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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TTG China
旅遊大獎特刊

“用自身的努力及表現，向業界

證明成為行業領頭羊應具備的必

要條件，同時不斷提升標準，促使

旅遊業者和整個行業均做得更加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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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位得獎機構 引領行業創新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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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屆TTG中國旅遊大獎得獎名單于

2016年4月7日在上海隆重揭曉，大中

華區旅遊業的61家優秀旅遊機構，憑借出

色的服務品質及業績表現，獲得殊榮，取

得大獎的肯定。

今年有23家得主是首次獲獎的機構，

第一次在競爭激烈的投票中脫穎而出，

躋身大中華區旅遊業的精英行列，並捧回

Hermes(赫耳墨斯)獎盃。首次獲獎機構主

要集中在酒店行業。其中，凱悅酒店集團和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從過往的常勝軍手中奪

得桂冠，分別榮獲「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

連鎖酒店」和「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

酒店」。

此外，為更好地反映市場、位置和品牌

定位，深受關注的「中國其他地區酒店

獎」，今年又細分為「最佳商務酒店獎」(6

名)和「最佳城市酒店獎」(6名)這兩個新設

獎項，而在這12名獲獎機構中，有10家酒店

是首次獲獎。

同時，另一個新增設的獎項亦同樣受到

期待 ——「中國最佳特色旅遊郵輪運營

商」。歌詩達郵輪公司一舉拿下該獎項，

成為首家獲得者。

在當晚的頒獎典禮中，可發現有9家業者

通過其不懈的努力而華麗回歸。其中，阿聯

酋航空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分別重奪「最

佳中東航空公司」和「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

2016年度TTG中國旅遊大獎獲獎名單

→2016年九屆

TTG中國旅遊大

獎頒獎典禮于上

海凱賓斯基大酒

店隆重舉行。

↓TTG亞洲媒體

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黃漢明 

最佳新酒店

連鎖酒店獎

最佳豪華酒店 最佳中檔酒店

最佳商務酒店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其他旅遊服務獎項

航空公司獎(授予在中國運營及服務的航空公司)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中國東方航空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芬蘭航空 New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阿聯酋航空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北京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New

上海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New

廣州 / 深圳 金茂深圳JW 萬豪酒店

香港 香港半島酒店

澳門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北京 北京麗亭酒店

上海 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

廣州 / 深圳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香港 8 度海逸酒店

澳門 澳門假日酒店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連鎖酒店 凱悅酒店集團 New

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 New

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品牌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品牌酒店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大中華市場最佳經濟型品牌酒店 宜必思酒店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上海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

廣州 / 深圳 廣州花園酒店

香港 The Mira Hong Kong

澳門 澳門美高梅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北京 北京燕莎中心凱賓斯基飯店

上海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廣州 / 深圳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

香港 香港洲際酒店

澳門 澳門君悅酒店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北京 北京諾金酒店 New

上海 上海寶華萬豪酒店 New

廣州 / 深圳 廣州白天鵝賓館 New

香港 香港「逸·酒店」 New

澳門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New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大連君悅酒店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北京除外)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 New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商務酒店(上海除外) 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New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廣州及深圳除外) 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酒店 New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成都尼依格羅酒店 New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 New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北京除外)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 New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 New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城市酒店(上海除外) 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 New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廣州及深圳除外)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 New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 New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蘇州 New

中國最佳會議商旅城市 上海

中國最佳郵輪運營商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中國最佳特色旅遊郵輪運營商 歌詩達郵輪 New

中國最佳主題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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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商旅推廣) 澳大利亞旅遊局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度假型酒店

酒店式公寓獎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運商 雅詩閣中國

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海濱) 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非海濱) 澳門金沙度假區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 New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麗江悅榕莊

↓頒獎典禮主持人Maria Chen

要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旅遊行業，尤其是在大中華地區，躍居前芧、甚至保持領先地位，實非易事。我們為今年的每位得獎

者喝彩，為他們不懈的努力深感敬佩，也為受到禮遇的顧客們感到欣慰；這些得獎精英們為旅遊行業樹立起卓越的典範，

是他們的創新與精進，讓整個行業日新又新，充滿希望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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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酒店」的桂冠；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和澳門君悅酒店也強勢回歸，分別榮獲「上

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和「澳門最佳會議

接待酒店」這兩個重要獎項。

在首次獲獎者和華麗回歸者強勢競爭的

同時，新加坡航空(「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長隆酒店(「中國最佳主題酒店」)、中國

國際旅行社總社(「中國最佳旅行社」)和上

海(「中國最佳會議商旅城市」)等長期衛冕

者，在激烈角逐中依然堅守陣地，連續5年

以上蟬聯各大獎項冠軍，用自身的努力及

表現向業界證明成為行業領頭羊應具備的

必要條件，同時不斷提升標準，促使旅遊業

者和整個行業均做得更加出色。

T T G中國旅遊大獎頒獎盛典由主辦

方TTG中國旗下的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榮譽創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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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國

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同時在上海

舉行。2017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將于2016

年12月開始投票。

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
得獎者分析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評選條件:

•服務于商旅人士的最佳酒店。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評選條件:

•以高水平服務及設施，接待城市各

項旅遊活動之卓越酒店

▲
 中國東北地區：包括遼寧省、黑龍江

省、吉林省

▲
 中國華北地區（北京除外）：包括河

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內蒙古自治

區

▲  
中國西北地方：包括陝西省、甘肅

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寧

夏回族自治區

▲  

中國華東地區（上海除外）：包括江

蘇省、山東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

省、江西省

▲  
 中國中南地區（廣州及深圳除外）：

包括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北

省、湖南省、河南省、海南省

▲  
 中國西南地區：包括四川省、雲南

省、重慶市、貴州省、西藏自治區

中國最佳特色旅遊郵

輪運營商評選條件: 

•設計並提供多樣化且

具特色的旅遊路線及產

品

•服務品質和整體營銷

計劃皆深獲業界認同、具

備市場長期發展之優異

條件

華麗回歸者(15%, 9家)

長期衛冕者(7%, 4家)

其他 (40%, 25家)

自2008年創建以來，TTG China旅遊大

獎每年均對大中華區旅遊業的最佳機構進

行表揚。每年獲此殊榮的旅遊機構涵蓋了

本區域內的航空公司、酒店和度假村、酒

店式公寓和旅行社。這項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的評選活動由TTG China 主

辦，TTG-BTmice China、TTG Asia、TTG 

India、TTGmice、TTGassociations和TTG 

Asia Luxury協辦，早已為大中華旅遊業界

中最受認可之獎項之一。

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
新設獎項評選條件

首次獲獎者

(38%, 2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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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悅酒店集團在2016年TTG China旅遊

大獎的評選中榮獲「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

連鎖酒店獎」。該獎項每年頒發給在大中

華地區運營表現最佳的國際酒店連鎖集

團。能夠獲此殊榮，所有凱悅人深感榮幸。

感謝TTG China旅遊大獎評選委員會各位

尊敬的專家及同仁，對凱悅酒店集團在過

去一年裡所取得的成績給予的高度評價與

肯定。

凱悅一直致力于在中國的長遠發展，目

前在大中華地區運營管理6個品牌，共38家

酒店，並有60余家酒店正在開發中。在過去

的47年裡，我們不斷打造多樣化的品牌組

合以滿足不同目標顧客的喜好和需求，以

熱誠親切的服務、卓越的餐飲體驗和富有

創造性的會議活動組織，為賓客的工作和

生活增添一份超越平凡的姿采。

在此，我要感謝凱悅的每一位員工，是
高克斯先生（Christopher Koehler）
凱悅酒店集團中國區營運副總裁

大中華市場最佳國際連鎖酒店

凱悅酒店集團

你們日復一日對卓越品質的追求，成就了凱

悅在每一個細節上的傑出表現。感謝所有

業主以及合作伙伴長久以來對我們的支援

與幫助，凱悅的成長離不開你們的相伴。感

謝所有賓客對凱悅的認可與鼓勵，你們的

需求就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最后，再次感謝TTG China 將「大中華

市場最佳國際連鎖酒店獎」頒發給凱悅酒

店集團，我們會在未來的日子裡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首先非常感謝TTG授予萬達酒店及度假

村中國旅遊大獎之「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

連鎖酒店」的殊榮，同時也非常感謝所有

為我們投票的熱心讀者們，這是對萬達酒

店及度假村的極大認可。而在今年，我們

也成功邁出了「輕資產」管理的第一步。這

一獎項對我們這個僅僅成立了四年的酒店

很榮幸獲得TTG中國授予的這個獎項。

該獎證明了香格里拉出色的服務品質、在

不同城市的各個酒店的始終如一、安全和

保障、位置和產品、品牌價值和形象以及

餐飲服務，受到我們的賓客和業界合作伙

伴的廣泛認可。對于香格里拉來說，這是

一項卓越的成就，同時也是對我們「發自

內心的待客之道」的證明。

該獎也是對香格里拉全體員工的嘉許。

作為中國最大的國際酒店集團，洲際酒

店集團在第九屆TTG China年度旅遊大獎

評選中一舉斬獲5項大獎！其中，假日酒店

及度假村品牌更是連續六年榮膺大中華區

最佳中檔酒店品牌的殊榮，彰顯了其卓越

的品牌標準和在中檔酒店市場中無可爭

議的領先地位。同時，這些獎項亦體現了

業界對于洲際酒店集團旗下品牌和酒店以

超高標準引領行業的高度認可，以及對它

們在各自類別中最佳表現的一致肯定。

在此首先要特別感謝《TTG China旅業

報》舉辦此次評選活動，作為旅遊業界最

負盛名的年度評選活動，其權威性毋庸置

疑，借由你們專業的評判帶給我們的是至

管理公司而言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勵。我們

將不斷努力，旨在為客人提供更為優越的

品牌體驗，為業主帶來更大的市場價值。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是集酒店業主，自營

管理和品牌輸出三種經營模式為一體的

國際豪華酒店管理公司，成立于2012年，

公司旗下擁有四個自營品牌：奢華品牌萬

達瑞華，願所有賓客均可以「至于此，心

有榮焉」；充滿東方溫情的超豪華品牌萬

達文華；為商務旅遊、休閒度假人士創造

溫馨、愜意居停感受的萬達嘉華；以及為

他們在每天的工作中體驗我們的品牌精

神，用優雅得體的言行，為眾多賓客提供

獨特的體驗和誠摯的關懷。

很幸運，我們已經在中國大陸成功耕耘

了30多年。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我們一直

不懈努力，開發更好的產品、市場推廣、水

療、餐飲、活動場地和各類備品，滿足和

超越中國客人的期望值。作為酒店的開發

商和運營者，我們能夠對自己的產品有絕

對的話語權，並且可以全心全意關注我們

的服務品質、與客人的溝通，為他們創造

獨特的、有當地特色的入住體驗和旅行路

線。另外，我們非常關注安全和治安，地理

朱福明先生  (Kent Zhu)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常務副總裁

杜建興先生

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執行副總裁

翁詩順先生

大中華區市場及銷售副總裁

雅高酒店集團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品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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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

香格里拉酒店集團

高的榮譽和認可；其次感謝廣大讀者，在

市場需求和消費方式多元的時代，能夠贏

得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是對我們最好的褒

獎，也為我們能繼續提供絕佳服務及體驗

灌以恆久的動力；此外，還要感謝與洲際

酒店集團長期合作的酒店業主及忠誠的客

人們，你們的明智之選將促使我們不斷向

新目標邁進；最后，要感謝全體洲際酒店

集團的員工們，是你們在行業競爭中超乎

預期的表現及兢兢業業的服務精神，才共

同締造了今日的輝煌。

回望1984年，洲際酒店集團旗下的假日

酒店及度假村品牌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市

場的國際性酒店品牌。于我們而言，最引

家庭旅遊、會議獎勵、休閒度假賓客創造

的四星標準品牌萬達錦華。

截至2016年底，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將在

中國持有超過100家高端酒店，包括由十

多個著名國際酒店品牌管理的商務及度假

酒店和自營品牌酒店。位于倫敦、芝加哥、

洛杉磯、悉尼和黃金海岸的萬達文華酒店

將于2018年底陸續揭開帷幕，意味着萬達

酒店及度假村于2020年底將在全球持有

並管理超過160家酒店。

以為傲的是30多年來洲際酒店集團始終

把全方位改善顧客體驗、提升行業優質服

務放在首要位置，並快速成長為大中華區

酒店品牌中的佼佼者。

此次獲獎，是對洲際酒店集團在大中華

區30余年成績的高度認可，更是對我們未

來集團發展的鞭策和激勵。我們希望通過

一以貫之的服務品質和持續不斷的辛勤

耕耘，不斷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加強品

牌建設，以卓越品質迎接未來的挑戰，並

最終為賓客、酒店業主和股東乃至整個行

業都創造更多的價值，引領整個酒店行業

再創佳績。

位置和產品，品牌價值和形象，還有社會

責任。作為一個亞洲品牌，我們希望傳遞

給客人的是讓他們在我們的酒店裡面，享

受到不同于我們競爭對手的亞洲式的生活

方式體驗。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吸引出境旅

遊的亞洲賓客，還有那些想要體驗現代亞

洲風情和待客之道的國際遊客。

在此，我還要衷心感謝為我們投票的

旅遊合作伙伴。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支

持和贊同。他們是分享許多寶貴見解的專

家，也是各個酒店以及追逐獨特體驗的賓

客之間的重要紐帶。

我非常高興參加于近日在上海舉辦

的TTG中國旅遊大獎頒獎晚會並獲得獎

項。

宜必思品牌創始于197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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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必思承諾以

最優價格提供現代、舒適和優質服務。品

牌不斷創新為客人提供現代、舒適和實

用。同時，宜必思通過營造服務精神引領

每一位員工，並以其品質、可靠和對環境

的承諾而享譽全球。

我們十分高興獲得這一榮譽。再次獲獎

意味着宜必思品牌以及在大中華區範圍內

運營的宜必思酒店的高服務品質，又一次

獲得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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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市場最佳經濟型品牌酒店

宜必思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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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非常重要的褒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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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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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再次榮獲TTG年度「最佳中國

航空公司」大獎，感謝TTG以及廣大讀者

對東航的肯定和厚愛。作為業界富有影響

力的評選活動，這既是對東航的認可和褒

獎，更是對我們的激勵和鞭策。我們將更

加關注旅客的需求，不斷挖掘和延展服務

價值，以「精細、精准、精緻」的品質服務，

為全球旅客帶來精彩的旅行體驗。

目前，東航擁有運營飛機超過560架，

機隊規模位列全球第九，年旅客運輸量近

一億人次，位列全球第七。依託天合聯盟，

航線網路有效通達179個國家和地區的

1057個目的地，淨資產收益率、座公里收入

等多項指標進入世界前十行列。面對未來，

東航致力于打造「員工熱愛、顧客首選、股

東滿意、社會信任」的世界一流航空企業，

實現與員工、與旅客、與社會的共贏發展。

近年來，東航順應大眾旅遊時代，以「互

聯網+」推進商業模式創新，持續優化客戶

體驗。搭建了電商平臺，形成以機票產品為

核心入口的整合式產品體系；率先在國際

遠端航線上開啟空中互聯服務，與全球最

我謹代表芬蘭航空公司全體成員衷心感

謝為芬蘭航空投票「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的TTG中國的讀者朋友們。我們將一如既

往地盡我們所能為您服務，持續提升的客

戶體驗和來自工作人員的全心服務，是我

們榮膺這份殊榮的重要原因。

2015年，芬蘭航空成為世界第一家使用

空客A350新一代客機執飛中國航線的航空

公司。2016年4月，我們攜手著名廚師劉一

帆先生宣佈了全新的商務艙定制菜單，並

于5月正式開通了赫爾辛基往返廣州直飛大的航空公司達美航空在資本層面開展首

次深度合作；面向歐美市場全面啟動「太平

洋計劃」和「歐洲盈利計劃」，邁開國際化

發展步伐，國際航線經營品質和服務品質

大幅改善。今年以來，東航更是加快了創新

驅動、轉型發展的步伐，與攜程和上海迪

士尼結成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引進了新一

代波音787和空客350遠端飛機，全面開啟了

「十三五」全新發展之路。

相信有包括TTG在內的廣大朋友們支持

與關注，「世界品位、東方魅力」的東航服

務品牌，一定能飛的更高、飛的更遠。

李海芳先生

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中國東方航空 芬蘭航空

羅伯特先生(Robert Ohrnberg)
芬蘭航空大中華區銷售總監

2016年4月7日，第9屆TTG中國旅遊大獎

于上海揭曉，新加坡航空榮獲最佳亞洲航

空公司獎項，這已是新航連續第六年獲此

殊榮。對于再次獲獎我們感到十分榮幸，

這表示乘客對新航的認可。感謝廣大讀者

與乘客的支持與選擇，我們將繼續深耕中

國市場，為乘客提供首屈一指的飛行體驗

和完美的空乘服務。

對于中國市場，我們一直宣導給予乘客

私人定制化的服務。去年，我們推出了「食

全時美」全新中式機上餐食，力求將中國

人飲食文化的哲學內涵，由表入裡的搬入

機艙，打破飛機餐套路，顛覆傳統認知。以

中國傳統美食文化為核心，主打「應季、時

令」菜概念，打造全新精緻菜肴，令乘客感

受到新航的用心。長久以來我們致力于不

斷推出現代化機隊，今年3月，新航接收了

首架空客A350-900客機。未來，在A350投

入新加坡－約翰尼斯堡及開普敦航線后，

中國乘客可以搭乘A380客機抵新后轉乘

A350機型，感受無與倫比的飛行體驗。

藉此機會，誠摯的邀請TTG的廣大讀者

朋友們選乘新航前往世界各地。能夠滿足

每位乘客的飛行需求和提供高端舒適的服

務，是我們的願望和目標，再次感謝大家對

新加坡航空的厚愛。

卜小雄先生

中國區總經理

新加坡航空公司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

2016年對于加航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

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新媒體時代逐漸成為

企業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對新形

式、新挑戰，如何才能突破重圍，建立（塑

造）出屬于企業自己的品牌形象，至關重

要。

企業品牌的創建也並非一朝一夕，加航

作為加拿大的旗幟航空公司，以「乘客至

上，技術領先和安全第一」為服務宗旨，被

認為是國際航空運輸市場中的佼佼者。

加航提供班機可直達63個加拿大城市、

56個美國目的地，以及遍及歐美、中東、亞

洲、澳大利亞、加勒比海地區、墨西哥和南

美洲的86個熱點城市。在中國，加航常年

提供每日四班，往返北京和上海與溫哥華

和多倫多的直飛航班。除了加拿大以外，我

們的航線網路也遍佈美國境內各主要大中

型城市。

隨着美國10年簽證政策的出臺，選擇去

美國旅遊的客人也越來越多，那加航「前往

美國經加拿大轉機免過境簽證」的政策，

是我們的一大亮點和優勢，乘客經溫哥華

或多倫多轉機時，無需在機場提取行李，只

需辦理美國入關手續，這種一站式服務不

但說明旅了客更加方便快捷地前往美國，

而且還提高了旅客的旅行體驗，重要的是

它更大限度的提升了加航在旅客心中的品

牌形象。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給予加航的關注與支

持，同時此獎項也是業界對加航的肯定，

謝謝大家，同時祝願TTG China（旅業報）

越辦越好，再創造新的輝煌篇章！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

Cathy Zhu
中國區總經理

加拿大航空公司

誠如這一獎項的分量，阿聯酋航空始終

致力于為中國市場的乘客竭誠提供最好的

飛行體驗。

阿聯酋航空的航班可以帶領乘客進入一

個全新維度的世界，無需離開舒適的座椅

便可沉浸在不同文化和語言構成的奇妙旅

程中。豐富的機上娛樂和通訊系統讓旅途

不再枯燥無味。1992年，阿聯酋航空成為

世界第一家在所有航班的每張座椅都配備

了電視螢幕的航空公司； 2008年，阿航又

成為全球首家開通機上行動電話使用功能

的航空公司；時至今日，阿聯酋航空仍在持

續不斷地致力于打造最佳機上娛樂系統。

乘坐阿聯酋航空頭等艙的乘客可以收穫

到舒適的旅行體驗，在貴賓休息室放鬆，

享受機上頭等艙套間的私密時光以及美食

和美酒。將私人飛機的元素融入到客機當

中，阿聯酋航空的頭等艙之旅在飛行之前

就開始了，從免費的頭等艙商務艙專車接

送服務、精緻的機場休息室再到快速的值

機和登機服務。

隨着近期迪拜－銀川－鄭州航線的開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阿聯酋航空

通，至此，阿航在中國大陸的目的地數量

將擴大至五個。新航線將為鄭州和銀川及

其周邊居民帶來便利、快捷的連接服務，

經由迪拜便可前往中東、非洲和歐洲等各

地。同時，我們確信新航線也將促進兩個

城市所在的中國中西部地區跨境貿易及旅

遊業的發展。

中國期望通過「一帶一路」戰略與西方

世界相連，迪拜全力支持這一創舉，並將

通過更深層次的合作與交流取得利益互

惠。位于東、西方的交叉路口，迪拜是中東

地區最大的進出口樞紐中心，通過其健全

的體制、廣闊的貿易網路和全球連結通向

全世界。

在這個發展趨勢中，阿聯酋航空一直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阿聯酋航空是第一家在

中東和中國大陸之間開通直飛航班的航

空公司，2002年首先開通始發上海的貨運

業務，並于2004年開通連接該市的客運服

務。目前，在「一帶一路」戰略覆蓋的65個

國家中，阿聯酋航空在其中30個國家的54

個城市開展客運和貨運業務。在支持中國

推進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往來方面，

阿聯酋航空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中國航空市場仍蘊藏巨大的潛力。我堅

信，憑借阿聯酋航空廣泛的航線網路，我

們將進一步加強對這一重要市場的承諾，

不斷改進，讓所有客人享受到阿聯酋航空

最優的產品及最佳的服務。

李旬先生

阿聯酋航空中國區總經理 

航線。能獲得您的支持，我們深感自豪，請

允許我再次致以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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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芬兰航空新空客A350

芬兰航空飞往全亚洲主要城市和欧洲60多个目的地

最佳欧洲
航空公司

搭乘芬兰航空新空客A350

感受飞行新理念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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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非常榮幸獲得

由TTG中國旅遊獎頒發的2016年「中國最

佳商務酒店」殊榮。在過去的7年中酒店也

曾被賦予「最佳會議接待酒店」獎項。北京

金融街威斯汀在過去的幾年中堅持不懈追

求卓越，力爭在行業中成為領導者。TTG中

國旅遊獎在業界擁有較高的聲譽和認可。

我們真誠感謝TTG和讀者授予我們如此高

的讚譽。謝謝大家！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及公寓位于首

都北京的中心地帶，金融街中心。酒店為入

住這裡的客人提供了寬敞的會議空間、花

樣繁多的世界級美食，威斯汀特有的待客

禮儀帶給人們煥發活力的感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距離首都機場

40分鐘車程，從酒店出發可以直接抵達北

京的商業、娛樂和購物區。離酒店不遠就

是北京的標誌性建築，故宮和天安門。整

個酒店由兩座26層的高樓組成，一座擁有

非常感謝TTG及讀者朋友長久以來對上

海威斯汀大飯店的關注與支援，正是有了

您的關愛，我們才能榮幸地持續獲得中國

旅遊大獎「上海最佳商務酒店」的稱號。成

為一家優質的商務酒店一直是上海威斯

汀大飯店堅持不懈的努力方向。我們不斷

改進酒店硬體設施，提高軟體服務，旨在

為賓客打造最佳入住與會務體驗。2015年

10月起酒店570間客房的空調淨化過濾系

統全面升級，有效阻隔75%以上來自外界

的PM2.5顆粒，為賓客提供更為健康清新

的客房環境。此項重要獎項的獲得也正是

中國旅遊業內人士對上海威斯汀大飯店商

務接待能力的高度認可。

坐落于享譽盛名的外灘中心，用迷人的

皇冠點亮上海的夜空，距離著名的外灘萬

國建築群和黃浦江濱僅幾步之遙，上海威

斯汀大飯店早已成為上海最具標誌性的酒

店之一。酒店共有570間裝修精美的客房，

其中包括24間豪華套房，所有客房中均配

有最新版十層豪華天夢之床®。18個多功能

宴會廳、卓越的服務、優越的地理位置使上

海威斯汀大飯店成為各類商務活動的理想

483間客房，另外一座擁有205間不同規格

的公寓。酒店擁有1,686平方米的會議和宴

會空間，以及七個配備了現代化視聽設備

的會議室。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將一如既往的

為您提供優質的服務，我們將不斷提升酒

店產品以及服務，為您打造有益身心的健

康旅程，並且確保您在離開的時候感覺比

抵達時更好。

鄭國良先生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總經理

北京最佳商務酒店 上海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

蓋凡磊先生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總經理 

廣州花園酒店在2016年4月7日在上海舉

行的第九屆TTG中國旅遊大獎頒獎典禮

上，榮獲「廣州/深圳最佳商務酒店」大獎，

這是我們的榮幸和驕傲。

該獎項的獲得不僅是對廣州花園酒店優

質服務的認可，更是對酒店在本行業地位

的充分肯定。

能夠連續12次蟬聯享譽盛名的TTG中國

旅遊大獎，是對廣州花園酒店一直以來對

我們的客人、商務合作伙伴和他們的支持

來說最好的證明。同時我們也特別感謝投

票給廣州花園酒店的所有TTG讀者，讓我

們今天能夠獲獎。廣州花園酒店將繼續努

力，打造符合最佳商務酒店的形象，並為客

人提供更好的體驗，歡迎大家繼續來「遊

花園」！

姚兆然先生  
廣州花園酒店總經理

廣州 / 深圳最佳商務酒店

廣州花園酒店

選擇。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一直以來都致力于幫

助賓客探索在旅途中實現健康的全新方

法。 「活力運動」－酒店健身房24小時開

放，讓您隨時隨地放鬆自己；「新百倫租賃

計劃」－提供運動全套裝備租借服務，為

商旅客人行李箱減負。酒店更準備了富含有

機抗氧化成分的「活力食品」，客房內按照

人體工程學設計的辦公桌椅等各項貼心服

務只為確保商務旅客的「高效工作」狀態。

此外，SPG客戶忠誠積分計劃更確保了每

一筆消費的物超所值。

The Mira Hong Kong已第五年榮獲TTG

中國旅遊大獎所頒發香港最佳商務酒店之

殊榮，無疑再次奠定酒店以科技為先驅的

發展理念及其于商務旅遊及MICE業務的

超卓成就與領導地位。

酒店于2016年更正式引入嶄新的流動網

路裝置，24小時全天候連接的4G網路讓您

可同時連接10個個人裝置，包括智慧手機、

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等，為酒店住客的網

路體驗昇華!

為進一步拓展其MICE設施及優越服

務，酒店將承去年推出各式嶄新茶歇主

題之勢，于今年隆重推出全新極具潮流魅

力的品味茶歇主題，並以非凡商務會議禮

遇，包括免費提供品牌專屬的無線網路

登入首頁及登陸頁面，彈指之間盡顯獨特

Ms. Eva Kwan
銷售及事務部總監

The Mira Hong Kong

香港最佳商務酒店

The Mira Hong Kong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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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詮譯Design 

Hotels™別樹一幟的生活品味藝術！

此以外，更十分感謝我們金獅團隊成員樂

于貢獻、敬業樂業的精神。

王如茵女士 
美高梅公共及社會事務副總裁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澳門美高梅

作為福布斯五星綜合旅遊休閒度假酒

店，美高梅自開幕以來不斷舉辦創新及

多元的國際文化藝術盛事，本年五月舉行

《動感•印象》— 埃德加•德加雕塑展，于

亞洲首次展出這位印象派大師的74件青銅

雕塑，包括名為《14歲的芭蕾舞者》的永恆

傑作，為來自全球的遊客打造極具中西魅

力的文化藝術體驗。除此以外，我們致力為

所有賓客提供卓越而體貼入微的服務，不

斷提升軟硬件的服務水平，凡事以賓客的

角度出發，讓他們感受我們團隊專業周到

的服務精神，在澳門、在美高梅擁有藝術

與娛樂的璀璨時刻，流連忘返。

今后，我們將繼續為每位賓客提供專

業而貼心的服務，創造超凡的「美高梅體

驗」。

澳門美高梅連續第七年榮獲TTG 中國

旅遊大獎之「澳門最佳商務酒店」殊榮，在

此由衷感謝TTG、旅遊業界專業人士及一

眾讀者的支持。

這個獎項廣受旅遊業界的認同與肯定，

印證了我們酒店為每位賓客提供優質的服

務，不論是商務或休閒旅遊，多元化且豪華

舒適的環境、設施和服務都一應俱全。除

“致力為所有賓客提供卓越而體貼入微的服務，不斷提升軟硬件的服務水平，

凡事以賓客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感受我們團隊專業周到的服務精神。”凡事以賓客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感受我們團隊專業周到的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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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天恩先生(Martin L. Leclerc)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總經理

非常榮幸，大連君悅酒店榮膺中國東北

地區最佳商務酒店稱號。感謝《TTG China 

旅業報》、讀者和業界專業人士的肯定，這

一殊榮將成為我們的強大動力，繼而始終

如一的為賓客提供正宗的寬客服務和精緻

美食。

酒店坐落于亞洲第一大城市廣場－星海

廣場西南側，距離星海灣沙灘僅一步之遙，

是大連市內距離大海最近的酒店。酒店全

部360間客房均可縱覽無敵海景，真正可以

讓每位賓客枕海入夢。

同時，秉承君悅一貫的高標準餐飲，我

們也在為每位賓客打造非凡的用餐體驗，

尤其是今年開業的頂層中餐廳DALIAN.

DALIAN，不僅有老北京果木烤鴨主打，更

有新鮮的大連當地海鮮，還有江南精緻小

菜，在舌尖上的穿梭南北，盡享美饈。

當然，酒店完善的設施設備和高品質的

服務更多被商務客人所擁躉。超過2,500平

方米的會議與活動空間，獨立854平方米的

無柱大宴會廳，擁有8米挑高的開闊空間，

以及能納入豐沛自然光線的落地窗。大宴

會廳可根據賓客的會議需求整合或分割

為3個大小不同的會議廳，隔板隔音效果優

李儼女士

大連君悅酒店經理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大連君悅酒店

良。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一層的大宴會廳

可以停放車輛，十分便于汽車行業布展。

三層悅海廳面積達390平方米，挑高高度

為10米，可以欣賞到星海廣場流動的美景。

更有相連接的616平方米的悅海廳露臺俯

瞰星海廣場。

我們的品牌以提供正宗的款客服務為使

命，很榮幸這一承諾再次得到認可。我們相

信，成為東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是一個完

美的起點，同時，這個獎項更是對我們團隊

敬業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肯定，這將激勵我

們為客人提供更好的款客服務與前所未有

的入住體驗。

我們感到萬分榮幸，這是天津瑞吉金融

街酒店第二次榮獲該獎項。作為行業內風

向標的旅遊業大獎，對每一家獲獎酒店而

言都是莫大的榮譽及認可。我僅代表酒店

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向《旅業報》的讀者

及評委們致以由衷的感謝。

今年10月，酒店即將迎來5周年慶典。自

2011年盛大開業以來，天津瑞吉金融街酒

店已經成為天津全新的地標性建築，把無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北京除外)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與倫比的定制服務和世界級的一流設施引

入津城，憑借其無雙奢華和極致高雅，成

為華北區商界名流、風尚人物和見聞廣博

的旅行者彙聚的首選之地。

我們傳承瑞吉品牌「量身訂制」的服務

精神，為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體提供首善之

地的非凡下榻體驗，為賓客積極展現久負

盛名的定制服務、 精緻優雅的的氛圍和

無與倫比的奢華品味。

選址絕佳的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在繁

華的天津市中心創建了一片獨一無二且難

以超越的精緻高雅空間，雄偉18層摩天大

廈位于風景如畫的海河南岸，獨特的中空

立方體設計巧妙呼應「津門」概念，已然

成為天津市區一道純美、別致的風景線。

此外，我們在服務和酒店產品上也不斷

創新，充分利用區位優勢，聯合周邊的恆

隆廣場，天津站海河遊船碼頭推出了一些

列天津特色津門會議及獎勵旅遊類產品，

如海河遊船會議及特色遊船茶歇服務，天

津最高科技Moi密室的「驚險逃脫」包價，

並且不斷豐富適合家庭的設施及產品。

此次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獲得「西

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榮譽，使得我們倍

感欣喜，全體索菲特大使都歡欣鼓舞，這

不僅是對我們開業一年多以來的經營成果

給予肯定，更促使我們堅定提供持之以恆

的高品質服務信念。

同時誠摯感謝TTG China 旅遊大獎給

我們這個難得的展示平臺，也感謝業界各

方與合作伙伴的長期支持與肯定。更要感

謝從開業以來一直選擇信任我們的客人，

酒店的每一次進步與成長，提升和變化，

都離不開客人的對我們的肯定。

作為法國雅高酒店管理集團旗下的奢

華連鎖品牌，我們入駐青海西寧，作為西

寧首家國際奢華品牌酒店，我們將更多的

法式優雅風情，和卓越的服務品質，以及

令人倍感舒適的入住體驗帶入西寧，帶給

更多地客人。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設有492間豪

華客房與套房，獨特的地方感與索菲特完

美融合。客房色調清新淡雅，舒適無比，客

房獨有索菲特MyBed™，奢華浴室用品浪

凡和愛瑪仕。酒店同時與詩鉑高級服務公

寓(雅高集團在中國之首家) 相連，為旅客

提供多重入住選擇，詩鉑的客人同時可享

受索菲特酒店之休閒娛樂便利設施。

3,000余平米的休閒娛樂中心包括游泳

池、健身中心、水療中心等，同時配備有檯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

球室、麻將室、乒乓球室及瑜伽室，使您

煥發新活力。

酒店彙聚眾多美食，為您帶來最極致的

味蕾享受：錦廚全日制餐廳，精選寰球滋

味；樂軒華中餐廳提供精緻的粵、湘、川

及青海等不同菜系；和日餐廳以考究的餐

具、上等的食材為客人烹製出原生滋味；

闌吧精選葡萄酒、香檳、雞尾酒、咖啡及可

口小點使您的體驗更愜意；索菲特總能滿

足您不同的美食訴求。

12間多功能廳，可根據客人需求，靈活

變換，打造不同的宴會及會議。無論是千

人以上的雞尾酒會，還是私密的董事會會

議，都將使您的會議完美而難忘。先進的

視聽設備、專業的宴會服務團隊，將實現

您對會議及宴會的每個設想。

Christophe  Pairaud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總經理

2016年 TTG「中國華東地區最佳商務酒

店」大獎首次花落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對

于一個開業不足一年的酒店來說，這個沉

甸甸的獎盃不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責

任。感謝TTG的專業肯定，感謝廣大讀者

和社會各界對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支持

與厚愛，也感謝酒店全體員工為我們客人

提供賓至如歸的服務。

香格里拉酒店集團以熱情好客、親如家

人為經營理念，以發自內心的待客之道，創

造難以忘懷的美好經歷、時刻令客人喜出

望外為使命宣言，把亞洲人發自內心呈現

的優雅迷人的待客之道展現的淋漓盡致。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北一環中心地段的合

肥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于2015年6月25日華

麗揭幕，酒店共有401間寬敞的客房和套

房，最小面積為45平方米，從客房內即可

將如畫卷般的合肥市天際線盡收眼底。秉

承香格里拉酒店的一貫風格，無線網路全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商務酒店(上海除外)

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面覆蓋所有區域，是商務和休閒旅客的首

選。3個風格迥異的餐廳為食客們提供一個

品嘗全市最頂級餐廳美食的機會。從徽派

名點到粵菜精華、從環球美饌再到精緻的

下午茶，滿足食客們舌尖上的一切需求。

接近3,000平方米的宴會及會議場地，務求

讓每一場宴會至臻完美。

期待您下一次完美的旅行從合肥香格里

拉大酒店開始！
陶元根先生

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總經理

“這是一個完美的起點，同時，這個獎項更是對我們

團隊敬業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肯定，這將激勵我們為客

人提供更好的款客服務與前所未有的入住體驗。”

團隊敬業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肯定，這將激勵我們為客

人提供更好的款客服務與前所未有的入住體驗。”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正以傳統中

式的好客之道和法式的藝術生活格調，為

商旅客人營造出無限精彩的入住體驗。

2016-award-05.indd   10 2016/6/20   9:42: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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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TTG、旅遊業界專業人士及一

眾讀者長久以來對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

酒店的關注與支持，正是有了您的關愛，

我們才能榮幸地獲得TTG中國旅遊大獎之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的殊榮。

這個獎項廣受旅遊業界的認同和肯定，印

證了酒店致力于為每位賓客提供優質服

務。

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酒店地理位置優

越，坐落于全新的中央商務區，由大堂可

直接抵達泛海城市廣場，10分鐘即可抵達

武廣商圈，距漢口火車站不到2公里，離武

漢天河國際機場21公里。酒店共有500間

裝修精美的客房和套房，每間均配備喜來

登特色睡床，讓您盡享一夜酣眠。15間靈

活的會議室均配備了最新的視聽技術設

施，使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酒店成為各類

商務活動的理想選擇。

當今旅客希望旅行簡單輕鬆。更多時

候，他們依靠他們信賴的品牌，比如喜來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廣州及深圳除外)

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酒店

登，來創造新方式--即使是簡單事物也會

得到他們的認可，例如在床頭燈的底座安

裝電源插座以便他們輕鬆在床上辦公或為

手機充電。在喜來登，我們將不斷進行自

我調整以打造目標客人最重視的體驗--輕

鬆出行。

此外，SPG客戶忠誠積分計劃更確保了

您每一筆消費的物超所值。今后，我們將

繼續為每位賓客提供專業而貼心的服務，

創造超凡的喜來登體驗。

孟祥瑾先生

武漢漢口泛海喜來登酒店總經理

此次酒店作為全國區域性的最佳商務酒

店得到認可，再次完美呈現了尼依格羅探

索精神。

能通過TTG中國旅遊大獎獲得這樣有

聲望和份量的獎項、被我們的客人和業界

所認可，對于成都尼依格羅酒店而言是無

上的榮幸。「中國西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獎」認可了成都尼依格羅酒店以出色的環

境和氛圍、全面周到的服務為賓客們，尤

其是商旅客人們所營造的完善的入住體

驗。

作為馬哥孛羅酒店集團旗下尼依格羅品

牌的首家奢華酒店，被授予這樣的榮譽也

是這個集團在中國市場內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我們也將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力爭

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同時，這個獎的獲得是與我們整個酒店

的所有工作人員密不可分的，全因自酒店

開業以來大家堅持不懈的努力，酒店才能

享有現在的成果。酒店十分注重服務與細

節，酒店的每一位員工都以最大的熱情和

真誠去接待我們的客人，我們期望憑借這

樣的狀態和勢頭在成都酒店市場乃至全

國範圍內，為賓客們創造一個舒適、完美

的旅行目的地。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成都尼依格羅酒店

王凱先生（Simon Wang）
市場銷售部總監

成都尼依格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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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非常榮幸

被TTG中國旅遊大獎評選為“2016 Best 

City Hotel In Northeast China”。在此衷心

感謝TTG所有讀者和業界合作伙伴為酒店

投出的莊嚴一票。

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時尚、優雅而

現代，旨在滿足當今追求生活之美、高尚

品質和卓越服務的旅行者日益多元化的高

品質需求。三種體驗營造出索菲特立體多

元化的獨特個性，那就是對創新與設計的

特別關注，對美食與佳釀的執著追求，以

及對文化與活動的無限熱忱。這三大體驗

源自法式生活藝術，並構成了索菲特品牌

純正的法式精髓。

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地處中央商

務區，地理位置優越，直接通往太平國際
範思騰先生 (George Van Oosten)
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總經理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

TTG China旅遊大獎「中國華東地區最

佳城市酒店」首次花落蘇州科技城源宿

酒店，我們備感榮幸！感謝TTG的專業肯

定，感謝廣大讀者和社會各界對蘇州科技

城源宿酒店的支援和認可，這將激勵着我

們堅持以開拓性的綠色生態主張和可持

續發展舉措打造綠色生態空間的行業先

鋒，為賓客營造自我生活空間，保持身心

活力。

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致力于「引領綠色

現代生活方式，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先鋒酒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城市酒店(上海除外)

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

戴晏女士

總經理

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

機場、會展中心、中央大街步行街等地，交

通極為便利。酒店配套服務設施齊全，包

括中、西餐廳、日餐廳、SPA、KTV、健身中KTV、健身中KTV

心。酒店共有322間客房，並有7間宴會廳

及多功能廳，最大的宴會廳能同時容納510

人，酒店滿盈中法文化之精粹。

此次獲此殊榮是對酒店莫大的鼓勵和

鞭策，我們會再接再厲，為每一位蒞臨酒

店的客人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非常榮幸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能夠獲

得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華北地區最

佳城市酒店」的殊榮。這是TTG讀者、業

界及合作伙伴對我們極大的認可和支持！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北京除外)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

獲得此項大獎會更加激勵我們達到更高

的目標。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坐落于天津經濟

開發區的中心地帶，毗鄰天津經濟開發區

管理委員會、現代化服務產業區、國際會

展中心、購物區和辦公區。酒店將現代、

樂觀和特色設計項目融為一體，是客人商

務或休閒旅行的溫馨便利之選。

羅斯格林特先生羅斯格林特先生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總經理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總經理

酒店開業五年多能夠良好的運營、工

作，離不開我們各個崗位上的工作人員，

在此衷心感謝每一位為酒店盡心盡力的員

工，我們獲得此次殊榮是大家努力成果的

見證。我們將繼續追求卓越，為顧客帶來

更高品質的服務、產品和體驗，使天津濱

海喜來登酒店成為更多商旅客人的首選之

地。

“一路走來，我們始終相信：未來無論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只要對客人的希望、需要和願望給

予真誠的尊重和完美的呵護，最終都會贏得客戶

的尊重和成功。”

店」。酒店坐落于蘇州高新區以「科技、山

水、人文」完美融合的科技城內，以「盤龍

疊院」為設計理念，以蘇州園林精髓為設

計靈感，將中式景觀庭院與現代科技環保

建築完美融合為一體。

酒店秉承綠色從頭開始的理念，通過

現代設計以及對空間的科學運用，最大程

度上契合了旅行者的需求，賦予了旅途生

活新的定義。作為喜達屋的生態創新實驗

室，酒店以其獨具匠心的內飾細節以及自

然色調的運用賦予了酒店與其建築風格相

得益彰的生態空間及自然親切之感，聰穎

睿智的設計、明亮通透的空間融合蘇州地

靈水秀，人文薈萃的吳地文化，將品牌的

三大核心價值，聰慧、活力、恬憩發揮到

極致。

在未來，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將堅持以

生態智慧的運營流程與操作方式，盡最大

可能使用可持續產品與舉措，為賓客打造

健康舒適的生活空間，不斷提升賓客的入

住體驗。



詩洛淋女士(Ms.Carolyn Smith)
總經理

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

13BEST CITY HOTEL  IN OTHER REGIONS WITHIN CHINA 中國其他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此次獲得旅業報授予的「中國西北地方

最佳城市酒店」榮譽，我們深感榮幸，這

不僅是對我們開業一年多以來的經營成果

給予了肯定，更使我們堅定提供持之以恆

的高品質服務的信念。

同時，對此項大獎我們也倍感珍惜和感

激，正是由于這些體驗過我們酒店產品和

服務的投票者的支援與厚愛，才使我們獲

得如此殊榮。

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位于西安曲

江新區大唐不夜城的核心位置，大雁塔、

大唐芙蓉園及眾多風景名勝、購物中心、

商業步行街近在咫尺。酒店距離西安國際

會議中心及曲江國際會展中心僅5分鐘車

程。

酒店將現代建築藝術與中國傳統建築

文化有機結合，565間奢華典雅的客房及套

房，平均面積超過55平米，讓客人即刻體

驗舒適自在與賓至如歸；數間別具特色的

餐廳及酒吧，令賓客隨時愜意享受美食美

境；總面積超過5,000平米且設施完善的

會議場地使所有與會者都能擁有尊貴、完

美的活動體驗。

雖然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的規

模很大，但我們的服務卻細緻入微。在客

人面前，團隊裡的所有成員都是服務員，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管理人員。我們提倡管

理人員多接觸顧客，以瞭解他們的需求。

「如何才能使您的入住更為滿意」是我們

所有員工奉行的服務準則。

一路走來，我們始終相信：未來無論遇

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只要對客人的希

望、需要和願望給予真誠的尊重和完美的

呵護，最終都會贏得客戶的尊重和成功。

Frank Rudis
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總經理

中國西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在第9屆TTG中國旅

遊大獎頒獎典禮上，榮獲『中南地區最佳

城市酒店』大獎。感謝TTG所有讀者、業

界及合作伙伴對酒店的肯定，頒與這一重

大影響力的旅遊業獎項。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座落于湘江與瀏陽

河交匯處，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酒店擁有

396間豪華客房、兩個無柱式宴會廳、七個

不同風情的餐廳。位于酒店27樓的SKY27

酒吧帶來的炫酷DJ表演以及4,500平方

米的靜謐SPA和康體中心讓您體驗難忘

的奢華之旅。現代的設計風格、卓越的品

質、頂級的會議設施及獨具的餐飲特色，

為您的長沙之旅帶來尊崇之享。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自2014年開業以來，

有幸獲得旅業伙伴的大力支持，我們對此

深表謝意。此次榮獲「中南地區最佳城市

酒店」大獎，充分肯定了長沙北辰洲際酒

店在MICE市場獨具特色的行家會議產

品。今年恰逢洲際品牌70周年慶，我們將

繼續恪守承諾，以知曉洞悉的品牌精神為

廣大賓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打造客人摯

愛的傑出酒店。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廣州及深圳除外)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

蒲克南先生

長沙北辰洲際酒店總經理

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能夠榮獲業內

權威的TTG中國旅遊大獎「2016年中國

西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大獎，我們倍感

榮幸。作為喜達屋全球第200家威斯汀酒

店，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在2014年4月

28日正式開門納客。

酒店開業以來廣受各方的愛戴，使得酒

店能在開業以來創造了無數重慶酒店業的

奇跡，這都是歸屬于給我們不斷支援的忠

實客戶，各界媒體朋友以及酒店所有員工

的團隊協作。

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是重慶首家威

斯汀品牌酒店，以其獨特的有益身心、重

塑和諧，激發活力的品牌理念為來到美麗

山城的賓客提供卓爾不凡的威斯汀體驗。

酒店現代化的設計、悉心周到的服務和放

鬆身心的氛圍，為每一位賓客創造活力煥

發的入住體驗。

同時，非常感謝《TTG China 旅業報》

舉辦此次備受業內尊崇的獎項評選，以

及TTG媒體和行業同仁對我們酒店的支

持與認可。

此次酒店能夠榮獲2016年中國西南地

區最佳城市酒店大獎，不僅是對酒店開業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城市酒店

重慶解放碑威斯汀酒店

以來至今取得的突出成就的肯定，也是對

酒店全體員工的團隊成果的認可。重慶解

放碑威斯汀酒店作為市場的領軍者，將繼

續創造卓越，為賓客打造獨一無二的愉悅

旅程。

“我們將繼續恪守承諾，以知曉

洞悉的品牌精神為廣大賓客提供

更優質的服務，打造客人摯愛的

傑出酒店。”傑出酒店。”



李岩先生李岩先生

總經理總經理

北京麗亭酒店北京麗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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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麗亭酒店再次受到住客與業內人

士的一致認可，第六次榮膺TTG中國旅遊

大獎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TTG中國旅遊大獎是大中華旅遊業界最

負盛名的年度獎項，謹代表北京王府井麗

亭酒店全體員工在此特向TTG旅業報的

各位讀者、業內專家以及一直以來支持北

京麗亭酒店的顧客朋友們表示最誠摯的

感謝。

這份高含金量的榮耀是對我們成績的

高度肯定，也是對我們團隊工作的莫大

鼓勵。獎盃上清晰地鐫刻着每一位麗亭人

堅守的身影，彰顯着麗亭人卓越的服務水

準。

北京麗亭酒店位于著名的北京王府井

商業和購物區，毗鄰故宮和天安門廣場。

它集現代與經典元素于一身，216間精心

佈置的客房與豐富的餐飲選擇，為優質服

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北京麗亭酒店

務和時尚舒適住宿賦予新的涵義，從親切

的前臺接待服務到24小時送餐服務，酒店

致力于為客人營造賓至如歸的感覺，始終

堅持並踐行以顧客為核心的人性化賓至如

歸的服務理念，將卓越做到極致，致力為

每位賓客留下難忘的旅居體驗。

首先，謹代表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向

各位讀者致以最誠摯的謝意。此次由《旅

業報》2016 TTG China旅遊大獎頒獎典禮

中再次獲得「中國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是對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的認可，也是

對酒店一直秉承萬豪的服務理念為客人

提供貼心及優質的服務的再次肯定。

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憑借突出的銷

售業績及在國際市場的良好口碑，從眾多

候選酒店中脫穎而出，屢獲殊榮。

讓客人體驗舒適感、空間感和自主選擇

是萬怡酒店對于所有商務和休閒旅客的承

諾。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擁有364間客

房，客房均配有先進設施。

彙聚國際美食的MoMo Café提供自助海

鮮大餐或零點服務，完整的開放式廚房，現

烤特色美食和葡萄酒給您帶來舌尖上的

美食。作為上海徐家匯商業中心的一個地

澳門假日酒店非常榮幸連續 9年蟬

聯TT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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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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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和服務的充份支援與肯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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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傑出酒店」為最終目標，以「追求卓

越」和「體驗關愛」等「致勝之道」作為我

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

標，為充滿活力的旅客提供更新更快的服

務，獨具特色的「金色宮殿」屋頂設計，讓

客人一覽無遺地俯瞰上海的璀璨景觀。

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將堅持不懈，繼

續努力為酒店的每一位客人提供更為賓

至如歸的服務。在此，再次感謝TTG、感

謝支持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的來賓，未

來，期待能為更多客人呈現愈加清新怡人

的萬怡品牌魅力！

孔憲榮先生

上海西藏大廈萬怡酒店總經理

“酒店致力于為客人營造賓至如歸的感覺，始終堅

持並踐行以顧客為核心的人性化賓至如歸的服務

理念，將卓越做到極致，致力為每位賓客留下難忘

的旅居體驗。”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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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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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立偉先生

澳門假日酒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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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鍾愛我們的酒店，並將他

們的體驗與親朋好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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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7年勇奪 TTG 中國旅遊大獎「香港最佳中檔

酒店」  8度視覺震撼  鄰近啟德郵輪碼頭及旺角 

 704間舒適優雅的豪華客房及套房  設有四人房 

 酒吧、餐廳及花園茶座  超過6,300平方尺會

議及宴會場地  免費穿梭巴士只需數分鐘即達尖

沙咀購物娛樂區、港鐵站及九龍灣  室外游泳池

及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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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Limited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成員

感謝您的支持
      讓我們再次勇奪殊榮

mailto:rsvn.hp8d@harbour-plaza.com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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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廣州十甫假日酒店能再一次獲

得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廣州/深圳最

佳中檔酒店」的殊榮。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能夠連續八年獲得業界備受尊崇的TTG中

國旅遊大獎的獎項，我們感到無比的自豪

及榮幸。

在此我僅代表廣州十甫假日酒店對所有

讀者及各位業內同仁的支持和認可表示衷

心感謝。同時，感謝多年來顧客對我們酒

店的支援與厚愛，激勵着我們堅持不懈地

打造客人摯愛的傑出酒店。亦感謝我們酒

店所有員工的至誠付出、貼心服務和共同

協作；酒店的出色表現有賴每位員工的努

力。

今年恰逢廣州十甫假日酒店十周年，我

們將繼續恪守承諾，堅持貫徹洲際酒店

集團假日酒店品牌的標準，遵守假日酒店

品牌「Stay Real品牌「Stay Real品牌「 」的服務理念，以「做對的

事」、「體現關愛」、「追求卓越」、「求同

廣州 / 深圳最佳中檔酒店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存異」和「協作共贏」作為我們的工作行

為指導，務求為每一位住店客人提供優質

的服務，令其都能享受美好、舒適、放鬆的

住店體驗，致力于成為「客人摯愛的傑出

酒店」。

我們將會在不斷完善中努力前進，期待

今后可以獲得更多的肯定與支持。今后可以獲得更多的肯定與支持。

謝肇浩先生謝肇浩先生(Arran Tse)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總經理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總經理

香港最佳中檔酒店

8度海逸酒店

8度海逸酒店總經理程敏及酒店仝人，

衷心感謝TTG讀者在過去七年對我們無

限的支持。

自2009年8度海逸酒店開業至今，我們

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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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心超卓的服務質素，配合來自

世界各地不同賓客所需，確保各旅客有一

個舒適愉快的住宿體驗。

感謝各位對8度海逸酒店一直的支持，

我們將會繼續細意款待來自世界各地的

旅客，為客人提供舒適及窩心的服務，展

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之都的魅力。

8度海逸酒店鄰近啟德郵輪碼頭及旺

角，擁有704間舒適優雅、備有無線上網服

務的豪華客房及套房，更特設四人房適合

家庭旅客入住。

酒店設施應有盡有，包括面積超過

6,300平方呎會議及宴會場地、餐廳、酒

吧、戶外花園茶座、商務中心、貴賓酒廊、

健身室、室外游泳池、旋流浴池及桑拿。

為配合商務旅客的需要，酒店設有特色

會議住宿套餐，會議期間可品嘗時令水果

茶點美饌，更可參與「咖啡拉花教室」及

「廚藝工作坊」等團隊建立活動，舒展身

心。

陸業倫先生

8度海逸酒店營業總監–旅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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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北京華爾道夫酒店能夠榮獲

「北京最佳豪華酒店」的殊榮，此獎項代

表了中國旅遊業界的高度認可，對我們意

義重大。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于2014年2月開業，是

華爾道夫酒店及度假村在中國的第二家酒

店。酒店位于繁華的王府井核心地段，全

銅主體建築構成令人矚目的地標，將京城

古風與一脈相承的華爾道夫服務集于一

體，不僅讓賓客充分體驗紐約華爾道夫酒

店華美靚麗的獨特風格、細緻入微的地道

服務，也鼓勵賓客品味歷史、敘寫專屬自

己的傳世故事。

我們非常瞭解現代旅客的需要，在這座

亙古常新的中國古都，一座奢華酒店的便

利設施、優越位置、舒松氛圍、優質服務

都很重要。北京華爾道夫酒店不僅做到了

這些，還立志為您帶來更多的入住驚喜。

我堅信，一個專業的團隊是創造優質客

戶體驗的關鍵。通過所有團隊成員的不懈

努力，把北京華爾道夫酒店打造成為北京

頂尖奢華酒店的典範。這個獎項既是對我

北京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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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京地區唯一

的華爾道夫品牌酒店，我們肩負着提升品

牌綜合價值的重任，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進

一步傳承與推進「一脈相承的華爾道夫服

務」理念，為賓客提供極致周到又具個性

化的服務，關注每一個細微之處，成就無

可比擬的華爾道夫體驗。

最后，再次感謝讀者以及《TTG China

旅業報》對我們的認可，北京華爾道夫酒

店也將一如既往的為賓客提供「一脈相承

的華爾道夫服務」。
斯雅倫先生 (ALAN STOCKER)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總經理

謹代表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誠摯

地感謝TTG雜誌、TTG讀者朋友以及旅遊

業同仁對于我們的肯定，並授予我們「上

海最佳豪華酒店」的殊榮。

我的團隊與我對獲得該獎項感到無比

的榮幸與激動。持續追求最出色的服務水

平將是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不變的

目標。

借此機會，請允許我對我的團隊表達誠

摯的謝意，感謝他們為提升品質以及所

作出的每一次努力。我們所取得的成績，

離不開來自同仁、貴賓、讀者與TTG的激

勵、投入與信任。相信2016年將更加精

彩！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能在眾多獲提名

的酒店中脫穎而出，贏得「第九屆T TG 

China旅遊大獎2016」- 「最佳豪華酒店」

的美譽，令我們深感自豪。

能夠獲得這個高度的認可，是有賴一眾

殷勤備至的紳士及淑女們的不懈努力和大

眾對我們的支持。麗思卡爾頓憑着無微不

至、非凡優越的尊尚服務而遐邇聞名，澳

門麗思卡爾頓酒店秉承其一貫理念，矢志

以貼心周到的個人化服務，讓賓客盡享亞

洲最奢華的酒店體驗。

在未來日子裡，我們定必繼續悉力以

赴，不斷求進，令服務精益求精，為賓客締

造永志難忘的溫馨回憶。

上海最佳豪華酒店 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萬佐東先生 (Marco Vazzoler)
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總經理

馬立祺先生

營運副總裁

澳門JW萬豪酒店及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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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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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eria for Best Luxury Hotel

▼ Best hotel catering to the upmarket traveller. 
This hotel must also boast the best visual appeal 
and ambience reflecting upmarket status.

最佳豪華酒店評選條件

▼ 服務于高端市場顧客，擁有高

端市場品位的最佳視覺效果和

環境。

2016-award-05.indd   16 2016/6/20   9:43: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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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謝《TTG China》的讀者為金茂

深圳JW萬豪酒店投上肯定的一票，此次JW萬豪酒店投上肯定的一票，此次JW

獲得「廣州/深圳最佳豪華酒店」這一殊

榮，有賴于《TTG China》的廣大商旅讀者

及旅遊業界的支持。酒店開業七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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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豪服JW萬豪服JW

廣州/深圳最佳豪華酒店

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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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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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謹代表香港半島酒店的團隊，感

謝TTG China再度向我們頒發香港最佳豪

華酒店的獎項，更要感謝讀者鼎力投票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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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300間客房于2013年5月完成全面

翻新，設計簡潔高雅，並以革命性的客房

科技設施奠定個人化住宿體驗新標準。此

外，酒店設施一應俱全，包括8間餐廳和酒

吧、半島水療中心、囊括超過80間國際高

級名店的半島酒店商場，以及勞斯萊斯轎

車隊及直升機服務。

今年我們將會為家庭住客度身打造一

系列的設施及活動，包括引入着名挪威嬰

童用品及傢俱品牌Stokke的產品，以及推

出適合一家大小參與的活動，務求令家庭

住客舒適無憂地共用天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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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出酒

店團隊與賓客之間的連繫，也是我們力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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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

分，與香港一同成長。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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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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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明先生（楊振明先生（Colin Young）
總經理總經理

金茂深圳金茂深圳JW萬豪酒店

陳娜嘉女士陳娜嘉女士

半島酒店集團區域副總裁半島酒店集團區域副總裁

暨香港半島酒店總經理暨香港半島酒店總經理

“一個專業的團隊是創造優質客戶體驗的關鍵。我們

肩負着提升品牌綜合價值的重任，為賓客提供極致周

到又具個性化的服務，關注每一個細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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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莎中心凱賓斯基飯店榮獲 「北

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大獎讓我們每個人

都歡欣鼓舞。非常感謝TTG China 旅遊大

獎給我們這個展示的平臺，感謝業界各方

與合作伙伴的長期支持與肯定，更要感謝

伴隨着我們不斷進步、變革、創新的每一

位飯店的客人。

作為歐洲最為古老的奢華飯店集團在

中國的第一家酒店及旗艦酒店，北京燕莎

中心凱賓斯基飯店矗立在北京最繁華的

朝陽中央使館商務區，距它敞開大門迎接

飯店的第一批客人，時間已經過去了近24

年。

現如今飯店的黃金地理位置依然是城

市的樞紐與熱點，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

商務客人與遊客。飯店擁有526間景致宜

人、設計典雅的客、套房，以一流的水平接

待過眾多國際政要和各界名流。10個設施

完備的宴會會議廳可最多容納1,200人，

滿足不同規模會議及宴會的需求。

七間風格獨特的餐廳和酒吧提供意大

利、德國、日本、中國等風格多樣的特色菜

肴，豐富多樣的美食與我們組織的社交活

動也為這裡帶來了現代都市的活力。除了

飯店本身，北京凱賓斯基飯店還管理着與

飯店相連的燕莎中心服務式公寓、甲級寫

字間、29間高級展廳以及健身中心，組成

了一個規模宏大，配套設施齊全的現代建

築集群。

作為最早在北京開業的國際五星級品

牌酒店之一，我們也在不斷地與時俱進，

近幾年來在基礎設施、服務管理方面大

膽地創新以為我們的客人提供更加完善

與高效的服務。新搭建的戶外大型承重電

梯可以將大型設備和車輛以最便捷的方

式運送到三層大宴會廳，讓不可能成為可

能。

2015年創立的宴會外賣品牌「凱宴精

選」，用專業的團隊探索外燴業務的新思

路，成功地完成了包括北京國際田聯世界

田徑錦標賽在內的多個高規格與水平的國

際大型活動，成為業內的標杆。

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飯店的更多變化

會讓你體會到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

即將揭開面紗的全新客房、套房及行政樓

層，還有兩間新餐廳、全新的泳池、健身

中心與SPA都已在我們的規劃當中將代表

凱賓斯基「歐式奢華」的服務承諾傳承，

以個性化服務與完美的待客之道迎接我

們的客人。
格哈德·米特維茨先生

總經理

北京燕莎中心凱賓斯基飯店

北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燕莎中心凱賓斯基飯店

“能讓酒店脫穎而出的，不是完善的硬體配套，而是個人化的服務。這不僅是對酒

店經營成果的肯定，更使我們堅定提供持之以恆的高品質服務的信念。”店經營成果的肯定，更使我們堅定提供持之以恆的高品質服務的信念。”

Criteria for Best Meetings & Conventions Hotel 

▼ Best hotel catering to meeting and convention needs.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的評選條件 ▼ 接待會議的最佳酒店

吳俊傑 先生

總經理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浦東嘉里大酒店能再度榮獲 TTG「上海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這對于我們來說是

莫大的榮幸。感謝TTG給予我們的殊榮，

也感謝廣大讀者及客戶對我們的支援與厚

愛。這不僅是對酒店經營成果的肯定，更

使我們堅定提供持之以恆的高品質服務

的信念。

嘉里酒店是香格里拉集團旗下的又一五

星級品牌。作為嘉里品牌的首家酒店，上

海浦東嘉里大酒店旨在為崇尚舒適的商務

旅遊人士創造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環境。

酒店集現代感設計、全方位的商務、娛樂

和親子設施于一體。

浦東嘉里大酒店擁有城中最大的酒店

會議和宴會場地。核心會議設施上海大宴

會廳和浦東大宴會廳互相聯通，上海大宴

會廳可拆分為三個小廳，浦東大宴會廳可

分為7間會議室，為各類宴會及會議活動

提供了專業且靈活的場地選擇。 另外，我

們隸屬浦東嘉里城社區，與上海新國際博

覽中心SNIEC和世紀公園相毗鄰，酒店周

圍交通也非常便利。

除了酒店硬體上的優勢，我們也在不斷

思考如何向客人提供更優質的商務及會議

體驗。

酒店于近日推出專為會議策劃及旅行

專家而設的「會宴精粹」及「貴賓金環會

會宴獎勵計劃」，這是業內首屈一指的會

議及會宴常客獎勵計劃，確保客人享受到

愉悅且裨益深遠的活動策劃體驗。在TTG

與廣大伙伴的支援下，我們力求提供超越

期待的至臻服務。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2016-award-05.indd   18 2016/6/20   9:43: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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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君悅酒店榮獲第九屆TTG China旅

遊大獎「最佳會議接待酒店」，我們衷心

感謝主辦方、所有參與投票的客人、讀者、

媒體朋友、業界精英及伙伴，是你們的肯

定與支持造就了我們今天的成績。暨連續

五年獲得TTG China頒發的「澳門最佳豪

華酒店」獎項，今年能夠從眾多競爭酒店

中幸運的取得突圍而得此榮譽，確實令各

同仁欣喜，亦使酒店邁向了新里程。

自開幕6年以來，我們致力日臻完善活

動及設施，將推廣及發展澳門的會議為己

任。酒店除了提供優渥的場地、與時俱進

的服務、獨具匠心的擺設及美味的餐飲

很高興在2016年TTG中國旅遊大獎中，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榮獲年度「廣州/深圳最

佳會議接待酒店」。酒店獨特的建築風格、

完善靈活的會議設施、恰到好處的活力服

務，及富有創意的特色美食，為賓客創造了

美好回憶，使我們酒店自開業以來連續第

三年獲得了權威媒體的肯定。

榮獲此獎我們倍感榮幸，感謝TTG中國

及各位投票讀者。我們不僅因為擁有占地

面積達2,800平方米的城中最大的無柱宴

會廳，可以舉行容納1,700人的宴會；最重要1,700人的宴會；最重要1,700

的是感謝酒店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同事，正

是他們的專業和敬業使酒店連續獲獎。

體驗、創新科技互動式會議管理應用程式

以及富創造力、令人難忘的獨特活動主題

等。

我們不停地尋求創新，優化產品，讓賓

客每次的蒞臨都能有不同的體驗及留下回

味無窮的回憶，是尊貴會議之首選。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也將一如既往地為

賓客們提供完善、多樣化的專業會議服

務。除此之外，酒店也一直傳遞Convention 

Resort（會議度假酒店）的概念，在繼續發

揚會議會展優勢的同時，也開發順應高端

商務和休閒旅客的度假產品。

郭世傑先生

澳門君悅酒店總經理

鄭越東先生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總經理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廣州/深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澳門君悅酒店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

香港洲際酒店很榮幸能獲得TTG中國

旅遊大獎的認同，成為〈香港最佳會議接

待酒店〉。在此衷心感謝TTG China 的評

委、讀者、業界精英和翹楚、合作伙伴及客

人的支持，讓本酒店能榮獲這份珍貴及尊

貴的肯定。這個榮譽是我們宴會部同事傑

出表現及真誠服務的成果，亦屬于酒店上

下每一位員工，因為他們每天孜孜不倦，

致力為客人提供福布斯旅遊評級5星的服

務。

香港洲際酒店不只因其壯觀的維多利亞

海港景致及世界水平的餐廳屢獲殊榮，酒

店的優越會議設施更獲得客人的贊許。

酒店設有香港其中最大的無柱大禮堂、11

間海景宴會廳，共提供超過2,200平方米的

活動場地。

但能讓酒店脫穎而出的，不是完善的硬

體配套，而是個人化的服務。酒店的會議

及宴會統籌部團隊具有逾35年的經驗，服

務仔細入微，能洞悉客人的需要。此外，酒

店的餐飲創意無限，質素超然，其中更由

米其林星級廚師指導，讓會議生色不少，

與別不同。

我們誠意感激TTG China授予這個榮

銜，並期望往后再接再厲，為客人提供更

佳的服務，能再在這裡與各位分享喜悅。

香港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香港洲際酒店

白德誠先生(Claus Pedersen)
香港洲際酒店總經理

廣州南豐朗豪酒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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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榮膺「北京最佳新酒店」，是TTG

及讀者對諾金品牌及北京諾金酒店的認

可，也是對我們「始終如一的中華待客之

道」的再次肯定。

諾金以其中式、奢華、現代、綠色的四

大核心理念，在各具特色的酒店品牌中彰

顯特色。旗下首家五星級旗艦酒店—北京

諾金酒店，將明代文人文化和現代藝術生

活方式巧妙結合，酒店內「古為今用」主

題風格貫穿各處，設計細膩，風韻獨特，

推動了優雅尚古的藝術生活風潮。

北京諾金酒店特有的藝術氣質與時尚的

地標性區域—798藝術區遙相呼應。 酒店

大堂、客房、套房及餐飲場所內，均飾有國

內藝術家精心巧制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

由享譽國際的中國藝術家曾梵志先生為

北京最佳新酒店

北京諾金酒店

酒店量身創作的四件藝術品。 客房設計

靈感亦來自明代文人居所的典雅精緻，參

拜明代文士文震亨所著《長物志》中提倡

「制具尚用」的功能性設計理念，為「幽

人眠雲夢月」的理想居所。

諾金將持續為商旅客人傳播當代中國

「雅蓄于心，自在于形」 的全新生活方

式和態度，打造京城中式奢華酒店的領軍

者。

陳時運先生

上海寶華萬豪酒店駐店經理

上海寶華萬豪酒店于2016年第9屆TTG

中國旅遊大獎中榮膺「上海最佳新酒店」

殊榮。在此，我謹代表酒店管理層及全體

員工感謝TTG亞洲傳媒、旅遊業界人士及

廣大讀者對上海寶華萬豪酒店的認可及嘉

獎。

作為萬豪國際集團在上海最大的MICE

服務設施，上海寶華萬豪酒店是會議獎

勵旅遊活動的理想選擇，其全城矚目的

2,800平方米會議空間位于酒店同一樓

層，並備有室外高爾夫球及網球設施，讓

會議工作不再局促一室。酒店由國際知

名室內設計公司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HBA）精心打造，自開業迎賓伊始便成

為煥然一新的萬豪品牌之卓越典範，演繹

出品牌的未來形象。

憑借具有競爭力的硬體設施及萬豪國

際亞太區推出的會議服務新理念——會

議創意平臺（Meetings Imagined），我們

上海最佳新酒店

上海寶華萬豪酒店

朱瀟瀟女士

北京諾金酒店市場傳媒總監

致力于為會議策劃人提供鼎力協助；為

與會者提供軟硬體雙駕齊驅的全新會議

體驗。開業至今酒店已先繼承接過一系列

超大型會議及宴會，包括連續兩年協辦中

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IT&CM 

China），萬豪國際集團上海地區慈善晚宴

及各類跨國企業會議、活動展覽等主題活

動，致力以卓越的待客之藝術超越賓客的

預期。

我們萬分榮幸憑借一路不懈的努力最

終獲得了業界的認可。繼往開來，我們將

不斷追求卓越，以全新的商旅理念，締造

更卓越的宏圖。

廣州 / 深圳最佳新酒店

白天鵝賓館

白天鵝賓館能從深受精英讀者群體所

推崇的旅遊類刊物獲此殊榮，令我倍感榮

幸。

經過耗時近三年、建館30多年以來最大

規模的一次停業改造后，我們賓館于2015

年7月14日宣告復業，並向來賓展示了賓館

復業后的目標——致力于打造富有嶺南

底蘊的藝術文化空間新名片，以此抓住新

的市場機遇。

改造后的客房及優越的環境、恢弘的宴

會廳、獨立私家花園及碼頭，都成為一個

會獎旅遊市場的全新吸引點，結合珠江夜

遊，白天鵝賓館將重新打造一個高端舒適

休閒的會獎團隊目的地。

當選「最佳新酒店」的榮譽，離不開酒

店全體員工的齊心協力，尤其是酒店復業

至今還不足一年，每位員工都堅持着給客

人提供無與倫比的服務體驗，並向所有賓

客證明了，在廣州同樣可以尊享世界一流

的奢華住宿體驗。

復業后，賓館的目標客戶群是中高端商

務及休閒市場，我們酒店將繼續堅持這個

市場定位快速發展。

這一次，我們努力的結果能夠得到評

委們的肯定，獲得了這一久負盛名的旅遊

行業獎項的認可，激勵着我們將繼續堅持

「從容閒雅，品致生活」的理念，以真摯、

細膩的服務，為客人們提供愉悅的居停體

我們很高興能從多家澳門新開業的酒店

中脫穎而出，獲得TTG中國旅遊大獎2016

年度「澳門最佳新酒店」。澳門瑞吉酒店于

去年十二月開業，在市場上已取得了優異的

成績。與金光大道上其他酒店項目相比，

我們的房間數目雖然較少，但在觀察了選擇

入住我們酒店及于酒店內用餐的賓客后，

更加堅定了我們要為新一代豪華旅客提供

多元化奢華服務體驗的信念。

這個獎項同時亦是對酒店員工在開幕期

間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的一種肯定。感謝金

沙中國有限公司及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

際集團亞太區所有同事的大力支持，成功

的將瑞吉酒店品牌帶到澳門，我們將繼續

為賓客及訪客提供無與倫比、永志難忘的

體驗。

最后，再次衷心感謝TTG China旅業報

一直以來對我們酒店的支持，我們期待繼

續與貴刊合作，為2016年帶來更多精彩與

美好！

林鎮海先生

白天鵝賓館市場銷售總監

澳門最佳新酒店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麥儷珍女士

董事總經理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

及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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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分榮幸逸．酒店于第九屆T TG

中國旅遊大獎中被授予「香港最佳新酒

店」，在此感謝TTG的讀者給予我們酒店

團隊的認可。

逸．酒店是「逸」酒店管理集團在香港

的第一家旗艦酒店，擁有388間風格時尚

廣州長隆酒店以「中國首家動物主

題生態酒店」、「人與動物、自然和諧

相處」的經營理念在酒店行業中享負

盛名，能夠被亞洲旅遊業界頗具影響

力的《TTG China旅業報》連續八年評

選為「中國最佳主題酒店」，對長隆酒

店來說意義重大。這不僅是對長隆酒

店全體同仁的莫大鼓勵，也證明了廣

大顧客對酒店的信賴與肯定。

作為中國旅遊行業的龍頭企業，長

的客房和套房，更是香港首家酒店將色彩

療法概念融入酒店設計，為客人締造煥然

一新的住宿體驗。

酒店採用的科技以住客為本，其中包括

手提電話房間登記入住服務，住客可利用

手提電話輕鬆進出客房，既省時又方便。

而客房配備的智慧手機則可免費撥打本

地及國際電話至中國內地、新加坡、南韓、

泰國及美國五個指定國家，並提供3G網

路，互動地圖及香港旅遊指南。
李嘉琪女士

香港「逸．酒店」營業總監

香港最佳新酒店

香港「逸·酒店」

此外，酒店提供兩個餐飲熱點，分別是

全天候炮製自家制健康菜式的Palette餐

廳，和適合三五知己聚會的Amplitude酒

吧。酒店的戶外平臺花園設置德國頂級的

身歷聲音響系統，是舉辦雞尾酒會或各式

活動的理想選擇。

逸．酒店在短短一年間屢獲殊榮，這次

獲獎給了我們莫大的鼓勵，我們會繼續

「以心待客」的態度作為己任，為賓客提

供更具國際水平的服務。

Best Theme Hotel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隆集團目前旗下擁有三大世界級主題旅

遊景區，分別是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珠

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以及待開發的

清遠長隆國際森林度假區。

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是長隆集團旗下

首個綜合性主題旅遊度假區，年接待遊客

超過1,600萬人次，擁有長隆野生動物世

界、長隆歡樂世界、長隆國際大馬戲、長隆

水上樂園、廣州鱷魚公園和長隆酒店等多

家頂尖主題公園及酒店。其中，廣州長隆

酒店是中國以動物主題的生態酒店，1,500

間各具特色的生態客房圍繞中庭動物島而

建。

2014年正式開業的珠海橫琴長隆國際

海洋度假區，兩年來憑借長隆海洋王國、

長隆橫琴島劇院、長隆橫琴灣酒店、企

鵝酒店、馬戲酒店和迎海國際公寓六大項

目，讓來自全國各地的上千萬遊客在這裡

享受到了「海洋極地之旅」帶來的樂趣。

前來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的遊

客累計已經達到2,500萬人次，取得了驕人

的成績。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的

接待客房數量將接近5,500間。

2015年11月清遠長隆國際森林度假區也

全面動工，占地8.6萬畝，包含上千種近5萬

隻動物近百植物，並主要分為銀盞、迎咀、

華僑農場三大主題地域。建成后，作為第

三個世界級旅遊綜合體的清遠長隆國際

森林度假區，將成為集全球首創的森

林主題公園群、世界珍稀動物種群、

生態度假酒店群和動植物科研實踐基

地群、文化創意及教育矩陣于一體的

世界級森林綜合體。

劉勁康先生

廣州長隆酒店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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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TTG China能肯定三亞美高梅

度假酒店在旅遊市場上的影響力，並授予

我們這份殊榮。TTG 中國旅遊大獎評選在

亞太地區的口碑和公信力令人矚目，其掌

握多元信息來源的團隊能隨時為讀者提供

最關鍵的市場發展信息，深得大中華旅業

專家的肯定。

三亞美高梅以其「挑戰活力、感受心跳、

縱情娛樂」的品牌基因，通過馬戲團駐店

表演、升級泡泡島兒童水上樂園等一系列

舉措，為賓客創造餐飲、娛樂、家庭等全方

位「目的地式」度假體驗。

此次有幸獲此大獎，也是充分肯定了酒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獲得TTG中國旅遊大

獎頒發的獎項。擁有超過650間商店，超過

100間餐廳，6家國際酒店，以及適合家庭參

與的活動包括威尼斯人的街頭表演及體驗

夢工廠；TTG中國旅遊大獎所頒發之「中國

最佳度假酒店（非海濱）」獎項，肯定了澳

門金沙度假區推動澳門成為休閒旅遊目的

地的承諾。

接着今年九月份，以巴黎鐵塔彷模型為

特色的澳門巴黎人開幕，將提供水世界池

畔設施以及更多商店和餐廳，定能吸引更

多旅客到澳門旅遊。

王苗女士 
市場傳訊總監

 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海濱)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非海濱)

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 澳門金沙度假區

博露芙女士(Ruth Boston)
市場推廣及銷售業務副總裁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度假區

榮膺2016 TTG中國旅遊大獎——「中國

最佳新度假酒店」， 我們非常榮幸。此獎

項不僅代表了中國旅遊業界對我們的高度

認可，也是對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

所有成員的專業服務、熱情待客的肯定和

鼓勵。

作為喜達屋集團在雲南的首家品牌酒

店，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的開幕開

啟了喜達屋集團在雲南省的新篇章。酒店

地處美麗的西雙版納嘎灑旅遊小鎮溫泉度

假區的核心地帶，是靜謐、舒適的「天然氧

吧」。在這片充滿陽光與神秘的樂土上，西

雙版納喜來登大酒店將帶您探索熱帶雨林

中的神秘動植物，近距離感受13個少數民

族的風土人情；騎單車探訪古寨去看千年

古樹、古井，佛寺將傳說寫進您的旅程日記

留下令人難忘的記憶瞬間。酒店寧靜的特

色溫泉體驗為您帶走疲憊，伴隨山間的樹

葉與鳥兒聲，為你做個天然音樂SPA，徹底

遠離都市喧囂。

在喜來登，行動勝于語言，回首2015，我

們迎接了喜來登品牌進駐中國30周年慶

典在西雙版納的媒體推薦及《爸爸去哪兒

3》明星家庭在西雙版納站的拍攝接待任

首先非常榮幸受邀參加第八屆TTG中國

年度旅遊大獎的頒獎晚會，並代表麗江悅

榕莊領取「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大獎。

同時感謝大獎組委會及所有支持麗江悅

榕莊水療的人們，因為你們的肯定，我們

才有機會獲得今天的成績。

這已不是麗江悅榕莊第一次獲此殊榮，

在去年麗江悅榕SPA已經榮獲兩項大獎：

獲 2014年第七屆TTG中國年度旅遊大獎

之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及2014年1月榮

獲 2013年度旅遊休閒雜誌最佳Spa大獎。

作為亞洲領先的SPA運營商，以及熱帶

花園SPA概念的先鋒，悅榕SPA在1994年

設立于泰國普吉島。

身為亞洲首個奢華東方泉浴的開創者，

悅榕SPA重新詮釋了傳承世代的美容和健

康秘方。悅榕水療SPA以其專業的產品與

高品質的服務，作為悅榕集團的明星產品

享譽世界。

不同的悅榕莊會根據當地特色就地取

材，融入不同的元素。麗江悅榕莊水療汲

取雲南當地天然原料，加之高原特有的肉

桂石，使顧客的感官盡情沉醉于徹底的放

鬆與愉悅之中。

蔡德來先生

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總經理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

店獨樹一幟的度假理念。我們將秉承恭殷

的服務精神和沿襲拉斯維加斯式娛樂特

色，打造客人摯愛的海濱度假酒店。

今年是麗江悅榕莊成立第10年，「中國

最佳Spa度假酒店」大獎也是對我們10周

年店慶的最好禮物。我會帶領我的團隊繼

續秉承悅榕集團的服務理念，不斷提高酒

店產品的品質，繼續維護顧客心目中最佳

水療度假村的崇高地位。

我要再次感謝酒店同事的共同努力，感

謝TTG中國年度旅遊大獎組委會。再次感

謝大家對麗江悅榕莊的肯定與支持。

林曉瓊女士

雅詩閣中國區市場及線上營銷部部長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運商

雅詩閣中國

範立君先生

總經理

麗江悅榕莊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麗江悅榕莊

務，成功接待了湄公河六國外長會議。11

月，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酒店順利晉升為

“Sheraton Grand”。我們將致力于為賓客

提供創新的、超越期望的服務體驗，「輕

輕出行」便是喜來登一直宣導的目標和理

念；主要目的是讓賓客在西雙版納休閒旅

遊中留下溫馨難忘的回憶。

我們希望在西雙版納這塊美麗而生機

勃勃的土地上，將喜來登的文化與服務帶

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將西雙版納雲

投喜來登大酒店打造成為中外遊客首選之

地。在此，特借助《TTG China 旅遊報》向

西雙版納雲投喜來登大酒店的忠誠客戶、

業主及酒店管理團隊、同仁們一年的辛苦

付出表示感謝。

十分感謝2016 TTG中國旅遊大獎再度

將「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運商」授予雅

詩閣，這已是雅詩閣連續9度蟬聯此項殊

榮，對此，我們深感榮幸！

雅詩閣作為全球最大的服務公寓業主

及運營商，通過投資、管理合同、戰略聯

盟及特許經營等多種模式驅動雅詩閣在

華的持續擴張。目前，雅詩閣在華管理着

85家物業，超過15,000套服務公寓單元，

其中運營物業達43家，預計今年年內還將

有7家物業開業。

同時，我們在全球範圍更大力度推廣融

入當地文化的雅詩閣生活方式，為更多客

人帶來賓至如歸的入住體驗與溫馨舒適的

Ascott Lifestyle。

卓越榮耀三十余載，離不開每一位雅詩

閣人的敬業與奉獻，更離不開所有住客、

媒體與合作伙伴一如既往的支持與厚愛。

借此機會，我想再度感謝組委會為樹立行

業標杆、推動行業進步所做出的貢獻，更

要感謝所有朋友的支持與肯定！

“因為你們的肯定，我們才有機會獲得今天的成

績。我們將致力于為賓客提供創新的、超越期望的

服務體驗。”

酒店式公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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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非常榮幸地可

以連續6年獲得TTG China評選的Best 

Cruise Operator這一獎項，我們由衷地感

謝旅行社合作伙伴以及消費者們一直以來

對于皇家加勒比的厚愛和支持。

皇家加勒比從2009年進入中國以來，致

力于將全球最具創新性的遊輪帶給中國

消費者。2009年「海洋神話號」到來，2012

年皇家加勒比將當時亞洲噸位最大的「海

上巨無霸」海洋航行者號引入中國，引領

中國遊輪行業進入「大船時代」。2015年

革命性的高科技豪華遊輪「海洋量子號」

落戶上海進行全年母港運營，標誌着中國

遊輪行業「量子時代」的正式來臨。2016

年將萬眾矚目的全球最新遊輪「海洋贊禮

號」部署天津，「海洋贊禮號」是第一艘下

水即服務于中國母港的豪華遊輪，和她的

姐妹船「海洋量子號」同屬世界最先進的

歌詩達郵輪非常榮幸獲得由TTG China

《旅業報》頒發的第9屆TTG 中國旅遊大

獎——「最佳特色旅遊郵輪運營商」。作

為首家進駐中國運營郵輪母港航線的國

際郵輪公司，歌詩達郵輪攜手旅業伙伴致

力于中國郵輪產業的發展。在此，我謹代

表公司衷心感謝TTG China《旅業報》和

旅業伙伴的鼎力支持。

歌詩達郵輪于2006年率先進入中國市

場。十年來，歌詩達郵輪將「海上意大利」

為特色的郵輪產品帶給中國市場。目前，

歌詩達郵輪旗下有共四艘郵輪服務中國

及亞洲市場——「時尚之船」維多利亞號、

「海上威尼斯」大西洋號、「海上古羅馬」

賽琳娜號以及於今年4月剛從上海盛大啟

航的「海上博物館」幸運號，以純正的意

式風情、多樣的郵輪選擇、豐富的假期產

品、貼心的專業服務為更多中國遊客帶來

歐式郵輪體驗。

作為中國郵輪行業的領軍者, 歌詩達郵

輪堅持銳意創新，于2015年為中國遊客量

身定制的首個中國出發的環球郵輪——

量子船系。

皇家加勒比不僅是航海者，也是夢想

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彙聚在一起的人

們，嚮往着改變世界遊輪旅行的方式，我

們將他人所不敢想化為真切的現實，我們

希望和各位旅行社同仁共同努力，真正實

現讓中國消費者在家門口即可享受世界一

流的遊輪體驗。

歷時86天途徑三大洋、五大洲、帶領中國

遊客遊歷18個國家，28個目的地，這是中

國郵輪業發展又一具有里程碑式的創舉。

2016年11月30日，歌詩達郵輪將推出46天

環南太平洋航線——歌詩達·大西洋號將

從天津啟航，橫跨2個大洲、9個國家、13個

島嶼，途經14個港口，續寫中國郵輪環球

時代的新篇章。

2017年，歌詩達郵輪旗下新浪漫號將加

入亞洲艦隊。歌詩達郵輪集團為中國市場

量身訂購的兩艘新船將于2019與2020年

來到中國，這些舉措將進一步鞏固歌詩達

郵輪在中國及亞洲市場的領導者地位。

我們真誠期待繼續得到旅業伙伴的關注

和支持。

中國最佳郵輪運營商 中國最佳特色旅遊郵輪運營商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歌詩達郵輪

陸軍先生

中國國際旅行社上海公司董事總經理

非常榮幸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有限公司

（簡稱「國旅總社」）能夠再度榮獲TTG

中國旅遊大獎「中國最佳旅行社獎」，感

謝TTG對國旅總社一直以來的支持，也感

謝廣大消費者對國旅總社一如既往的認可

與厚愛。

作為目前國內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旅

行社企業集團之一，國旅總社始終恪守着

「誠信服務」的經營理念，不斷為廣大消

費者傳遞旅遊的快樂，延伸旅遊的享受。

未來，國旅總社將持續提升服務品質，優

化升級旅遊產品，讓更多的人享受旅遊帶

來的快樂。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莫興萃先生

歌詩達郵輪集團亞洲總裁 
劉淄楠博士

北亞太及中國區總裁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朱國強先生

蘇州市旅遊局局長

大家好！很高興蘇州榮獲TTG2016年度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大獎，我謹代表蘇

州感謝TTG以及廣大讀者對蘇州的支持

以及厚愛！

蘇州，一座有着2,500年歷史的東方水

城，是一座能夠把剛與柔、雅與俗、傳統

與現代、科技與人文、物質與精神、城市與

鄉村、西方與中國，這些看似衝突的東西，

完美而奇特地結合起來的一座城市，西方

在這裡展開邏輯，中國在這裡保留精緻。

蘇州是中國首批24座國家歷史文化名

城之一，是吳文化的發祥地，在這裡，活力

與魅力兼具，古韻與今風共在，是這個城

市的驕傲，也是蘇州人的榮耀與福分。

蘇州籍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李政道先生曾經說過：「我不知道天堂是

什麼樣子，但是天堂如果有蘇州的十分之

一美麗，那就很好了！」。無論你是蘇州的

遊子還是觀光的遊客，無論你是短暫的居

住還是長期的生活，只要你來過這裡，蘇

州總會留在你的心裡，蘇州總會成為你的

精神的家園和永遠的故鄉。

借此機會，我代表蘇州人民邀請大家常

來蘇州，體會江南水鄉的獨特魅力，品味

古韻今風的完美結合！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蘇州

陳平先生

副處長

上海市旅遊局國際旅遊促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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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世博場地的在開發、國家會展中心

項目和上海迪士尼的開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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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者對上海的支持

和配合，也感謝TTG傳媒集團為中國和亞

太地區各城市旅遊發展所做的貢獻。

中國會議商旅城市

上海

關淑敏女士

新加坡旅遊局華東區處長

非常感謝TTG China一直以來對新加坡

的支持，能獲此殊榮， 我們感到非常的榮

幸！

新加坡旅遊局始終致力于推動旅

遊業發展，通過「我行由我新加坡」

(YourSingapore) 品牌宣傳，提供以用戶為

中心的豐富體驗，將新加坡打造成不容錯

過的精彩目的地。

新加坡旅遊局也非常重視中國市場的開

發和旅客體驗的提升。從去年10月起，新加

坡旅遊局上線了全新升級的微信官方帳號

和百度直達號，助力遊客通過移動設備輕

鬆遊覽新加坡。

與此同時，新加坡旅遊局與國內各大四

大線上平臺，包括攜程、阿裡旅行、途牛旅

行網，以及社交評論網站螞蜂窩、大眾點評

網簽署合作備忘錄，旨在優化旅行各環節

的體驗，為中國的遊客提供更便捷、深度

和細緻的目的地旅行體驗。

今年5月，新加坡旅遊局推出全新的系列

微電影——「新有靈犀從心發現」之旅，通

過「閨蜜」間的親密互動，鼓勵遊客能夠深

入體會、從心發現屬于自己新加坡，並將自

己的新發現通過網路等方式分享給更多的

朋友。

而在商務會獎活動上，2016年，新加坡

旅遊局將繼續攜手業界伙伴，推出滿足中

國商務會獎遊客喜愛的活動、場地、完善

線上移動端的服務等來進一步提升商務遊

客到目的地后的旅行體驗，同時升級適合

不同規模團體的獎勵政策，打造定制化的

激勵性方案，為會展旅客帶來個性化與增

值的體驗。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新加坡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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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TTG China》的讀者和旅遊業界

再次對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投以肯定

的一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很榮幸

在10周年慶典期間，再次獲得TTG China

『中國最佳主題景區』旅遊大獎。這亦是

我們連續7年蟬連此殊榮，印證了樂園度

假區所有演藝人員的努力及專業服務，同

時代表旅遊業界對我們的認同。在此，我

們衷心感謝TTG China及各業界一直以來

的鼎力支持。

香港迪士尼為不同的賓客呈獻難忘且

獨一無二的迪士尼奇妙體驗，並發展為區

內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一系列精

彩紛呈的娛樂項目及遊樂設施，為賓客帶

來源源不絕的奇妙體驗。

全長28分鐘的音樂劇鉅獻「迪士尼魔法

書房」，由米奇、高飛及雪寶帶領賓客穿梭

7個迪士尼故事，投入奇妙旅程；「童話園

林」— 由潘朵拉呈獻透過園林中的互動

故事書與音樂盒，把經典的迪士尼公主童

話場景活現眼前；晚間的「星夢奇緣」煙

花表演加入嶄新的影像投影技術，睡公主

城堡上的影像會與空中的璀璨煙火互相

融合，大放異彩，加上得獎項目 ─「迪士

尼光影匯」夜間巡遊，令度假區的全天候

娛樂體驗更多元化，賓客每次到訪都有全

中國最佳主題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黃謹言先生

亞太區銷售副總裁

華特迪士尼樂園及度假區

新的奇妙驚喜。

展望未來，香港迪士尼永不停步，秉承

迪士尼的優良傳統，繼續發揮創意及豐

富想像力。香港迪士尼將于今個夏季推出

星球大戰特備項目，而首個以漫威「鋼鐵

俠」為主題的遊樂設施「鐵甲奇俠飛行之

旅」亦將于今年年底開幕，第3間酒店「迪

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也將于2017年落

成。我們熱切期待與旅遊業界繼續緊密

合作，共同開發創新靈活的銷售策略及旅

遊產品，將迪士尼的奇妙魔法帶給更多賓

客，締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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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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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商旅推廣）」的

寶貴一票投給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會獎舉辦經驗、完

善的基礎設施和無與倫比的吸引力，這些

都是吸引中國會獎訪客的關鍵所在。

得益于各航空公司、酒店、旅行社伙伴

們的一貫支持，我們才能贏得這一卓越獎

項。獲此殊榮也是對合作伙伴們給予我們

全力支持的一種肯定。

這一獎項將激勵我們繼續努力向前，確

保澳大利亞成為中國傑出的首選商務會

獎旅遊目的地。我們今后將繼續深化商務

會獎旅遊在中國市場的推廣與發展，加強

與中國業界的緊密合作，力爭提供更多卓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會議商旅推廣)

澳大利亞旅遊局

越的會獎旅遊項目及服務。

我們會繼續依託澳大利亞優質的商務

會獎設施和旅遊體驗、傑出的美酒佳餚、

無與倫比的自然風光、水上及沿海美景，

為見多識廣的商務會獎客人們，奉上畢生

難忘的精彩體驗。

何安哲先生何安哲先生(Andrew Hogg)
總經理總經理

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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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年一度，

精英共聚、專業傳承的盛會；

獎勵傑出貢獻，

推動產業發展，

激勵品質提升，

促進交流成長；

TTG China旅遊大獎的大門，

永遠為追求突破的卓越人士敞開！

歡　聚

交流

盡興

舉杯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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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

留念

珍貴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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