會，衷心感謝為酒店投票的廣大讀者朋友！花園

酒店將不負眾望、勇攀高峰，用實際行動來酬謝廣大顧

客和讀者朋友的厚愛和支持。

廣州花園酒店是中國首批三家之一、華南地區唯一

的「白金五星級」酒店以及嶺南集團高端豪華酒店品牌

「LN 「LN 「 嶺南花園酒店」的旗艦店，也是第16屆廣州亞運

會總部飯店。

花園酒店裝飾富麗堂皇，擁有828間客、套房以及

800多間公寓和寫字樓，設備豪華，環境典雅舒適。12 

間各具特色的中西餐廳及酒吧，薈萃中、法、意、日等多

國美食。現代華麗的國際會議中心和10間多功能宴會

廳，配套設施一應俱全。

此外，酒店還設有完備的康體設施、停車場、商務中

心、購物商場、銀行、郵局、票務中心等其它多項便利

設施，是中外商旅下榻之首選。

北京最佳商務酒店 上海最佳商務酒店 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 廣州花園酒店

李瑋女士

市場銷售總監

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

袁海華先生

市場銷售總監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

鄧家輝先生

廣州花園酒店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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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開業五年來，我們一直以來秉承萬

豪創始人J.W.萬豪先生的理念：「如果我們

照顧好我們的員工，他們將照顧好我們的

客人，我們的客人將再次回來。」我們這個

獎項正是對全酒店400多名員工不懈努力

的肯定，也是對JW萬豪獨有的「JW萬豪獨有的「JW JW萬豪獨有的「JW萬豪獨有的「 服務交

響樂」的認可。酒店內的每個部門就像是

交響樂中的一個樂器，只有默契的配合、

統一的語言、精心的設計，才能合奏出一曲

優雅的樂章，這是這個服務理念的指引，讓

我們更好的為客人提供卓越奢華的JW萬JW萬JW

豪服務品質，滿足來自世界各地商旅客人

所需，並超越客人的期望。

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坐落于深南大道JW萬豪酒店坐落于深南大道JW

福田商業中心地段，毗鄰深圳高爾夫俱樂

部，共有402部，共有402部，共有 間寬敞亮麗的各式豪華客房，

半數以上房間擁有城中獨一無二的綠草如

茵高爾夫景觀。總面積達1,226平米的會議

設施適和四樓空中庭苑適合各種類型的商

深圳最佳商務酒店

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JW萬豪酒店JW

楊振明先生（Mr. Colin Young）
金茂深圳 JW 萬豪酒店總經理

務社交婚禮等宴會；住店客人還可免費享

用24小時開放的健體中心設施，包括健身

房、戶外游泳池、桑拿浴室及萬豪集團獨

有的「泉」水療中心(Quan Spa)。酒店臨近

廣深高速路口、福田口岸及各主要旅遊景

點，距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僅25分鐘車程，

為商務客人理想的下榻之所。

再次感謝為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投票JW萬豪酒店投票JW

的讀者朋友，我們衷心期待您的到來，一

同感受深圳這個年輕且富有活力朝氣的城

市與JW萬豪無以比擬的服務品質。JW萬豪無以比擬的服務品質。JW

開業五年的 The Mira Hong Kong 已第三

年榮獲TTG中國旅遊大獎所頒獲香港最佳

商務酒店的殊榮，無疑再次肯定酒店以科

技為先驅的發展理念，並奠定了其商務旅

遊及 MICE 業務的超卓成就及領導地位。

酒店早于2013年中旬成為亞太區首間引

進 handy 智能手機的酒店，免費提供無限

數據及國際通話等通訊服務。為了進一步

拓展其 MICE 設施及優越服務，酒店更于

本年初推出各式嶄新茶歇主題。隨着酒店

昂然踏入五週年， 酒店將以一系列精彩週

年活動、尊尚優惠及驚喜禮遇誠邀客人參

澳門美高梅再次獲頒TTG中國旅遊

大獎之「澳門最佳商務酒店」殊榮，至今

已連續第五年奪得此獎項。這個獎項是

對澳門美高梅高水平服務品質的肯定，

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亦印證了美高梅

團隊努力不懈及力臻完美的精神。

作為全球知名的五星級豪華酒店，澳

門美高梅以其優雅的藝術氣息、獨具匠

心的建築風格，以及精雕細琢的裝潢體

現出「見微・藏品味」的精萃。我們致力

為所有賓客提供卓越而貼心的服務，不

斷提升軟硬件的服務水平，凡事以賓客

香港最佳商務酒店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The Mira Hong Kong 澳門美高梅酒店

關惠如

The Mira Hong Kong銷售及市務部總監

　　　　　　　　　　　　　　　　　

與時尚型格的五週年慶典。當中的非凡商　　　　　　　　　　　與時尚型格的五週年慶典。當中的非凡商　　　　　　　　　　　

務會議禮遇，更包括客房免費升級、免費

雞尾酒會及免費獲贈 iPad Mini 乙部等，令

客人的商務會議及獎勵計劃更瑧完美。

作為集團旗艦酒店，The Mira Hong 

Kong一直致力提升賓客的住宿體驗。

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感受美高梅團隊專業

周到的服務精神。我們更重視的是為賓客

締造獨特的「美高梅體驗」，2013年12月起

酒店增設「美高梅展藝空間」，借此推動世

界級藝術創作和文化交流。美高梅地標－

天幕廣場更是舉行大型盛會及節慶活動的

理想地點，讓賓客流連忘返，每次造訪都

能帶走一份獨有的回憶。

王如茵女士

副總裁

營業及會展服務部

澳門美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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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佳新開業酒店 我們十分榮幸在第七屆TTG中國旅遊

頒獎盛典中，被授予TTG中國旅遊大獎

中的「北京最佳新開業酒店獎」。T T G

中國旅遊大獎如今已成為大中華區受旅

遊業重視的榮譽獎項。能夠獲得《T TG 

China》雜誌讀者和業界人士的青睞，這也

更加鼓勵我們成為北京城中心的現代東

方待客之道的標杆。

酒店僅僅開業了幾個月，衷心的感謝我

們的員工、旅遊界的同僚以及尊敬的賓客

們給予我們莫大的支援與鼓勵。我們也將

以此作為起點，繼續發揚「現代東方待客

北京新世界酒店

吳淑芬女士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市場傳媒總監

之道」的服務理念，更好的服務于中外賓

客。

北京新世界酒店建有309間客房，毗鄰

天安門廣場、故宮及王府井商業街等文

化旅遊勝地，是距離天壇最近的一家豪

華酒店。酒店餐飲設施包括全日餐廳天壇

街、中餐廳祈年八號、大堂酒廊堂以及已

于2014年5年5年 月5月5 15日揭幕的印屋頂天臺酒吧。

其它設施包括健身中心、水療中心及室內

游泳池，另設有一間宴會廳及六間多功能

廳。行政樓層聚賢薈擁有北京豪華酒店中

配備最大面積的行政樓層戶外露臺。

魏得可先生

(Mr. Andrew Whitaker)
北京新世界酒店總經理

上海最佳新開業酒店

首先，謹代表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

店，向各位讀者致以最真摯的謝意。此次

由《旅業報》2014旅遊大賞頒發的「最佳

新開業酒店 」的獎項，是對上海靜安香格

里拉大酒店的認可，也是對酒店一如既往

的對客承諾的再次肯定。

酒店地處靜安核心商圈，獨特的休閒娛

樂體驗為這座摩登都市注入了全新的活

力，自2013年6月29日開業以來，秉承香格

里拉酒店集團對客人的承諾和宗旨，廣獲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好評。在這裡賓客可以體驗到香格里拉固

有的真誠質樸、熱情好客的服務，領略香

格里拉酒店一貫的經典設計風格，同時還

能感受到如同靜安區般的現代與奢華。

酒店擁有508間客房，分佈在60層樓的

最頂部的29層，可透過落地窗欣賞到上海

的璀璨美景。別出心裁的多個餐飲之選同

樣會讓賓客喜出望外。更值得一提的是，

酒店的宴會及會議場地的整體面積多達

4,465平方米，包括一間面積1,743平方米

規模屬「浦西之最」的靜安大宴會廳，輔

以1,039平方米的前廳及露臺花園、一間

514平方米的宴會廳及六間總面積達659平

方米的多功能廳。酒店還提供一間獨一無

二的梧桐廳以滿足客人對會議宴會場所

的私密性的要求。

最后，我們誠摯邀請更多賓客親臨上

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謝謝大家！

馬耀華先生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市場營銷

總監

廣州最佳新開業酒店

「TTG「TTG「 中國旅遊大獎」今年已邁入第

七個年頭，並一直被公認為旅遊行業內

的權威大獎。能夠蟬聯此項殊榮，我們

倍感榮幸。同時，也非常感謝廣大TTG的

讀者們給予我們信任以及認可。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于2013年10月試

業以來，受到廣大商務及旅遊客人的青

睞。這其中需要歸功的原因眾多：從硬

體方面來看，酒店獨特的造型寓意展翅

騰飛，極具現代美感以及吸引力。500間

客房裝潢時尚奢華，而多個空中露天場

地讓商務休閒觸手可及。酒店還坐擁總

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的宴會及會議場

地，其中包括市區內最大的無柱式宴會

廳（占地2,800平方米），無可比擬。

便捷的交通條件讓賓客從酒店可輕鬆

抵達各大景點，而且步行至中國進出口

商品交易展館僅需2分鐘。此外，琶洲彙

聚各大高速公路，包括星光快速、華南快

速和南沙港快速，並可快速抵達廣州火

車南站，為珠三角地帶進入廣州最佳集

結地，使得朗豪成為來穗賓客的下榻首

選。

從無到有，籌備一家酒店的開業是一

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在這裡，我由衷地

感謝我的同事們對酒店的貢獻，正是因

為他們的辛勤付出和發自內心的細緻服

務，讓酒店在開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收

穫多方好評。此次獲獎是對酒店設施及

服務的權威表彰以及鼓勵，我們將繼續

堅持保持高品質的出品及服務。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

鄭越東先生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總經理

深圳最佳新開業酒店

深圳四季酒店

首先，我謹代表深圳四季酒店的全體

員工，向大家致以最真摯的謝意。此次

榮膺TTG China中國旅業大獎2014年深

圳最佳新開業酒店的殊榮，是對深圳四

季酒店的認可，也是對我們一如既往的

對客承諾的再次肯定。

深圳四季酒店由聞名遐邇的四季酒店

集團進行管理，秉承創始人伊薩多夏普

先生「待人如己」的金科玉律以及高度定

制化服務和創新精神為客人帶來個性化

的服務體驗。

于2013年中開業的四季酒店坐落于深

圳最繁華的中央商務區，會展中心近在

咫尺，四周精品名店林立，臨近市民中心，

這裡是集市政府機關和深圳博物館的文化

陣地。酒店擁有266間豪華客房，其中包括

32間瑰麗非凡的套房，時尚設計裝潢洋溢

着華夏色彩；4間高級食府及酒廊提供高級

粵菜、國際美食及世界佳釀；會議及活動場

地超過1,800平方米，其中包括可容納360

位賓客的大宴會廳、5間自然採光充沛的會

議室，精心打造深圳的商務社交新亮點。

秉承對客人的承諾和宗旨，深圳四季酒

店自開業半年多來已榮膺多項榮譽，這得益

于團隊每一位員工的辛勤付出，是對我們

過去的肯定。展望未來，我們將加倍努力，

不斷進取，以回報大家對我們的厚愛。

範世宏先生(Mr. Francois-Regis Simon)
深圳四季酒店經理



我們很榮幸獲得TTG中國旅遊大獎2014

「澳門最佳新開業酒店」的榮譽。澳門喜

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作為全球最大的喜來

登酒店及澳門最大的酒店，一直致力為賓

客打造獨一無二的家庭遊樂消閒體驗，為

澳門旅遊業揭開新一頁。酒店開業僅一年

多，這獎項對我們團隊上下一心、全力以赴

服務賓客的表現予以肯定和鼓勵。

同時借此忠心感謝旅行社及企業界對

我們的支持與認可。我們會繼努力，秉

承喜來登「溫暖親切，聯繫感應，共通共

用」的理念，為世界各地賓客提供更高素

質及親切的服務，盡力為旅客提供最佳的

體驗。

澳門喜來登酒店擁有3,896間風格時尚

的客房及套房，並擁有配備341間會員專屬

客房和套房、冠絕全球的喜來登行政俱樂

部。酒店一直致力為賓客提供卓越貼心、

個性化的服務及多元化的設施，加上位處

于金光大道度假區的金沙城中心優越位

置，世界級購物、餐飲及娛樂設施相距咫

尺，定能帶給不同年齡的賓客獨有及不同

凡響的度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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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佳新開業酒店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陳寶兒女士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營運總監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于去年8月初在

香港開業，現獲選為「香港最佳新開業

酒店」，能夠得到如此佳績，實在叫人鼓

舞。在此，我謹代表酒店貝爾特人衷心感謝

《TTG China旅業報》廣大讀者與旅遊業

界的鼎力支持，給我們投下信任和肯定的

一票。

然，我還要感謝一群活力充沛、具備自信

和品味，以及高效靈活的貝爾特團隊。無

論是酒店開業籌備工作，以至之后的營運，

他們皆堅守崗位，全力以赴。酒店能夠獲得

此項榮譽，每一位貝爾特員工實在功不可

沒。

作為時尚休閒酒店，我們希望能讓每位

旅客獲享富玩味與功能、舒適與創意，以

及簡約元素之嶄新住宿體驗。「香港最佳

新開業酒店」這個美名勢將成為我們今后

繼續努力、向前邁進的原動力，我們定當提

升硬件和服務素質，使酒店獲得持續性的

發展。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座落于九龍東啟德

地段，本土歷史旅遊文化元素與亞洲美食

處處可見，加上酒店現代設計風格和獨特

的個性，深得各地旅客喜愛。我誠意邀請

您們蒞臨這個富有本土特色的大本營，盡

情探索周邊社區生活色彩。再一次感謝您

們的支持！

蘇毅雄先生 (Mr. Andy So)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總經理

澳門最佳新開業酒店

澳門喜來登

金沙城中心酒店

博露芙女士(Ms. Ruth Boston)
銷售及市場推廣總經理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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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是雅詩閣連續七度蟬聯此項殊榮！

作為全球最大的服務公寓業主及運營

商，雅詩閣今年迎來30周年華誕，為慶賀這

一盛典，我們在全球範圍推出各類特惠活

動回饋住客。

雅詩閣中國在過去一年發展迅猛，通

過收購與管理合同等合作方式一舉突破

10,000套大關，目前我們在全國的版圖已

擴展到20座城市57家服務公寓，實現規模

騰躍。今年，我們將在中國迎來十家全新

服務公寓開業，歡迎更多朋友前來入住。

為了讓住客體驗更好的服務與環境，雅

詩閣在今年將持續創新實踐，陸續推出新

的中國官方網站、升級預訂系統、優化產品

配套、堅持服務品質。我們將用實際行動，

為更多客人帶來賓至如歸的入住體驗與舒

適溫馨的Ascott Lifestyle。

卓越榮耀三十載，離不開每一位雅詩閣

人的敬業與奉獻，更離不開所有住客、媒

體、合作伙伴一如既往的支持與厚愛。感謝

所有朋友的支持與肯定！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海濱)

金茂三亞麗思卡爾頓酒店

谷杰先生

金茂三亞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經理

能榮獲由TTG China頒發的「中國最佳

度假酒店(海濱)」獎項，作為金茂三亞麗

思卡爾頓酒店的總經理，我深表自豪。在

這裡我謹代表酒店所有的紳士淑女向一

直支持我們的各界朋友表示真心的感謝。

感謝 TTG China創造這樣一個好的契機

讓各界人士見證我們的發展歷程，酒店創

造的成就離不開你們一直以來的信任及

支持。

酒店自開業以來一直秉承「我們以紳士

淑女的態度為紳士淑女們忠誠服務」的座

右銘，以高品質的服務標準、傳統的奢華

服務理念和精緻、優雅的服務信念，延續

着麗思卡爾頓品牌的傳奇。金茂三亞麗思

卡爾頓酒店的每一位紳士淑女總是在不

斷探索中尋找提升客人入住體驗的方式，

預見並滿足每一位客人的需求，從而提升

服務品質。

而我本人也致力于開拓更多更完善的

設施及服務來提升各界人士的入住體驗。

頂級的會議設施及絕佳的地理位置旨在

為前來舉行會議或活動的公司打造一段

至珍致我的放鬆旅程。

三亞位于中國的最南端，豐富的自然

資源使這裡成為高爾夫和遊艇出海等很

多戶外活動的最佳場所。金茂三亞麗思

卡爾頓酒店毗鄰世界頂尖高爾夫球場，

便捷的出行使您可在國際級、世界聞名

的高爾夫球場盡情揮杆。同時，作為三亞

第一家擁有專業遊艇管家的酒店，金茂

三亞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遊艇管家不斷超

越顧客的期望，以提供定制服務而深受

青睞。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在

這裡再次見到來自世界各的界朋友！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非海濱) 首先請容許我代表昆明洲際酒店

向TTG China表示感謝，感謝該雜誌在

2014年度中國旅遊大獎評選活動中為昆

明洲際酒店頒發了「最佳度假酒店（非海

灘）」這一極具含金量的旅業大獎，同時

也要感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讀者朋友。

對于昆明洲際酒店來說，榮膺這一殊榮，

將不僅僅是酒店歷史上的一個亮點，還是

酒店發展歷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昆明洲際酒店坐落于「春城」昆明滇池

國家旅遊度假區核心地帶，毗鄰「高原明

珠」滇池湖畔，酒店以「雋美蝴蝶」為設

計主題，宛若展翅彩蝶為七彩滇池之濱

增添一抹亮色，更是紛繁都市中的度假桃

昆明洲際酒店

源。酒店周邊風景名勝眾多，與西山森林

公園、大觀公園等著名景點隔水相望，和

雲南民族村、國家體育訓練基地、雲南民

族博物館、南亞風情園互為依託。酒店距

離昆明市中心僅20分鐘車程，驅車40分

鐘即可到達昆明長水國際機場。

酒店配備有尊貴奢華的超大客房及功

能齊全的多個會議設施，對各式會務活動

都能完美配合。此外，酒店共有5個獨具

特色的餐飲設施，可提供包括滇、粵菜在

內的環球饕餮美食。度假風格的設計及設

施，絕佳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樣的休閒活

動服務，讓昆明洲際酒店成為雲南地區獨

一無二的「都市桃源」。
聶霍頓先生 (Mr. Neil Houghton)
昆明洲際酒店總經理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運營商

雅詩閣中國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三亞海棠灣

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三亞海棠灣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非

常榮幸獲得TTG China Travel Awards

授予的「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殊榮。

得到業界資深專家和廣大讀者、旅行者

的投票，是對酒店最大的肯定。三亞海

棠灣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是威斯汀品

牌中國大陸第一家海濱度假酒店，從

2013年12月27日正式啟幕至今，受到了

多方關注與厚愛。

酒店距離三亞鳳凰國際機場30分鐘

車程，緊鄰海棠灣國際購物中心，獨特

的人文和自然景觀遍佈酒店周邊。酒店

擁有448擁有448擁有 間舒適客房、套房與別墅，每間

都精心設計並擁有超大觀景陽臺及迷

人園林景觀或海景，還配備了令人徹夜

酣眠的「威斯汀天夢之床」。

酒店傳承威斯汀品牌的招牌理念，

推出「活力食品菜單」，中、西、日餐廳

及大堂吧，全心關懷您旅途中的健康。

酒店10個獨立的會議與多功能空間，包

括面積1,200平方米的大宴會廳，總面積

達 2,700 平方米，完美契合賓客的所有

需求。

賓客可在室外泳池盡享暢遊樂趣，

亦可在健身中心體驗運動活力。天夢水

療給您撫慰心靈、舒緩身心的護理體

驗。酒店還設有兒童專用泳池，讓孩子

們無憂玩耍。在三亞海棠灣民生威斯

汀度假酒店，所有的一切都「為了更精

彩的度假體驗」。

柏哲先生 (Mr. Raetus Balzer)
總經理

三亞海棠灣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陳志商先生

雅詩閣大中國區區域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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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佳精品酒店

成都釣魚臺精品酒店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感謝《TTG China旅業報》的主辦方、

讀者和旅遊業界再次對酒店投以肯定的

一票。長隆酒店已連續第六次獲得T TG 

China旅遊大獎頒發的「中國最佳主題酒

店」獎項，成為首家連續六年獲得此殊榮

的酒店，其中意義對酒店來說更是重大。

這不僅是對長隆酒店全體同仁的莫大鼓

勵，也證明了同行及廣大顧客對酒店的信

賴與肯定。

今年，長隆酒店特別邀請美國頂尖技術

團隊為白虎自助餐廳重磅打造的全國首

創的森林童話動雕劇院—「白虎自助餐廳

童話動雕劇場」，遊客在享用白虎自助餐

廳美食、與白虎共餐的同時，還可以欣賞

精彩逼真的森林童話劇，盡享三位一體的

非凡美食之旅，同時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用餐體驗。

傳承「高舉高打，敢為天下先，以世界

眼光謀求企業自身發展」的發展理念，長

隆集團正式宣佈在廣州長隆版塊啟動集

旅遊、商業和居住為一體的超大型旅遊

城市綜合體項目—「長隆旅遊生態城」，

長隆地產首作「瓏·翠」隨即盛大開售，

2013年成交超15億創造了佳績。

同時，長隆集團憑藉廣州長隆旅遊度假

區的成功經驗，在珠海橫琴全力打造一

個集主題公園、豪華酒店、商務會展、旅

遊購物、體育休閒、生態居住和度假公寓

及別墅區于一體的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

假區。2014年3月，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

假區三大項目：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珠海

長隆橫琴灣酒店、珠海長隆國際馬戲城

正式開業。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三

大項目甫一開業便引爆市場，2014春節期

間，共接待遊客超50萬人次，創造了行業

奇蹟。

吳宣林先生

廣州長隆酒店總經理

歷史的都市風情街區－寬窄巷子，是釣魚

臺美高梅酒店集團旗下全球首家「釣魚臺

精品」品牌酒店，于2014年1月隆重揭幕。

酒店由法國殿堂級大師Bruno Moinard

主持設計，在16,000平米的兩座中式庭院

中，佈置出45間外交級客房。每間客房都

有不同的主題，酒店希望客人到達這個東

方庭院，每一次推開房門都有不同的時空

穿越感。

餐飲方面，御苑-釣魚臺國宴美食是成

都釣魚臺精品酒店獨一無二的呈現。御苑

國宴餐廳由曾服務于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

首腦的釣魚臺國賓館行政副總廚黃國良

先生帶領廚師團隊主理。

成都釣魚臺酒店由釣魚臺國賓館攜手美

國美高梅國際度假集團合資成立的釣魚

臺美高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是中國

最高規格的外事接待處所與世界頂級的

豪華酒店集團共同打造的高端酒店管理

平臺。公司致力于整合雙方品牌優勢，實

現資源最佳配置，創造獨具特色的優質產

品，在全世界開發和管理豪華五星級酒店

和度假勝地。

陳國正先生

成都釣魚臺酒店行政副經理

麗江悅榕莊非常榮幸于2014年4月17日

在中國上海舉辦的「TTG中國旅遊大獎

2014晚宴」上，獲得中國最佳水療度假村

稱號。我們非常榮幸並且感謝TTG讀者的

支援，這一殊榮將成為我們的強大動力，

繼而追求更高的賓客滿意體驗，以保持顧

客賦予我們的信任。

因此，我們將不僅只是坐享榮譽，而是

會敦促自己以確保度假村每個環節都被

精心照料，無論是服務、餐飲、Spa或客

房，更不用說我們漂亮的園林。

麗江悅榕莊不僅標榜自己的品質以及

成為這個區域最好的度假勝地的決心，

而且我們也認真關注環保意識和C S R

（企業社會責任）。

最近我們因為持續維護環境行為的最

高標準以及保護環境的最佳實踐而得到

「EarthCheck「EarthCheck「 地球認證」的黃金證書認

證，這實際上已經是我們連續第三年得

到此項認可了。

我們與當地社區合作，支援貧困兒童

的教育和康樂，也與當地學校和大學合作

以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我們非常認真

地對待這一責任，不斷努力支持此類活動

從而幫助社區。

我們很榮幸收到TTG中國最佳Spa度

假村這個獎項，它給了我們一個繼續追求

卓越、實現備受尊崇的客人們期望的理

由。間接地，顧客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

意識等活動的支援，作為收入的一部分，

也將引導和激勵那些活動。

我們非常榮幸獲得尊敬的TTG讀者們

給予的認可，同時希望借此機會讓我們在

各個領域的服務及標準具備更多責任感。

我們將努力保持獲得的認可和信任，並期

待2015年將繼續保持此項殊榮。我們也

將竭盡全力保持這一崇高榮譽。非常感

謝TTG讀者和這一絕妙的認可。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麗江悅榕莊

Mr. Michael Thomas
Area General Manager, 
Banyan Tree Lijiang

非常感謝TTG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我

們非常高興能獲得2013年最佳新開酒店

獎，同時感謝TTG讀者們對我們酒店的支

持和愛戴。釣魚臺酒店為尊貴客人提供了

無與倫比的舒適體驗和高貴典雅的奢華

享受。

成都釣魚臺精品酒店坐落于擁有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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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度視覺震撼

 702間格調高雅、豪華的客房及套房

 酒吧、餐廳及花園茶座

 超過6,300平方尺會議及宴會場地

 免費使用酒店穿梭巴士往返旅遊及
 購物熱點

 商務及休閒旅客的理想選擇

8度海逸酒店

香港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199號

電話 : (852) 3900 3000
傳真 : (852) 3900 3008
電郵 : rsvn.hp8d@harbour-plaza.com

感謝您的支持
讓我們再次勇奪殊榮

mailto:rsvn.hp8d@harbour-plaz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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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

凱賓斯基飯店

周輝英女士

市場銷售部總監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凱賓斯基飯店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凱賓斯基飯

店，是凱賓斯基飯店集團于1992年步入中

國的第一站。它優雅而大氣地矗立在北

京最繁華的朝陽中央商務使館區，以體

貼入微的個性化服務、完善的配套設施，

為來自全球各地的客人提供了一處最安

心、最舒適的異鄉住所。它傳承了凱賓斯

基品牌無與倫比的歐洲風格精髓，又完

美地融入中國本地傳統文化，散發出獨

特的魅力。它執著地專注于品質與細節，

讓賓客在感受古都北京的城市活力之

余，體會到被時刻呵護的尊榮感。 

北京凱賓斯基飯店重裝一新的大宴會

廳，典雅水晶天花、時尚隔音壁板、高新

影音設備與三面環繞全景日光牆讓每位

客人盡享亮馬河風光。擁有第三使館區

最大無立柱的宴會 / 會議廳面積1,334平

米，並可獨立分割為5個不同區域，可按照

客人的要求佈置不同場景。450平米的宴

會廳前廳，多種組合主題茶歇，最大程度

滿足每位客人的會議體驗。有着近20年

豐富經驗的專業團隊，耐心聆聽准新人

們的各種需求，提供一系列風格各異、不

同色彩和主題的現場裝飾參考方案。 

最后，再次特別感謝TTG旅業報及各

界朋友對北京凱賓斯基飯店的長期支持

與肯定。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很榮幸能能夠再度獲得TTG這一在全

亞洲具有影響力的旅遊傳媒獎項，我謹

代表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對此次大獎評

審委員會及讀者朋友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這一榮譽是對酒店團隊為提升賓客滿意

度、堅持不懈作出努力的肯定。浦東嘉里

大酒店擁有出眾的軟硬體產品，我們將繼

續再接再厲，創造更卓越成績。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坐落于浦東核心

地區，正對世紀公園，直接連通上海最大

的貿易展覽場地—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其位于外灘和浦東國際機場中間的優勢

地理位置，使之在滿足賓客商務需求的

同時，也能滿足休閒旅行者的需求。

酒店擁有574間客房，提供入住當日免

費迷你吧、寬頻高速上網和無線上網。作

為城中最大、最為靈活的酒店宴會和會議

場地，酒店提供超過7,300平方米的會議

專用空間，包括26間多功能廳和兩個宴會

廳。嘉里健身場地有6,000平方米，面積橫

跨3層，包括24小時開放的健身中心、室

內游泳池、嘉里水療和兒童探險樂園。 

吳俊傑先生 (Mr. Gregor Wateler)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總經理

廣州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在此，首先我要感謝酒店的業主方：中

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因為他們遠大的

策略性目光，廣交會威斯汀酒店才能成為

廣交會展館的一部分，使得住店客人通過

空中連廊直接進入展館，同時坐擁珠江城

市美景盡收眼底的傲人地理位置。

為了將廣交會威斯汀酒店這份獨特的

廣州廣交會威斯汀酒店

地理優越性發揮到極致，打造能提供更

專業更高品質的展會酒店，業主方積極配

合，加強酒店與展館之間的合作，讓我們

有機會不斷挑戰會展業務的承接能力，不

久前一場4,000人在廣交會展館的外送大

型宴會，更創下了近年來廣東之最，在廣

州會展行業刷新了多項紀錄。 

其次，我們在這裡也要感謝喜達屋酒店

與度假村國際集團和威斯汀品牌。我們推

崇的輕鬆悠閒且活力煥發的品牌理念，獨

樹一格，打破了業界陳規，為賓客帶來非

凡住宿享受。背靠這樣的世界一流的品牌

和全球體系 ，廣交會威斯汀酒店才能夠

致力于打造條件優越且富有品味的會議

會展住宿體驗。 

特別還要感謝我們的員工，不斷為客人

提供量身定制的照顧和關懷，用直覺靈

動、活力煥發的服務方式，說明會議會展

賓客在住店期間恢復身心健康，重拾最佳

狀態。 

 

深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能夠四度問鼎TTG旅遊大獎「深圳最

佳會議接待酒店」的寶座，深圳喜來登酒

店全體同仁感到非常榮幸。在此，我們要

向廣大賓客及TTG讀者致以最誠摯的謝

意，感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酒店的支持和

深圳喜來登酒店

肯定。

深圳喜來登酒店坐落于深圳福田中心

區的核心地帶，獨特的建築造型仿佛一隻

蓄勢起飛的雄鷹傲視八方。酒店擁有354

間客房及套房、5個餐飲設施和超過4,000

平方米的大型宴會場地，包括全城最具規

模的大中華宴會廳、650平方米的漢宴會

廳及26間面積各異的會議室。酒店距離

深圳會展中心僅需5分鐘步行，無縫對接

深圳地鐵系統，羅湖和福田口岸及深圳主

要的購物、觀光和商務地段盡在咫尺。

深圳喜來登酒店在擁有傲冠全程的會

議設施之外，還擁有一支專業的宴會服務

團隊。而承辦Intel全球信息發展論壇，蘋

果及飛思卡爾全新技術峰會等超大型會

議的經驗也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讓

我們在以后的會議接待中更為細緻和高

效，確保滿足賓客們的不同需求，實現個

性化的會議服務。

包凌科先生 (Mr. Bart Vandenbrink)
深圳喜來登酒店行政助理經理 

香港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我謹代表酒店全體人員感謝TTG評委

及忠實讀者的投票及支持。這份榮譽足證

酒店近年在會議設施及服務上的提升及

努力獲業界肯定，亦激勵我們會議及宴會

統籌團隊再接再厲，繼續為賓客提供全

備及優質的服務。

酒店近年把大禮堂及海景宴會廳裝飾

香港洲際酒店

一新，以富麗及現代的設計迎合香港日益

增多的高端會議和盛大活動。大禮堂是

酒店的標誌場地，配一道14米長的經典

大理石階梯，內裡設施先進，功能齊備。

作為香港市區酒店最大的無柱宴會廳，全

新大禮堂的設計概念來自酒店得天獨厚

的地理位置，將維多利亞港日落時分的潮

汐漲落和色彩變幻融入室內建築。宴會

廳就像一個靈活及具氣派的舞臺，可以舉

辦婚宴、晚宴、會議、大會和產品發佈會

等各種大型活動。宴會前廳配備環形酒

吧，可容納500人 招待會佈置。海港宴會

廳面正的維多利亞港美景，成為最佳的會

議或宴會背景。

香港洲際酒店被譽為世界頂級商務及

休閒酒店之一，因其壯觀的海港景致屢獲

殊榮。設有503間豪華客房及設三家米其

林餐廳，並置身于商店及藝術設施林立的

尖沙咀區，恭迎來港享受美食玩樂的旅

客光臨。

韋柏倫先生 (Mr. Jean-Jacques Reibel) 
香港洲際酒店董事總經理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連續七年

成功衛冕TTG中國旅遊大獎的「澳門最佳

會議接待酒店」獎項，我們對此感到非常

高興及自豪，全因這個具代表性的殊榮充

分肯定了澳門威尼斯人致力提供卓越服

務及設施的承諾，同時亦給予我們全體員

工極大的鼓勵及推動力，讓我們繼續在各

方面盡善盡美，務求能帶給我們的客人最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賓至如歸的綜合度假村體驗。

澳門威尼斯人將最先進的設施、世界

級娛樂以及經驗豐富的會展專業人才結

合，確保每一項活動均能成功舉辦。作為

北亞區最大和最多元化的綜合度假村，我

們的專業知識、設備周全的商務設施和至

臻完善的服務促使澳門威尼斯人成為亞

洲區內的會展業龍頭和舉辦世界級一流

活動和會議的最理想場地。

澳門威尼斯人亦是澳門金光大道的五

間著名國際品牌酒店之一。澳門金光大道

提供接近9,000間客房、12萬平方米會議

及展覽空間、13,000個座位的金光綜藝

館、100間國際知名餐廳，600間國際免稅

名店和一隊連貫海陸空各路交通的客輪

和車隊，設施包羅萬象，是亞洲頂尖的會

展目的地。我們將繼續為賓客提供無可

媲美的最佳體驗，致力鞏固澳門作為區

內商務及休閒旅客首選目的地之地位，並

為澳門會展業的發展作出貢獻。

奧拉夫‧居爾立先生

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市場營運總裁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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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工作人員于頒獎典禮前　工作人員于頒獎典禮前
的悉心準備，為當天活動的悉心準備，為當天活動

的成功奠下重要的基礎。的成功奠下重要的基礎。

交流
　在典禮開始前的雞尾酒
會，旅業先進們盡情交流，
熱鬧的氣氛反映出大家對
活動的重視。

一年一度的中國旅遊業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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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北地區最佳酒店

非常榮幸地參加了由TTG主辦的2014

年中國旅遊大獎頒獎盛典，同時感謝所

有支持我們的讀者及旅遊者選擇天津

瑞吉金融街酒店為「中國華北區最佳酒

店」，這是對酒店全體員工最大的認可。

同時充分證明了天津這個港口城市在中

國北方區體現其非同凡響的地理優勢。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于2011年10月開

業，我們承辦過多場大型國際活動以及會

議，如美國律師協會、達沃斯等。今天的

成就感謝管理集團：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

國際集團，給予了莫大的支持與指引，讓

瑞吉－喜達屋集團裡最高的品牌，象徵着

高貴典雅、生活品味、百年歷史價值，在天

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由締造迪拜帆船酒店

的KCA國際建築事務所量身定制、獨特的

中空立方體設計，巧妙呼應「津門」概念，

成為天津全新的地標性建築，是天津市唯

一在海河上擁有河畔酒吧的星級酒店。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劍削香檳是瑞吉的傳統之一，起源于

拿破崙時期，是將軍在戰場上為取得戰

爭的勝利而按舉行的一項慶祝儀式。天

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的津瑪麗，更是瑞吉

酒店中將經典「血腥瑪麗」發展的最為出

作品之一，在傳統配方中添加四川麻椒、

正山小種紅茶等，小品一口，便知這其中

的別樣滋味。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的成功與榮耀，離

不開你們每一位的支持與協作。今后的日

子請繼續給予我們更多的建議與指導。

柯寧漢先生(Mr.Paul Cunningham)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總經理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酒店

感謝TTG中國旅遊大獎授予南京金陵

飯店「華東地區最佳酒店」的殊榮，我與

我們的每位員工，都因此次獲獎而倍感榮

耀，信心百倍！近年來，國際酒店品牌在

華東市場密集開業，展開了激烈的市場爭

奪，南京金陵飯店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

本土酒店品牌之一脫穎而出，意義非凡。

南京金陵飯店
去年剛剛度過30周年華誕的金陵飯店

繼續以打造百年民族品牌為目標，同步推

進硬體與軟體的綜合提升。經過6年的建

設，樓高242米的金陵飯店擴建項目即將

啟幕，我們將擁有客房總量近千間的五星

級酒店、超過4,000平方米的會議場地、7

間各具特色的中西餐廳、引導城市風尚的

地下精品商業街區及近10萬平方米的國際

標準寫字樓，金陵飯店將成為江蘇地區最

大的高端酒店綜合體。

近年來，我們著力發展金陵貴賓會員，

研究新型電子商務管道，大力發展跨行業

合作伙伴，構建國內外立體營銷網路，積

極爭取國際性及新型會議活動，這些舉措

卓有成效，創新讓企業更具活力。金陵品

牌影響力的擴大離不開經營思路的轉變

與創新，更離不開每一位用心做好每件事

的金陵人！

劉祖元先生

南京金陵飯店副總經理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酒店中國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銀川凱賓斯基飯店是寧夏回族自治區

的第一家、也是目前為止的唯一一家國際

五星級飯店。我們非常感謝TTG以及旅

遊業界將西北地方最佳酒店的榮譽授給

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為中國西北地方的旅

遊市場做出貢獻。

寧夏有非常豐富的沙漠旅遊資源，賀蘭

山、沙湖、西夏王陵等景點都非常適合夏

感謝《TTG  China》的讀者和旅遊業界

的朋友們再次將東北地區最佳酒店這一

殊榮授予大連康萊德酒店。

銀川凱賓斯基飯店大連康萊德酒店

季會議旅遊。銀川凱賓斯基飯店地處銀

川市中心，毗鄰銀川國際會展中心及寧夏

博物館，與科技博物館及人民廣場僅舉

步之遙，是商務與休閒之旅的理想之選，

交通非常便利。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業界

人士和旅行者來到銀川，體驗塞上江南

的沙漠旅遊資源。賀蘭山東麓也是中國最

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區，銀川凱賓斯基飯

店跟當地的多家國際知名酒莊保持着非

常良好的合作關係。

飯店提供2,600平米的會議及宴會場

地，擁有城中最具規模的860平米無柱式

大宴會廳，並配有2處露臺，6個多功能廳

更是適合多種會議活動的舉行。也吸引很

多葡萄酒的活動都在酒店舉辦，為眾多

葡萄酒愛好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和交

流的平臺。

對于高爾夫愛好者而言，銀川的四個美

麗的沙漠高爾夫球場也是夏季高爾夫的

絕佳選擇。再次感謝TTG、各位媒體及為

銀川凱賓斯基飯店投票的讀者朋友，我

們在美麗的銀川歡迎您！

大連康萊德酒店位于新興的東港金融

商務區的中心地帶，毗鄰渤海灣，風景秀

麗，對面即是大連國際會議中心。酒店設

計風格在融合了大連本地的文化面貌與生

活寫照的同時，也秉承了康萊德酒店為滿

足賓客日益提高的要求而不斷更新的奢

華理念，面向新生代全球商務與休閒旅客

提供將生活、工作和愉悅融于一體的個性

化奢華服務。

作為大連市的地標性酒店，我們致力于

成為本地商務與社交活動的高端平臺，將

「真我奢華，唯您獨享」這一個性化奢華

理念帶給大連這座繁榮的海港城市。

再次感謝大家為大連康萊德酒店投上

的寶貴一票，我們將繼續努力回饋各界的

肯定，也祝願«TTG  China»越辦越好，繼

續推動中國旅遊行業蓬勃發展。

姜麗莉女士

銀川凱賓斯基飯店市場銷售總監

馬東尼先生

總經理

大連康萊德酒店及大連萬達希爾頓酒店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酒店

能夠獲得TTG中國旅遊大獎「中國中

南區最佳酒店」這一殊榮，我們感到無比

激動和榮幸。這是對武漢光谷希爾頓酒

店「滿足個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質服務」

的進一步肯定，對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和感激。

武漢光谷希爾頓酒店 能夠獲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酒店全

體員工的努力和對工作的熱情，在此我要

感謝每一位員工的辛勤付出；感謝專家

評委團以及廣大參與票選的朋友們，你們

公正的評價將激勵我們更好地成長；感

謝TTG中國旅遊大獎，授予我們垂涎已

久的殊榮。

作為希爾頓酒店及度假村品牌在湖北

省的首家酒店，武漢光谷希爾頓酒店憑藉

着獨特的地理位置、貼近自然的生態環境

以及細緻入微的服務，備受廣大客戶的青

睞。這裡遠離城市的喧囂，處處彰顯着低

調奢華與寧靜典雅。

未來，我們將繼續秉持「讓每一位客

人倍感關懷、重視及尊重」的品牌承諾，

為賓客提供體貼周到的希爾頓式服務。

王泰華先生

武漢光谷希爾頓酒店總經理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酒店

開業僅八個月的時間，成都富力麗思

卡爾頓酒店榮獲TTG中國旅遊大獎「西

南地區最佳酒店」，我們倍感榮幸。感

謝TTG中國旅遊大獎，也感謝票選成都

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為最佳酒店的讀者

們。

作為世界範圍內奢華服務的標杆，麗思

卡爾頓一直以傳奇式的個性化服務聞名

全球。「紳士淑女為紳士淑女服務」的座

右銘也享譽業內外。

作為首家進駐中國西南地區的奢華酒

店品牌，成都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的紳士

淑女們，正將預見式的服務傳遞給成都

這座熱情好客的城市。同時，我們也非常

尊重成都當地的文化的融合與體現，將成

成都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

都特色的茶文化融入客人體驗中。

我們將再接再厲，讓麗思卡爾頓成為旅

遊者們選擇成都的關鍵之一，成為他們另

一個溫暖舒適的「家」。

陳睿德先生 （Mr. Chris Clark）
成都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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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睿德先生 （Mr. Chris Clark）
成都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經理 我們2015年

        上海再會！

　一向聲勢浩大、充滿活力與創意的喜達屋團隊。

5座獎盃，IHG手到擒來!

歡慶

與美麗的主持人合照，

是典禮當天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認同
　現場許多旅業專家們
都說：還是TTG旅遊大
獎最受大家信賴與推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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