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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TTG中國旅遊大獎
多年有成與新進受封之卓越優勝者  榮耀齊聚 

About the AwArds 大獎簡介

在第五屆TTG中國旅遊大獎的60個優勝

者中，共有24個組織是首次獲獎，另有

11個機構則連續五年來，年年皆榜上有

名，甚為難得。今年TTG中國旅遊大獎頒

獎典禮于4月19日晚間，在上海雅居樂萬

豪酒店舉行。

本屆TTG中國旅遊大獎于今年1~3月共

收到38,000張選票，這些都是

來自TTG China旅業報及TTG 

BTmice China企業旅遊報遍佈大

中華地區之專家讀者，包括旅

遊顧問、旅遊業者、

目的地管理公司等，

由其通過書面及線上

票選出本次各獎項的

優勝者。

在首次獲獎者中，澳大利亞旅遊局為

首個非大中華地區之國家旅遊機構贏得在

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者。此外，奕居

則為太古集團裡第二家拿下中國最佳精品

酒店者。

再者，最佳豪華酒店的新進得獎者在

長青優勝群中顯得相當耀眼。香港最佳

豪華酒店今年由麗思卡爾頓酒店脫穎而

出，成功挑戰了香港半島酒店（2011及

2008年得主）與香港四季酒店（2010及

2009年得主）。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則

繼去年拿下上海最佳新酒店之后，今年又

一舉贏得上海最佳豪華酒店。而首次獲獎

的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也成功躋身廣

州最佳豪華酒店之列。

于最佳商務酒店中，同樣可看到三位

新面孔，持續有新血輪的加入。北京華彬

費爾蒙酒店及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分別獲

得北京最佳商務酒店、上海最佳商務酒

店。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則繼去年贏得深

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后，又一次在商務酒

店領域中獲得大家的肯定。

TTG China旅業報及TTG-BTmice 
China企業旅遊報發行人徐美表示，「這

些新的得獎者代表中國旅遊業界所展現出

的活力與競爭力，但我們也必須持續肯定

多次獲獎者的卓越表現，及長期維持服務

品質居高不墜、領先業界之用心。」

的確，這11個自2008年第一屆TTG中國

旅遊大獎即年年獲獎的機構，其成就有目

共睹，包括上海（中國最佳會議商務城

市）及雅詩閣（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

運商）。此外，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

（深圳最佳豪華酒店）、澳門假日酒店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及廣州花園酒店

（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多年來皆在其

領域中保持領先地位。

而在最佳航空公司之各獎項中，幾乎

去年的得獎者多憑藉着不斷的努力，力保

優勝之姿，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最佳中國

航空公司）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最佳亞洲

航空公司）甚至皆已連續五年掄元，法國

航空及聯合航空則緊抓最佳歐洲航空公

司、最佳美洲航空公司不放。唯卡塔爾航

空公司在經過多年努力經營后，今年總算

成功拿下最佳中東航空公司的榮耀。

另一方面，連鎖酒店及最佳會議接待

酒店等獎項中，亦看到不少老將穩居前

茅，包括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北京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及宜必思（大中華市

場最佳經濟型酒店品牌）。

TTG中國旅遊大獎頒獎典禮明年仍將于

上海舉行，下一屆的投票作業將于今年12

月起展開，歡迎屆時踴躍參與。

■ 2012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得獎名單

航空公司獎（授予在中國運營及服務的航空公司）

1.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

2.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 
3.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法國航空 
4.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美國聯合航空

5.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卡塔爾航空

其它旅遊服務獎項

6.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7.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杭州

8. 中國最佳會議商務城市 上海 
9. 中國最佳會展中心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會議中心

10. 最佳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

11. 最佳主題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

12.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澳大利亞旅遊局

13.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會議商務推廣） 新加坡旅遊局

連鎖酒店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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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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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酒店品牌 麗思卡爾頓酒店

17.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酒店品牌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18. 大中華市場最佳經濟型酒店品牌 宜必思

 度假型酒店獎

19.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麗江悅榕莊

20.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

21.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三亞文華東方酒店

其他酒店獎

22. 中國最佳精品酒店 奕居

23.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酒店式公寓獎

24.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運商 雅詩閣中國

個別酒店獎最佳豪華酒店

25. 北京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柏悅酒店

26. 上海最佳豪華酒店 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

27. 廣州最佳豪華酒店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

28. 深圳最佳豪華酒店 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

29.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30. 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澳門君悅酒店

最佳中檔酒店

31. 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北京麗亭酒店

32. 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上海浦東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

33. 廣州最佳中檔酒店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34. 深圳最佳中檔酒店 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

35. 香港最佳中檔酒店 香港8度海逸酒店

36.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

最佳商務酒店

37. 北京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38. 上海最佳商務酒店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39. 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廣州花園酒店 
40. 深圳最佳商務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41. 香港最佳商務酒店 The Mira Hong Kong
42.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澳門美高梅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43. 北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44.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

45. 廣州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46. 深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深圳喜來登酒店

47. 香港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香港君悅酒店

48.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度假村

最佳新酒店

49. 北京最佳新酒店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50. 上海最佳新酒店 上海雅居樂萬豪酒店

51. 廣州最佳新酒店 廣州白雲萬達希爾頓酒店

52. 深圳最佳新酒店 深圳瑞吉酒店

53. 香港最佳新酒店 唯港薈

54. 澳門最佳新酒店 「澳門銀河」

其他地區酒店獎

55.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大連新世界酒店

56.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酒店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

57. 中國西北地方最佳酒店 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廈酒店

58. 中國華東地區最佳酒店 廈門艾美酒店

59.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酒店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

60. 中國西南地區最佳酒店 成都世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

本屆TTG中國旅遊大獎于今年

收到38,000

來自來自TTG China

BTmice China

中華地區之專家讀者，包括旅

↑TTG亞洲媒體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黃漢明先生 

↑第五屆TTG中國旅遊大獎

主持人Maria Chen

←TTG亞洲媒體集團發行人

鄒義利先生 
→TTG China & TTG-BTmice 
China發行人徐美女士于頒

獎典禮現場為佳賓們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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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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讀者再次給予喜達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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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朋酒店 (喜來登集團

管理) 和雅樂軒八大酒店品牌，近38,000名

員工，4月迎來了100家開業酒店的里程碑，

目前運營着100多家酒店，還有超過90家

在籌備中。 

值得提出的是，屢獲殊榮的SPG俱樂部

計劃被公認為全球最優酒店忠誠計劃，集

合了喜達屋旗下所有品牌，在業界獨佔鰲

頭。今年年初，SPG俱樂部推出有史以來

最為豐厚的精英會員禮遇，包括 24 小時

登記入住、喜達屋專屬大使服務及終身會

籍等，再創行業先河。我相信，喜達屋將不

斷努力，繼續成為世界各地賓客入住的上

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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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TTG旅業報的大力支持，錦江獲評

2012年度大中華市場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獎。我很榮幸代表這個中國民族品牌，接

受第五屆TTG中國旅遊大獎頒發的殊榮。

也十分感謝讀者們的投票支持。此次獲獎

認可並表彰了錦江國際酒店集團在業界品

牌的不斷提升以及傑出的經營成績。

hotel ChAin AwArds 連鎖酒店獎

黃劼女士

大中華區市場營銷副總裁

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

施樂德先生

錦江國際酒店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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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 錦江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劉靖女士

法國雅高酒店集團大中華區資訊總監博瑞恩先生

麗思卡爾頓酒店集團中國區區域副總裁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經理

大中華市場最佳經濟型酒店品牌

宜必思

大中華市場最佳豪華酒店品牌

麗思卡爾頓酒店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獲得2 0 1 2

年TTG中國旅遊大獎「大中華區最佳奢

華酒店品牌」！這是麗思卡爾頓第三次

獲此殊榮，這也再次印證了我們的紳士

淑女們每日提供的細緻入微的服務，得

到了客人們的高度認可。

中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市場，這次獲

作為中國最大的連鎖酒店品牌之一，錦

江不斷加速海外拓展腳步，我們全新成立

的市場營銷管理團隊，具備豐富的國際

酒店管理經驗。為品牌的提升作出不懈努

力。目前，在大中華區，預計有30家錦江

酒店簽約並將陸續在各地開業，其中包括

設計定位僅次于迪拜哈裡發塔的世界第

二高酒店J Hotel。 與此同時，錦江旗下

已經運營的酒店，不僅推出彰顯人文特色

的經典酒店系列，全新創立的商悅品牌更

獨具年輕現代的品牌氣質。 

每個國家都需要他們的自己的品牌代

表這個民族走向世界，在德國、印度、迪

拜、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均有先例。在中

國，錦江國際酒店集團實至名歸擔當這一

讚譽。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錦江將晉

身為具國際影響力的傑出品牌。

獎不僅是對我們在中國已經開業的8家酒

店所提供的服務的認可，更為我們在未

來兩年中即將開業的5家酒店樹立了標杆

和承諾。

麗思卡爾頓酒店集團以提供傳奇服務

引以為豪，我們最先考慮的永遠是如何

確保為客人提供卓越的服務。我們的紳

士淑女們總是致力于為客人提供他們所

期望的、傳統和現代相結合的高端服務

體驗。

我們從來都沒停止過聆聽客人的建

議。我們在中國區的優異表現是集團全

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努力實現

客人的一切需求，使每一個服務環節都

成為客人離店后的美好回憶。

麗思卡爾頓打造的不僅僅是一個酒店

品牌，更多的是為中國及世界各地的賓

客打造一種高端的生活方式，為他們創

造終生難忘的美好記憶。

再次感謝TTG China的讀者們選擇我們

並「讓我們常在您心」，讓我們再次榮

獲「中國最佳奢華酒店品牌」的殊榮！

TTG中國旅遊大獎是中國最為權威、最

受認可的旅遊業界殊榮之一。我們十分榮

幸集團旗下宜必思品牌獲選「大中華市場

最佳經濟型酒店品牌」，這無疑是對宜必

思酒店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極大肯定。

法國雅高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

集團之一，也是歐洲酒店業的領導者。作

為集團旗下的經濟型酒店品牌，自1974年

第一家酒店開業以來至今，宜必思已經迅

速壯大成為歐洲經濟型酒店的領跑者。

「品質」是宜必思酒店日常服務和待

客承諾的核心。宜必思是第一個獲得

ISO9001國際標準品質體系認證的經濟型

連鎖酒店品牌。每年，各家宜必思酒店都

將對包括設施、員工、服務及流程在內的

各方面管理進行全面而獨立的審核，確保

每一家酒店都能為客人提供全球統一標

準的高品質服務。

周卓瓴先生

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營運高級副總裁

大中華市場最佳中檔酒店品牌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是全世界也是中

國最具知名度的中檔酒店品牌。進入中

國市場近30年，假日酒店已經成為了中

國客人旅行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0年，假日酒店品牌完成了酒店業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品牌重塑。全新亮相的

全球3,000余家假日品牌家族酒店，成為

了各個城市及度假勝地的一道亮麗風景

線。

感謝TTG的讀者及業界同仁對假日酒

店品牌的垂愛和支持。再次獲得「最佳

中檔酒店品牌」殊榮是對該品牌的莫大

鼓舞。洲際酒店集團攜旗下大中華區所

有假日酒店，將竭盡全力為客人及所有

業界同仁提供最佳住宿、會議及餐飲體

驗。

我們相信，高標準的服務品質將為宜必

思品牌帶來美譽度，從而提升客戶的忠誠

度。 事實上，我們在此方面已經取得了

矚目的成就：88%的宜必思客人對酒店服

務感到滿意；高達96.6%的客人會向他人

推薦宜必思酒店。 

宜必思品牌將繼續為中國客人提供全

球統一標準的高品質服務。

得獎真開心！雅高集團得獎真開心！得獎真開心！得獎真開心！得獎真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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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TTG頒發「中國最佳旅行社」

獎項給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有限公司。

2011年，國旅總社緊密圍繞「規模擴大、資

源整合、價值延伸、水平提高」的戰略實

施主線，更新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

加快管道建設、擴大市場份額、增大集中

採購範圍、促進業務聯動，在確保公司整

體營運品質得到提高的同時，進一步增強

了企業的凝聚力和抗風險能力。

作為國內目前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旅

行社企業集團，國旅總社一直致力于經營

規模的擴張與服務水平的提升，也得到了

市場的充分認可。2011年，「國旅 CITS」品

牌以196.68億元的品牌價值，榮登2011年

度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第48名，

旅遊行業排名第一。

2012年，國旅總社將在保持經濟規模持

續增長，運營能力不斷提升的基礎上，突

出公司的社會價值，堅持以客戶為導向，

力爭為旅遊消費者提供更高品質的旅遊服

務，並為中國旅遊業的健康發展貢獻力量。

作為大中華區旅遊界久負盛名的權威評選

—「TTG中國旅遊大獎」的締造者和推動

者，TTG正通過不斷樹立高水平模範基準

來推動業界的全面進步，國旅總社在此對

其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表示誠摯的感謝。

杭州風景秀美，素有「人間天堂」之稱。

經過多年的綜合保護，西湖更加璀璨奪

目，再現了300年前「一湖映雙塔，湖中鑲

三島，三堤淩碧波」的風貌；西溪國家濕

地公園作為首個國家濕地公園，更是讓杭

州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四大重點風景旅

遊城市之一。

韓笑女士

杭州市旅遊委員會市場處處長

中國最佳旅行社 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 杭州

陳平先生

上海市旅遊局國際旅遊促進處副處長

中國最佳會展中心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會議中心

中國最佳會議商務城市

上海

來到杭州，四季都有不同的風景可賞，比

如：冬看「斷橋殘雪」，春品「西湖茶宴」，

夏觀「曲院風荷」，秋賞「平湖秋月」。

杭州交通設施發達，坐落于杭州市東邊

的蕭山國際機場是華東地區第二大國際

機場，現已開通了國內外航線126條；作為

浙江的鐵路運輸樞紐，杭州鐵路十通八

達，而新開通的動車組更加縮短了杭州與

其他城市之間的距離；而滬杭高速和滬寧

高速讓杭州的公路交通十分快捷方便；除

此之外，進出杭州還可以選擇水路，京杭

大運河上從蘇州至杭州的遊船以可以到

達蘇州和無錫兩地。

杭州擁有一流的酒店、會議和展覽設

施，具有承辦大型、國際性會議、展覽和

節慶賽事等活動的能力。杭州擁有各類

檔次、規模不等的酒店共200余家，其中

五星級酒店39家，四星級酒店98家，三星

級酒店12家。酒店內均配備一流的會議設

施，可滿足大型團隊在此開會、舉辦活動

的需要。

感謝TTG媒體讀者投票再次選擇上海

作為中國最佳商務旅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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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者提供的商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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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對上海的支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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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謹代表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會議

中心的全體員工，向大家致以最真摯的謝

意。此次由《TTG China》頒發的「中國最

佳會議中心」獎項，是對上海環球金融中

心會議中心的認可，也是對我們一如既往

的優質服務的再次肯定。

新落成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上海的

新地標性建築，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會議中

陳榮先生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有限公司CEO 

心也處于亞洲會議會展的領軍地位，擁有

世界最高會議場地及時尚的設備，舒適且

高品質的會議設施。會議中心自2008年開

業以來，始終秉承公司對客人的承諾和宗

旨，堅持綠色會議的環保理念，接待國內

外公司各類會議會展活動，並廣獲好評，

服務滿意率始終保持在100%。

今天，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會議中心能再

次獲得大家的認可，榮膺「中國最佳會議

中心」的榮譽，要歸功于我們全體員工的

不懈努力，當然，更要感謝大家對我們會

議中心長久以來的支持和幫助。

在面對更多的榮譽和挑戰時，我們都將

更為努力，秉承會議中心的服務理念，帶

來最出色的個性化服務，以立于會議行業

之顛。

總經理山田洋一郎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會議中心

最佳主題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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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TTG China的讀者對樂園再次投

以肯定的一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連續三年獲得此項殊榮，實在有賴業界

的鼎力支持。隨着度假區邁向新里程，于

2009年開展斥資港幣36億元的擴建項

目，首個主題園區『反鬥奇兵大本營』已

于去年11月開幕，並廣受業界和賓客歡

迎。

為創造更多迪士尼奇妙體驗，全球獨

有的「灰熊山谷」和「迷離莊園」將分別

于今年夏季及明年落成。香港迪士尼樂

園度假區將繼續以賓客為先，積極發揮

創意，與業界攜手推出多元化的產品和

服務，共創商機。

倪建華先生 
北亞區總經理兼中國區首席代表

澳大利亞旅遊局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澳大利亞旅遊局

非常感謝TTG《旅業報》將這麼重要

的獎項授予澳大利亞旅遊局，這是TTG及

業內人士對于澳大利亞旅遊局在中國市

場長期耕耘及成績的肯定及認可。TTG作

為旅遊雜誌翹楚，一直是業內人士的行業

「寶典」，為促進旅遊業的健康發展起到

積極的作用。

這個獎項對我們而言意義非凡。在過去

一年中，澳大利亞旅遊局在中國市場積極

部署，在提升消費群體的品牌認知度，制

定地域性戰略，加強旅遊體驗品質，提升

航空運力，加強澳中政府合作，強化業界

伙伴關係等領域里加大力度，力求在急速

增長的中國境外遊市場中確保並提升澳

大利亞旅遊競爭優勢。

我們聯合各個領域的合作伙伴合作，

推出了多個消費者活動，如「私奔澳大利

亞」大型招募活動，助三組選手遠赴澳大

利亞實現旅行夢想；及近期推出的旅遊微

電影《再一次心跳》，將澳大利亞的自然

景觀，浪漫風情和多樣旅遊體驗以影視作

品的形式展現並結合網路社交媒體推廣，

引起極大反響。而在行業合作方面，我們

也加強力度，將原有的「澳大利亞卓越旅

遊專家」項目升級成為「澳大利亞卓越旅

遊專家旅行社」，並不斷優化每年的大中

華區旅業洽談會和商務會獎洽談會，為更

多澳中買賣雙方提供平臺，提高赴澳遊市

場的整體水平。

在2012年，品牌戰略仍是我們宣傳的主

導模式，以數位媒體為主導的全媒體營銷

和傳播將會是我們與中國消費者溝通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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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淄楠博士

中國及亞洲區董事總經理 
皇家加勒比遊輪有限公司

7other trAvel serviCes AwArds 其它旅遊服務獎項

TTG中國旅遊大獎是旅遊行業最知名

最具有影響力的獎項之一，皇家加勒比國

際遊輪能夠連續四年獲此殊榮，我深感榮

幸。在此，我衷心感謝TTG和廣大消費者

對于我們的長期支持和厚愛！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將始終秉持「創

新」的理念，今年將為中國市場帶來全球

十大遊輪之一的「海洋航行者號」，這艘亞

洲巨無霸將從中國母港始發，帶來更多繽

紛多彩的航線，致力于為越來越多中國遊

客營造難忘的海上假期體驗！ 

首先，衷心感謝TTG China的讀者朋友

們，是你們的支持，使新加坡旅遊局榮獲

最佳推廣會議商業旅遊的榮譽。這份榮譽

再次肯定了新加坡作為商業旅遊首選目的

地的定位。我們的成功應歸功于穩定的商

業基礎、促進商業活動的環境， 以及旅遊

業者的合作與鼓勵。

2011年，新加坡在商業旅遊中取得了

輝煌的成績。新加坡旅遊局通過與會

議主辦方的緊密合作，吸引了許多新

的商務項目，如亞洲行業論壇─音樂界

周振興先生

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長

新加坡旅遊局

最佳郵輪公司 在華最佳海外國家旅遊機構 (會議商務推廣)

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 新加坡旅遊局

（Music Matters）、亞洲油輪船舶展覽與

會議（Cruise Shipping Asia）和Currency 

Conference。此外，一些由新加坡發起的

會展活動，如新加坡水源周和新加坡旅遊

節都見證了訪客增長率的蓬勃上升。其中，

中國業者的支援更是不容忽視。新加坡在

2011年接待了完美（中國）研討會、卡地業

（Cartier）獎勵旅遊以

及諾華公司（Novartis）

的高峰會議.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新加坡將再接再厲，繼

續推出商業及休閒項

目，如2012年推出的濱

海彎花園、國際油輪碼

頭和全球首個河川生態

園，相信來過新加坡的

遊客也會從心感受，從

心發現新加坡！

新加坡歡迎各界業

者的緊密合作和積極

參與，讓商務旅遊在亞

太區繼續發揚光大！感謝大家的肯定！萬麗酒店

輝煌的成績。新加坡旅遊局通過與會

議主辦方的緊密合作，吸引了許多新

的商務項目，如亞洲行業論壇─音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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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新加坡航空公司在 2 0 1 2

年T T G中國旅遊大獎評選中再度榮膺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殊榮，這是新航連

續第五年獲得TTG 中國頒發的獎項。我

們衷心感謝《TTG旅業報》及所有讀者朋

友的支援，對每一張選票，我們珍惜並感

恩。

TTG中國旅遊大獎享有旅業「奧斯卡」

的聲譽，旨在表彰為中國旅遊業作出卓越

貢獻的企業，並不斷推動行業進步和發

展。新航能夠再度獲此殊榮，是廣大讀者

和業內專家對我們長期努力的肯定，也是

激勵我們不斷超越的動力。

新航自1985年進入中國以來，一直秉承

卓越服務與持續創新的理念，致力于為中

國乘客打造最佳飛行體驗。目前，新航每

週28班自北京，每週35班自上海，每週12

班自廣州直飛新加坡。此外，新航旗下區

域子公司勝安航空在中國主要二線城市

運營有航班，包括：成都、重慶、廈門、深

圳、昆明、長沙和今年4月開通的武漢。

密集的航班頻率和航線網路，可為中國

乘客提供方便、快捷的出行選擇，實現當

天自新加坡輕鬆續程，前往東南亞、澳大

利亞、新西蘭、西亞、非洲和歐洲等主要

目的地。

希望讀者朋友們繼續關注新航的發展，

我們會繼續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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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昭暉先生
新加坡航空公司中國區總經理

首先，非常高興在此次第五屆TTG中國

旅遊大獎上，卡塔爾航空備受矚目。

眾所周知，《TTG China旅業報》在旅

遊業內頗具影響力，該雜誌的讀者是基于

航空公司的服務品質、飛行網路以及營銷

策劃活動進行評估，能過獲得「最佳中東

航空公司」這項殊榮，是對卡航莫大的肯

定和鼓舞。

一直以來，卡航都旨在為全球旅客奉上

Mr. Wee Kok Lim
Regional Vice President North Asia, 
Singapore Airlines

Mr. JARED LEE 

最佳亞洲航空公司 最佳中東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 卡塔爾航空

最佳的服務，在積極開拓全球飛行網路的

同時加大現有航班頻率，爭做行業翹楚。

去年11月，卡航開通在中國的第五個門戶

—重慶航線，可喜的是旅客人數穩步上

升，不論是商務還是休閒，旅客們均可享

受到該航線的方便之處。這充分體現了卡

航致力發展新興市場的決心與承諾，持續

不斷的為乘客提供更加多元的商旅出行

選擇。

這樣的日子裡，卡航能夠收到《T T G 

China旅業報》廣大讀者的肯定，我們要

把這份榮譽獻給一直以來支持卡航的乘

客。如果您一直是卡航的忠實顧客，我們

將努力繼續為您提供優質服務，如果您還

未有機會體驗過卡航的五星級服務，那麼

我們有信心在今后的日子裡成為您出行

的首選。

2011年卡航圓滿完成了拓展計劃，圓滿

收官。2012年，會同樣精彩，卡航願意與您

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馬建明先生

商務委員會市場部副總經理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最佳中國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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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是對國航長期努力的肯定，也是激

勵我們不斷改善和提升的動力。

為旅客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是國航人

持之以恆的追求。隨着社會發展，人們

出行日益頻繁，對旅客而言，航空旅行

已不僅僅是簡單的空間移動，旅行過程

本身也越來越成為一種獨特的體驗，甚

至是一種生活方式，與之相應的，國航

的服務理念也在為此而改變，在力求方

便、快捷的同時，也越來越關注客戶的

體驗。近年來，我們搭建了國內第一個

服務管理體系，從每一個服務流程、服

務環節出發去貼近旅客的感受；我們推

出一站式服務熱線95583，讓服務24小時

圍繞身邊；我們引進先進環保的機型，

讓旅途更為舒適；我們首家提供了機上

局域網服務，讓機上生活充滿更為豐

富；我們推出高端旅客管家式服務，讓

服務更具個性等。

憑藉這些努力，我們正一步一個腳印

向着旅客期待的理想服務邁進。

Good team！喜達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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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讀者、《TTG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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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兩年獲獎離不開廣大

中國乘客、法航中國的合作伙伴、媒體朋

友和讀者的支持，同時也離不開法航自身

不斷的努力。

法航繼去年獲獎之后，像所承諾的一

樣，一直努力實現為中國乘客提供高水平

服務。在過去一年里法航為了更好地服務

于中國的乘客，提升法航的品牌形象，特

推出法航中國形象代言人中央芭蕾舞團首

席舞蹈家-朱妍，並成為第一家聘請中國

形象代言人的歐洲航空公司。繼此之后，

法航還開通了法航中文企業網站，成為首

家開通中文企業網站的歐洲航空公司。此

外，法航為方便中國的旅客，法航手機網

站也提供中文服務。

2012年4月，法航開通了武漢巴黎的直

達航線，並成為首家在武漢開通洲際航

線的歐洲航空公司。至此，從巴黎戴高樂

機場和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出發，法

航荷航集團每週共有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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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與中國南方航空和中國東方航空

的合作航線，每週往返大中華區的航班達

到135個。法航在中國市場的成長得益于

天合聯盟的全球網路和法航的中國合作

伙伴中國南方航空和中國東方航空的合

作與支持。

再次感謝大家頒發這個獎項給法航，法

航將再接再厲，繼續堅守我們的承諾，為

中國乘客提供更優質全面的服務。

康飛迪先生

法航荷航大中華區總經理

最佳歐洲航空公司

法國航空

郭興昌先生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中國區首席代表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美國聯合航空

多年來，我們在開拓新航線以及提升空

中服務方面屢創佳績，此次獲得「最佳美

洲航空公司」大獎正是對美聯航所有員工

長期努力的再次印證。

美聯航始終視中國為全球最重要的市

場之一。進入中國市場20多年來，我們一

直不遺余力的踐行對中國市場的承諾。目

前，作為提供中美之間最多的跨太平洋直

飛航線的航空公司，美聯航運營的中美往

返直飛航班已增值每日11班，且全部航線

均採用業界領先的波音747-400或777型飛

機，致力于為乘客打造最便捷舒適的空中

之旅。同時，為國際航班安裝的美聯航環

球頭等艙、美聯航商務艙以及美聯航豪華

經濟艙提供更舒適寬敞的座椅選擇，讓更

多乘客能享受到美聯航的專屬尊貴服務。

此次獲獎無疑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同

時進一步促使美聯航深化在華業務拓展，

為中國乘客提供更多航班選擇，更優質的

產品和卓越的服務，將美聯航打造成為中

國乘客出行美國的首選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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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TTG China旅業報》和讀者將

「中國最佳Sp a度假酒店」大獎頒給三

亞文華東方酒店。連續三年獲得《T T G 

China旅業報》這樣權威媒體所頒發的獎

項，使我們更有信心將三亞文華東方酒店

打造成國內頂尖的水療度假目的地。

非常榮幸這一次能獲得TTG頒發的2012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大獎。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選址于亞龍

灣綿延海岸線上風景最為秀麗、最為人所

渴慕的絕佳地點之一，並提供373間精心

設計的客房和套房，以及28套配置豪華的

超大海景別墅。酒店風格現代的建築設計

靈感來源于兩條互相纏繞的龍，而在度假

保爵森先生

三亞文華東方酒店總經理

吳宣林

廣州長隆酒店總經理

段晶晶女士

Deputy General Manager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

中國最佳Spa度假酒店

中國最佳新度假酒店

三亞文華東方酒店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

酒店的點滴建築細節中不時呈現的起伏波

瀾元素正呼應了這一設計理念。酒店提供

三家招牌美食餐廳以及一家精緻酒廊，絕

佳的餐飲體驗必將吸引島內賓客紛至遝

來。此外，華南地區第一家銥瑞水療，是享

受五星級豐盛康體體驗的絕佳去處。

酒店旁蜿蜒800米的海灘，精心設計的

熱帶園林、73平米起寬敞的海景客房。可

乘遊艇從海上經亞龍溪進入酒店大堂下

的碼頭區域，即可乘電到大堂辦理入住，

這些獨特之處都將為我們的客人增添無限

的體驗與樂趣。

我們希望為每一位客人營造各種感官和

視覺的度假享受，他不僅體現在酒店的硬

件或軟件上，更多的是體現在整個海濱度

假的氛圍方面。要讓客人感覺在這里時間

的腳步會變慢，所有城市的喧囂會拋之腦

后。在瑞吉酒店，超越期待是我們對客人

的承諾。

↑三亞文華東方酒店外景

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營運商

雅詩閣中國

十分感謝2012 TTG中國旅遊大獎的評

審團再度將「中國最佳酒店式公寓運營

商」授予雅詩閣中國，這已是我們連續五

屆蟬聯此殊榮。

 TTG中國旅遊大獎作為業內極具影響

力的旅遊業大獎，自創辦之初便受到社會

各界關注，為業內一大盛事。此次能夠蟬

聯此項殊榮，我們深感榮幸，也再一次證

明了雅詩閣在業內無可置疑的領導地位。

雅詩閣中國全體員工歷來致力于為住

客提供高品質的居家環境，這次獲獎是對

我們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的強有力肯定，更

鼓舞了所有雅詩閣人再創輝煌的勇氣與決

心。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把住客的需求放在

首位，植根本土、彰顯個性，以超乎想像的

細緻服務讓住客擁有家一般的舒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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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也

感謝大眾對于我們的支持與肯定。雅詩閣

目前在中國17座城市擁有41家物業，我們

會勵精圖治，力求卓越，努力實現2015年

達到12,000套服務公寓套間的戰略目標，

繼續為廣大住客提供更多具有國際水平的

高品質服務公寓。

李志勤先生

副首席執行官兼

北亞區董事總經理

雅詩閣

奕居自2009年開業至今，一直保持超卓

的服務水平。酒店開創全新的個性化服

務概念，包括以一站式客務團隊，取代傳

統酒店的接待處；並推行電子化服務，以

iPad®簡化入住及退房手續，並在房內設

iPod Touch®，讓客人接收多元化的資訊。

韋德賢先生

(Mr. Dean Winter)
太古酒店

香港區總經理

中國最佳精品酒店

奕居

由香港著名建築師傅厚民主理的室內

設計，亦獲得高度評價。客房面積由68平方

米起，為香港之冠。和諧及充滿現代感的

客房，流露優雅、親切的氣氛及不經意的

奢華，為賓客于香港鬧市之中呈獻遠離煩

囂的住宿享受。

酒店的位置得天獨厚，座落香港港島

區金鐘的太古廣場──匯聚商業、購物及

酒店的多元化頂級綜合商業中心，深受商

務及悠閒旅客愛戴。另外，餐廳Café Gray 

Deluxe亦是奕居成功的重要元素。大廚 

Gray Kunz出色的廚藝與酒店獨特的風格

完美配合，多次獲得權威飲食指南的表揚，

成為香港最灸手可熱的餐飲熱點之一。

此榮譽代表了酒店團隊共同努力的成

果，我們幸感無上光榮。同時，感謝賓客對

奕居的支持，我們將繼續努力，呈獻更出

色的酒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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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被亞洲旅遊業界頗具影響力的

《TTG China旅業報》連續四年評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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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隆酒店地處中國5A級精品景區—長

隆旅遊度假區的中心地段，總建築面積達

36萬平方米，是目前全中國最大的生態主

題酒店。坐擁數千畝的森林和綠地，遠離

都市的喧鬧，完全融入最生態的自然環境

之中；擁有最完備的配套設施，提供真正

的一站式商務會議服務；地處長隆旅遊度

假區的核心腹地，毗鄰長隆歡樂世界、長

隆水上樂園、長隆國際大馬戲、香江野生

動物世界和廣州鱷魚公司等世界頂級的主

題樂園，滿足顧客的各種度假需求。

今年長隆集團重金打造全新的長隆水

上樂園「熱浪穀」新區已于4月盛大開鑼

迎接各方賓客。「熱浪谷」新區是亞洲首

創的戶外溫水新區，擁有亞洲首創的超

大戶外溫水系統，引進全球最大人工洪水

中心—「巨洪峽」和全球最大管狀滑道—

「巨蟒」滑道，帶來前所未有的溫水玩樂

體驗。繼「熱浪谷」新區開放后，長隆水

上樂園總面積增加近1/3，繼續問鼎全球

規模至大、水上玩樂設備至多至先進的水

上樂園。為了能同時開放長隆水上樂園新

我謹代表悅榕集團，藉此機會再次感

謝TTG China的讀者們將麗江悅榕莊評

選為2012年「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倘若沒有同事們、旅遊業界同行

和T TG Ch i na票選讀者們的支持和信

任，我們難以獲此殊榮。該獎項的贏得

同時也代表着業界的認可，對此我們深

懷感激，再次感謝各位並祝TTG China

越辦越好！

吳宣林

廣州長隆酒店總經理

梁錦漢先生(Mr. Richard Neo)
麗江悅榕莊總經理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中國最佳度假酒店

廣州長隆酒店 麗江悅榕莊

區「熱浪谷」的星光夜場，迎接熱情奔放

的夏夜，長隆斥鉅資完善水上樂園各娛樂

設施的燈光。夜幕下的「熱浪谷」有了璀

璨燈光的妝點，彷如一個夢幻水世界，華

麗而神秘，別有一番異國風情。

長隆酒店為所有酒店住客提供獨享的

尊貴特權。例如從酒店通往各大主題公園

的住客快速通道、園區設施免排隊服務、

動物園免費導遊VIP服務，長隆國際大馬

戲還為酒店住客預留V I P專區座位。另

外，酒店住客只要以門市價購買主題公園

門票，即可在入住期間享兩日同一園區無

限次進出特權，定必讓每位顧客真切體

會到長隆酒店便利的尊享服務。 

作為一家集商務與休閒一身的主題酒

店，長隆酒店備有可容納3,000人的6,000

平方米超高層宴會廳，擁有12米無柱高樓

頂，配備大型內置升降梯以及高科技最

先進的多媒體視聽、通訊系統等商務會

議設備，為顧客的商務活動帶來成功的

保證。9大高級餐飲消費場所薈萃全球美

食，從經典美食到創新美食，為顧客締造

飲食新體驗。

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將一如既往地

將顧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延續「與自然

共生」的主題酒店理念，以更高標準的服

務讓所有入住長隆酒店的顧客都能擁有

一個非一般的住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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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借此機會由衷感謝您在「2012年度

最佳新酒店」的評選中為上海雅居樂萬豪

酒店投上珍貴的一票！對于酒店，我們深

知您在旅途中會有眾多選擇，您對我們酒

店的信任，是我們莫大的榮幸。

毋庸置疑，我要向每一位在工作崗位上

辛勤勞作的員工表達最誠摯的謝意。感謝

你們從2011年年底酒店開業以來，為每一

位旅客及每一個團體的入住提供優質的服

務。

我為我們員工每一天都保持追求優秀服

務品質的信念而感到自豪，上海雅居樂萬

豪酒店將會繼續在設施、餐飲及服務上，

彰顯萬豪酒店及度假村這個品牌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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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TTG中國舉辦的旅遊大獎評選

中,「澳門銀河™」非常榮幸獲得「澳門最

佳新酒店」的殊榮，在此對于每一位支持

「澳門銀河」並投下信任一票的TTG讀者

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每一次獲獎都是我

們的榮幸，而此次殊榮來自業內人士，是

對我們開業一年以來的巨大支持和肯定。

我們致力在澳門打造一個獨一無二的

頂級綜合渡假城，使我們的賓客真正享受

亞洲五星級綜合旅遊設施。被譽為「亞洲

新皇殿」的「澳門銀河」，從建築物的結

構色調到內部的裝潢設計，處處展現出宮

best new hotel 最佳新酒店

羅德明先生

上海雅居樂萬豪酒店總經理

唐浩延先生 
銀河娛樂集團酒店營運副總裁

上海最佳新酒店 澳門最佳新酒店

上海雅居樂萬豪酒店 「澳門銀河」

殿般的瑰麗華美。「澳門銀河」還以其「傲

視世界  情系亞洲」的服務理念，為賓客

提供熱情真摯和無微不至的亞洲式服務，

以融合住宿、休閒、美食、購物于一體的

全方位度假旅遊體驗，讓每一位賓客在這

個綜合渡假城度過難忘的時光。

「澳門銀河」彙聚三大世界級酒店，包

括備受矚目的五星級「銀河酒店™」、享

譽亞洲的澳門大倉酒店，以及屢獲殊榮的

澳門悅榕莊。「澳門銀河」的天浪淘園占

地52,000平方米，有富熱帶風情的翠綠園

林，更有全球最大的空中衝浪池，及以350

噸白沙建成的人工沙灘。其他設施包括50

多間提供精緻泛亞美食的餐廳食肆；把最

超凡的3D電影體驗帶到澳門的UA「銀河

影院」；超越時空界限的頂級會員制私人

會所【紅伶】，是品味出眾的都市精英及

成功人士的典雅私人娛樂聖殿；更有薈萃

著名國際品牌的東、西購物大道，是名符

其實的五星級綜合渡假城。

在「澳門銀河」慶祝開業一周年之時，

我們希望再接再厲，吸引更多的旅客到訪

此獨特的「亞洲新皇殿」。

萬卓祺先生
銀河娛樂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總監

廣州最佳新酒店

廣州白雲萬達希爾頓酒店

北京最佳新酒店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憑藉別具特色的中式現代奢華建築風

格、完善先進的場地設施配套以及臻至高

品質的服務得到業界和客戶的一致認可。

在「TTG中國旅遊大獎」評選中獲得榮獲

「廣州最佳新酒店」稱號。

白雲萬達希爾頓摘此享譽世界的星耀

光輝，有賴于同行以及眾多客戶的支援，

同時也是業界對白雲萬達希爾頓高端優質

的服務、優良的硬體設施以及高品質的餐

飲客房配套的高度認可。

我們非常榮幸可以獲得這項殊榮，這是

對我們酒店高標準的服務，真誠熱情的團

隊的認可，酒店僅開業八個月就獲得如此

重量級的大獎，標誌着我們定將在亞太地

區激烈的酒店競爭業中脫穎而出，同時，

我們的團隊將一如既往的為客人提供最優

質的希爾頓式服務。

非常榮幸得到「北京最佳新酒店」這個

獎項，這個獎給我們全體員工和酒店業主

帶來了極大的鼓舞。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開業半年多來，榮

獲了來自行業及媒體的多項獎項。喜來登

酒店在1985年作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國際

品牌酒店進駐北京。如今，我們非常榮幸

再次在北京市場為賓客重新詮釋喜來登。

我們所展現的不僅是卓越的設施和服

務，更是將喜來登品牌多年來全方位的進

化及嶄新形象表現給大家。獲得這個獎

項，是這段時間以來對北京金隅喜來登酒

店開業以來成績的肯定，同時也是我們努

力的方向以及再創輝煌的動力。我們將會

繼續堅持傳遞喜來登品牌的核心價值，讓

客人體驗到溫暖親切的服務。

歡迎大家常來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體驗我們帶來的體貼入微的服務及難忘的

北京之旅。

Mr. Philippe Kronberg
廣州白雲萬達希爾頓酒店總經理

海德先生 (Mr. Richard Hatter)
唯港薈總經理

香港最佳新酒店

唯港薈

我們非常榮幸榮膺「T TG中國旅遊大

獎」頒發「香港最佳新酒店」獎項，謹代

表唯港薈全體員工誠摯的感謝TTG及其

讀者給予我們的支持及厚愛。

唯港薈設有262間客房、三間餐廳及配

備多項一流設施。酒店由多位本地創意業

界人才攜手精心打造，延續香港當代創意

文化的精髓。

從始屹今，唯港薈肩負重大使命，銳意

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教研酒店，培訓酒店

及旅遊業專才。作為一所酒店及旅遊業界

的資源中心，唯港薈提供互動多向的教學

環境，為公眾、酒店業專才和學生提供寶

貴的行業觸覺和知識。

唯港薈致力成為「未來酒店典範」，獲

得國際媒體及業界的認可。在沒有連鎖酒

店品牌及資源支持下，唯港薈仍能突圍而

出，建立獨特形象，創造具代表性的服務

指標，憑實力獲取認同。

我亦希望藉此機會衷心感激酒店全體

員工，唯港薈獲得如此佳績，有賴于酒店

團隊的不懈努力及貢獻。

Mr. John Lim
Hotel Manager
深圳瑞吉酒店

深圳最佳新酒店

深圳瑞吉酒店

對獲封深圳最佳新酒店獎的榮譽感到

非常的榮耀與自豪，這對酒店的全體管理

層及員工是極大的鼓勵和鞭策！ 

 深圳瑞吉酒店坐落在深圳地標性建築

京基100大廈之上，于2011年12月華麗開

業，酒店聲望卓著的地標性選址、經典卓

越的設計理念、量身定制的奢華服務使之

成為行業的新標杆。深圳瑞吉酒店也是深

圳第一家在所有客房內提供完全定制化的

iPad遠端控制服務的酒店，也是深圳率先

為所有賓客提供由戴着白手套的瑞吉管家

提供高貴服務的第一家酒店，酒店所有管

家都接受嚴格的英式訓練，24小時隨時隨

地為賓客提供無微不至、卻又毫不唐突的

服務。 

我將協酒店管理層與全體員工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為客人提供超越期望、量身

定制的奢華服務，使深圳瑞吉酒店成為客

人的首善之選。 

唐曉鋒先生

總經理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唐曉鋒先生

總經理

北京金隅喜來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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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俊博先生

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總經理

洲際酒店集團(深圳)區域總經理

深圳最佳豪華酒店

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

非常榮幸獲得「深圳最佳豪華酒店」的

稱號，在此，我謹代表酒店向活動主辦方

和廣大讀者長期以來的信賴和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謝！

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是中國首家以

白金五星級標準建造的西班牙主題酒

店，擁有540間豪華裝修的客房、八間主

題餐廳和酒吧、無柱西班牙大宴會廳等9

間宴會/會議設施、現代感十足的華·美術

館，以及加勒比海風情后花園等高端設

施。自2006年開業以來，憑藉鮮明的風格

和優質的服務，深圳華僑城洲際大酒店

成為業界的翹楚，樹立了客人摯愛的傑出

典範。

酒店始終秉承「每時每刻體驗非凡」的

使命，為來賓提供奢華的下榻體驗，獲得

廣泛認可。並圓滿完成中國國家領導人、

全球首富、文博會、高交會、深圳市成立

30周年等重大接待，其出色的綜合能力

倍受推崇。

酒店將再接再厲，繼續為來賓營造無

與倫比的非凡體驗。再次感謝各位同仁

的支持，並衷心期盼五湖四海賓朋的光

臨。

感謝TTG及TTG廣大讀者對廣州聖豐

索菲特大酒店一貫的支持！2008年，TTG

首度在中國設立了TTG中國旅遊大獎，自

此該獎受到各界推崇，是大中華旅遊業界

最負盛名和最亮眼的年度慶祝活動。該獎

項的設立旨在表彰大中華區涵蓋航空、酒

店、酒店式公寓、旅行社等各旅遊服務供

應商作出的顯著貢獻。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坐落于天河區心

臟地帶－廣州市最繁華的金融及商業區。

設施包括493間獨特法國風格的客房與套

房、5間創新的餐廳與酒吧，17間極具藝術

品味的會議室包括一間大型宴會廳，豐富

的娛樂休閒設施包括屢獲殊榮的SoSpa水

勞拉先生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總經理

廣州最佳豪華酒店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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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佳豪華酒店

北京柏悅酒店

我謹代表北京柏悅酒店以及酒店全體員

工，衷心感謝TTG China 和各位讀者再次

授予我們「北京最佳豪華酒店」這一珍貴

的獎項，我們深感榮幸，這也再次證明了

我們的專業精神得到了客人及業內人士的

認可。

北京柏悅酒店位于北京CBD中央商務區

的中心，是長安大街上最高的建築物。其

整體設計舒適、高雅、考究，融合了高品味

的藝術精髓。酒店大堂位于63層，共設有

237間客房，寬敞的空間可提供給客人舒適

的入住環境。酒店配備的一系列餐飲及宴

會設施，也為客人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目

前京城最高的北京亮餐廳是客人俯瞰京城

絕佳美景的高端場所；商業宴請與高尚私

人聚會可選擇主席臺中餐廳；而屋頂花園

式的娛樂中心秀，則是聚會及公司派對的

首選。此外，北京柏悅酒店擁有多功能的

會議與宴會場地，包括以獨一無二的「豪

宅府邸概念」為基礎設計的悅軒；寬敞、

華麗、氣派且備有車用專屬電梯的宴會廳；

極具隱私性的柏悅廳與董事會議廳，以及

國內首個多功能婚宴宴會展示空間—品

悅。多樣化的先進設施及專業的會議及宴

會團隊為客人提供的專屬、細膩以及獨樹

一幟的服務，使北京柏悅酒店成為無論是

商務會議、社交宴請，還是承辦婚禮、主題

宴會或各式活動的首選之一。

再次感謝TTG授予我們的榮譽。我們熱

忱、專業、與樂于助人的員工團隊將一如既

往地為客人提供獨一無二、高度個性化的

服務。期待着不久的將來，您再次蒞臨北

京柏悅酒店！

江少樵先生

北京柏悅酒店總經理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自去年開業以來，

已迅速成為富代表性的新地標。作為一間

新成立且全球最高的酒店，我們很榮幸得

到中國旅遊業界的廣泛認同和肯定。

TTG中國旅遊大獎旨在彰表中國旅遊

業的優秀代表。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榮獲 

「香港最佳豪華酒店」肯定了我們312間客

房和套房、六間屢獲殊榮的餐廳及全球最

高的水療中心等設施的超卓水平。這個獎

項亦同時證明了我們團隊提供的卓越服務

及好客之道獲得高度讚揚，體現了我們的

服務信念、黃金標準，以及持續提供優質

和穩定的服務以確保給予所有客人一個難

忘的住宿體驗之努力成果。

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而在世界

上最高的酒店，天空是無限的廣闊！我們

將繼續超越客人對我們的服務及產品的期

望，把卓越的服務推上新高，並致力于成

為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之一。

龐木百賢先生(Mr. Pierre Perusset)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經理

療中心、24小時SoFit健身康體中心及室內

全景游泳池。酒店致力傳承法國傳統的藝

術及文化，為賓客帶來獨一無二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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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感榮幸得到業界伙伴和賓客一

直以來對澳門君悅酒店的認同和支持，促

使我們能連續兩年獲得「澳門最佳豪華

酒店」殊榮。謹代表澳門君悅酒店衷心感

謝TTG China再一次頒發這個重要殊榮給

予本酒店。

獲頒此尊貴殊榮，不僅彰

顯了本酒店團隊共同合力的

成果，更確切地奠定澳門君

悅酒店作為中國內最優秀

商務及會議酒店之一，落實

了酒店對國際以及大中華

酒店業追求更優質及以客為

尊的服務宗旨。澳門君悅酒

店將努力不懈，務求為賓客

每一次的到訪都帶來更卓

越的服務。

勞拉先生

廣州聖豐索菲特大酒店總經理

郭世傑先生

澳門君悅酒店總經理

澳門最佳豪華酒店

澳門君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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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佳豪華酒店

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

非常感謝2012 TTG中國旅遊大獎的評

審團把「上海最佳奢華酒店獎」授予上海

外灘華爾道夫酒店，我們對能獲此殊榮

感到非常高興。

 TTG中國旅遊大獎作為業內極具影響

力的旅遊業大獎，自創辦之初便受到

社會各界關注和行業內的一致認可。

此次能夠獲得此項獎項，我們深感

榮幸，這也是對我們華爾道夫品牌進

入中國市場首家酒店的肯定與鼓勵。 

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開業一年以來，

以其優質的服務水準平和歷史悠久的經

典建築風格贏得了眾多好評和讚譽，我們

秉承着一貫的服務理念，以華爾道夫精神

和文化為每一位來賓提供美好難忘的入

住體驗。

這次獲獎是對我們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的肯定，更激勵了我們將再更進一步推

廣酒店品牌與文化理念，為賓客提供賓至

如歸、超于期望的入住體驗。

借此機會，我想再度感謝組委會授予我

們這個獎項，也感謝讀者對于我們的支持

與肯定。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將更加

努力的堅持一脈相承的華爾道夫服務理

念，提供更細緻、更仔細、更貼心的服務

給廣大的賓客。

歐世銘先生
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總經理

Ms. Helen Malmgren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上海外灘華爾道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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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肇浩先生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總經理

廣州最佳中檔酒店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

我們非常感謝  T T G  C h i n a、T T G 

Asia、TTG India、TTGmic及TTG-BTmic 

China讀者在過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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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全新時尚風格及舒適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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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能夠一再獲得肯定及成就，我們感

到十分高興，並且期盼獎項會陸續有來。

8度海逸酒店鄰近九龍城舊啟德國際機

場及旺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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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平方尺

會議及宴會場地、餐廳、酒吧、室外花園茶

座、提供多種服務及設施的商務中心、貴賓

酒廊、設備完善的健身室、獨具型格的室

外游泳池、旋流浴池及桑拿。酒店的免費

穿梭巴士，來往紅磡港鐵站、尖沙咀、九龍

灣及觀塘，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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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鬧市亦非常便

利。計劃2013年落成的啟德郵輪碼頭，必

將成為香港另一嶄新旅遊景點，帶領您親

程敏女士 
8度海逸酒店總經理 

香港最佳中檔酒店

香港8度海逸酒店

身體驗融合地道生活特色及現代化時尚

的香港。

感謝您們對8度海逸酒店的支持和厚

愛，使我們深感榮幸。我們將會繼續細意

款待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為客人提

供舒適及貼心的服務，展示亞洲國際都

會的魅力！

首先，我們酒店非常榮幸再一次榮

膺TTG2012年中國旅遊大獎「廣州最佳

中檔酒店」的殊榮。這樣的成就和鼓勵

對我們來說別具意義，在此我僅代表廣

州十甫假日酒店衷心感謝TTG亞洲傳媒

有限公司以及TTG China、TTG-BT mice 

China、TTG Asia和TTG mice的讀者們一

直以來的支持和信賴，也感謝各界朋友和

尊貴客人們的青睞和認可。

廣州十甫假日酒店一直以來都秉承着洲

際集團「以人為本、以客為先」的服務宗

旨，用美好的賓客感受、人性化的優質服

務以及舒適的床浴用品給我們的客人持續

帶來真實的酒店體驗。我們一直相信，讓

我們的客人能夠有「始終是你自己」的放

鬆感覺，這是客人喜愛我們的重要原因，

也是我們一直努力讓我們的客人有賓至如

歸的感受。連續四年蟬聯這個獎項是對我

們工作的莫大肯定和褒獎，也是對我們的

最好的激勵。

成功永遠是一個新的起點，也將是更

高的目標。在現今越來越多酒店落戶的廣

州，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我們全賴有投資

者鼎力的支持和員工們的不懈努力才能

取得今天的成功。我和我的團隊將再接再

厲，盡情體現假日酒店的好客之道，令每

一位客人都更加摯愛我們的酒店。我們會

以最真誠的笑容和最悉心的關懷回報每一

位來到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的朋友，真誠期

待您的光臨！

北京最佳中檔酒店

北京麗亭酒店
我代表北京麗亭酒店，感謝廣大讀者對

我們的厚愛和推崇。我們將一直致力于為

旅遊及商務客人提供最優質的產品與服

務。能夠獲此大獎—北京最佳中檔酒店這

一殊榮是我們的驕傲，也是對我們酒店員

工努力成果的肯定。我們殷切地希望更多

的商務旅客光臨酒店並親身體驗現代東方

待客之道。

為了提供更加一流的設施，酒店最近持

續升級客房用品並推出遍及酒店各個角

落的免費WiFi，我們會再接再厲，不斷提

升客戶滿意度，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為您

出行的愉悅居停體驗做出應有的貢獻。

再次感謝感謝TTG的所有讀者，祝福所

有讀者在TTG閱讀中有更多的感悟，也祝

福TTG越辦越好！

李岩先生

北京麗亭酒店酒店經理

上海最佳中檔酒店

上海浦東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

非常榮幸上海福朋喜來登由由酒店能夠

第四次獲得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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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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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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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爾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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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至高榮譽！洲際集團珍惜至高榮譽！珍惜至高榮譽！珍惜至高榮譽！珍惜至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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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澳門假日酒店連續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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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G 

Asia、TTG China、TTG-BTmice China

和T TGm 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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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最佳中檔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

深圳最佳中檔酒店

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

在不久前舉辦的年度TTG旅遊大獎頒

獎典禮上，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憑藉優

質的服務品質、完善的配套設施和優越

的地理位置深受商旅人士的喜愛，榮膺

2012年度TTG 中國旅遊大獎「深圳最佳

中檔酒店」。

眾所周知，TTG China旅遊大獎是業

界享有盛譽的TTG旅遊大獎在中國的延

梁皓先生

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總經理

許立偉先生

澳門假日酒店總經理

能夠連續5年獲得作為業界備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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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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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的行為指導，提供客人所尋求的

優質服務，務求令每一位客人都能享受美

好舒適的住宿體驗，使得他們真正摯愛

我們的酒店，並將他們的絕妙體驗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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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獎項的決出採取社會各界填寫選票

表格或網上投票的方式選出。深圳海景

奧思廷酒店能獲此殊榮，受到社會各界

及TTG讀者的支持，在此我謹代表酒店

全體同仁對TTG旅遊大獎評選機構及關

注、支持我們的朋友，表示感謝。

作為中國主題酒店的最佳實踐者，獨

具創想的華僑城酒店以集團綜合開發的

模式，使酒店業務與旅遊、地產、藝術互

動發展，將鮮明的主題文化融入酒店建

造並貫穿酒店開發和運營。作為華僑城主

題酒店一員，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以東南

亞文化為主題特色，秉承產品差異化、管

理專業化宗旨，依託華僑城品牌優勢和華

僑城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專業化管理，

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使得酒

店成為商旅客人首選。

我們致力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為住

客營造難忘的旅居體驗。

此次TTG表彰，海景奧思廷酒店今后

將繼續提升軟、硬體服務設施，塑造整體

形象，加強競爭力，保持賓客中良好的口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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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首先，我們非常高興及榮幸能再次獲得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這一殊榮，這

也是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連續第三年獲

此殊榮。我謹代表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

全體員工誠摯地感謝所有投票及支持我

們的讀者朋友們，感謝TTG China。這是

對我們酒店全體員工，管理團隊及業主

方在MICE產業所做出貢獻的極大認可與

肯定。

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是世界最高的萬

麗酒店。這座標誌性的60層建築座落在

上海商圈中心，直接與軌道交通2、3、4

號線中山公園站相連接，搭乘軌道交通

前往虹橋機場2號航站樓僅需18分鐘；同

線前往浦東國際機場也只需50分鐘。無

論是參加大型會議還是休閒旅行，如此

優越的地理位置都將是您的最佳選擇。

酒店擁有面積為1,250平方米的浦西最

大無障礙式宴會廳之一，宴會廳可分為三

部分，能夠同時容納1,400人就座。獨特

的會議樓層為您呈獻超過1,800平方米的

會議空間包括8間自然採光的多功能會議

室。所有會議場地均配備完善的音響、視

聽設備和高速上網等設施。屢獲獎項的

專業宴會統籌團隊將確保您的會議圓滿

成功。

羅致遠先生(Mr. Robert J. Lohrmann)
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總經理

上海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

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已成功舉辦多次

大型國際宴會，如寶潔、伊頓、阿斯利

康、頂級西班牙葡萄酒品鑒會等。酒店完

善的會議設施及專業服務已經獲得了會

議策劃者、組織者，商務客人及休閒旅遊

客人的一致認可及高度評價。

再次感謝各位對我們的一貫支持，也

期待得到大家更長久的關注。我代表熱

情真摯的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竭誠歡迎

來自各行業的客人，企事業領導下榻並體

驗上海卓越的地標性酒店—上海龍之夢

萬麗酒店。

我特別感謝TTG中國的讀者給予北京

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的投票與認可，北京

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榮獲「北京最佳會

議接待酒店 」殊榮，至今已四次獲此獎項

（酒店曾于2008年、2010年及2011年榮獲

該獎項）。

我讚賞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的每

一位同事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多次成功

深圳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深圳喜來登酒店

非常榮幸深圳喜來登酒店能夠獲

得TTG讀者的青睞，再度獲得「深圳最佳

會議接待酒店」這一獎項。借此機會，我們

要向一直以來給予酒店支持的讀者以及賓

客致以誠摯的感謝。

深圳喜來登酒店自2007年開業至今，憑

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備的硬體設施以

及貫徹始終的個性化優質服務，贏得眾多

商旅人士的喜愛。

酒店坐落于深圳繁華的CBD中心區，

臨近深圳會展中心及市民中心，擁有超過

3,500平方米的宴會場地，其中包括全城

那瑞帝先生(Mr. Claudio Nardini)
深圳喜來登酒總經理

廣州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非常榮幸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再次獲

得TTG2012年中國旅遊大獎授予的「廣州

最佳會議接待酒店」稱號，同時，更令我們

驕傲的是連續四年喜獲此項殊榮。我相信

這個獎項的獲得無疑是對酒店全體同仁過

去一年努力工作的最佳回報。當然，更要

感謝TTG廣大讀者和業界同仁對廣州香格

里拉大酒店的認可和信任。

作為廣州的豪華商務酒店，香格里拉大

酒店憑藉地處新商業會展區黃金地段及依

傍珠江秀麗風景的優勢，成為國內外高規

格會議會展的首選。酒店6,000平方米的超

大會議空間、靈活多變的宴會場地、先進

一流的影音技術、豐富多樣的美食選擇、

舒適豪華的客房，以及香格里拉「發自內

心的待客之道」贏得了眾多高端商務會議

客戶。

文志平先生

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副總裁/總經理

鄭章輝先生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總經理

喜達屋酒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

北方區董事經理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廣州香格里拉大酒

店全體同仁將以此殊榮為不斷創新高的推

動力，打造高水平的產品和服務來回饋客

人對酒店的支援與信任。

最具規模的無柱式宴會廳，占地2,036平方

米，層高高達10米，配以華麗璀璨的大型

水晶燈，可容納千人圓桌宴會。其他會議設

施還包括20間面積各異的多功能廳，可滿

足各種規模及類型的活動需求。

在喜來登舉辦活動，我們將全力以赴為

賓客提供一系列的個性化服務、量身打造

的會議場地，確保每一次活動的圓滿成

功。經驗豐富的宴會服務團隊周到細緻，

無論活動大小、繁簡，都確保每個需求能

夠迅速、高效地達成。從預定開始到活動

結束，我們都將盡心盡力打點一切。

攜手再努力！萬豪酒店攜手再努力！攜手再努力！

出色完成任務，如此努力奉獻不求回報值

得讚賞。我相信我的團隊如其他獲獎團隊

一樣，享有足夠的權利並在分享知識、經

驗及業績方面受益匪淺。

再次感謝TTG 中國給予酒店的榮譽。

我和我的團隊將更加努力提供完美服務和

創新設施，以確保為客人提供活力煥發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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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連續五年

在TTG中國旅遊大獎中成功衛冕「澳門最

佳會議接待酒店」獎項，對此我們感到非

常光榮及驕傲，因為這個殊榮充分體現了

我們綜合度假村持續不懈地對卓越服務及

優質設施的強力承諾和追求，同時亦給予

我們全體員工極大的鼓勵及推動力，讓澳

門威尼斯人繼續在各方面盡善盡美，務求

能帶給我們客人最賓至如歸的綜合度假村

體驗。

我們還要在此特別鳴謝所有投票

給澳門威尼斯人的《T T G C h i n a旅業

報》、《T TG-BTm ice Ch ina企業旅遊

報》、《TTG Asia》、《TTG India》及

《TTGmice》的讀者。全因這些專業旅遊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度假村

香港最佳會議接待酒店

香港君悅酒店

謹代表香港君悅酒店感謝TTG China 

連續兩年頒發 TTG中國旅遊大獎 「最

佳會議接待酒店」殊榮予本酒店，我們

深感榮幸，並感謝業界、賓客和讀者對香

港君悅酒店的認同和支持。

今年我們積極為會議宴會的團隊和客

人提供最合適的優惠，包括2012年特別

優惠日，酒店挑選不同月份和日期，客人

籌辦會議或宴會，可享額外優惠。又推出

給予會議、獎勵旅遊及展覽活動極吸引

之房價，只需由HK$2,012起每房每晚。

香港君悅酒店位于香港島最理想的地

段，坐擁維港美景，與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互相連接。酒店的549間客房及套房，

接待大型團體，可為每位貴賓提供同類

型的客房。酒店有25個會議宴會場地，當

中包括可容960人（劇院式）又備有 LED 

螢幕的宴會大禮堂、享有園林景致及泳

池景觀的沁園，以及150呎的寬敞豪華郵

輪。

酒店的休閒設施一應俱全，包括靜水

沁園水療中心、24小時健身中心、50米

戶外恆溫等。酒店的9間世界級的餐廳及

酒吧，供應獲獎無數的廣東菜、正宗意

馮禮隽先生

總經理、區域副總裁

香港君悅酒店

白易禮先生

銷售及度假村市場發展副總裁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業界人士的支持和認同，使我們能進一步

鞏固澳門作為亞洲最大綜合會議目的地的

地位。

隨着金沙城中心在4月11日的隆重揭

幕，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會議及展覽承載

力亦進一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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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承諾會繼續以創新思維保持和提

升酒店水平，竭誠用心為每一位客人服務，

以答謝大眾和業界對我們的支持和厚愛。

大利菜、扒房、傳統的日本菜、露天池畔

燒烤及精彩的自助餐等。還有最重要的

經驗豐富的會議宴會服務團隊，超越客

人的期望，務求協助客人享有成功的會

議。此次再獲殊榮，是對酒店全體員工

共同努力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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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廣州花園酒店

澳門美高梅十分感謝TTG China讀者及

旅遊業界專業人士的認同，繼過往三年獲

得TTG China旅遊大獎之「2009最佳新酒

店」、「2010澳門最佳商務酒店」及「2011澳

門最佳商務酒店」，今年再度獲頒「2012澳

門最佳商務酒店」殊榮，我們深感榮幸。是

次獲獎是對澳門美高梅高水準服務品質

進一步的肯定及認可之余，亦給予我們上

下員工很大的鼓舞。能夠三年獲得同一殊

榮，的確有賴每位員工精益求精，力臻完

美的精神。

作為全球知名的五星級豪華酒店，澳門

美高梅糅合優雅的藝術氣息、獨具匠心的

建築風格、精雕細琢的裝潢、甫進酒店大

門已為賓客帶來別具風格的創意空間；而

融合了葡萄牙建築特色的天幕廣場是舉行

大型盛會及節慶活動的最理想地點，也是

作為一個剛推出市場兩年半的酒店品

牌，The Mira Hong Kong很榮幸得到中國

旅遊業界及讀者的認同，再次榮獲「香港

最佳商務酒店」確立了酒店的會議及展覽

設施的超卓水準，同時也肯定了我們團隊

貼心和細緻的服務態度。

The Mira Hong Kong作為香港首間成功

加盟Design Hotels環球酒店集團的酒店，

除了致力為旅客呈獻無可比擬的視覺體驗

及生活享受外，同時亦為客人提供喜出望

外和貼心的入住體驗。我們團隊在不斷革

新的同時，亦堅持核心的Mira文化不變，

王如茵女士

營業部及客戶服務

行政總監

澳門美高梅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澳門美高梅

酒店的精萃所在。此外，澳門美高梅內多

間頂級食府雲集世界各地美饌珍饈，加上

國際級的會議設施及多元化的娛樂盛事，

令澳門美高梅自2007年底開幕起一直備受

各界讚賞。而本年度五月至十月份期間，我

們特意舉辦了全澳首個大型蝴蝶生態展覽

－「澳門美高梅蝶舞翩篇」，旨為提供一

所華美的蝴蝶天堂與珍愛大自然的訊息予

廣大澳門市民及世界各地旅客。

今后，澳門美高梅將持續為每位賓客提

供專業、優質的服務，締造超凡獨特的「美

高梅體驗」。

貫徹始終把客人放第一位。

正如The Mira Hong Kong剛推出創先

河的Mira24套餐，具有彈性的入住登記時

間，令商務旅客及遊客無論任何時間都可

以辦理入住登記，應付旅程中繁忙及緊密

的節目安排時就可享有更高的自由度，時

間從此掌握得更輕易。

作為嶺南集團高端豪華酒店品牌「LN

嶺南花園酒店」旗艦店，廣州花園酒店能

夠在2012年TTG中國旅遊大獎評選中榮獲

「廣州最佳商務酒店」大獎，這是我們的榮

幸和驕傲。該獎項的獲得不僅是對花園酒

店「白金五星級」優質服務和設施的認可，

更是對酒店在本地區行業地位的充分肯

定。近年來，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花

園酒店積極應對，迎難而上，堅持為顧客

提供物超所值的優質產品和貼心服務，繼

續保持較好的市場佔有率和經營業績。

能夠連續五次蟬聯享譽盛名的TTG中國

旅遊大獎，我要衷心感謝與我並肩作戰的

「花園」管理團隊以及辛勤付出的全體酒

店員工，沒有他們的齊心協力和共同進退，

就沒有今天的回報。同時我也想特別感謝

投票給花園酒店的所有TTG讀者，讓我們

香港最佳商務酒店

The Mira Hong Kong

鄭越東先生

廣州花園酒店總經理

今天的獲獎成為可能。

今后，花園酒店將繼續精益求精，力求

為賓客提供熱情難忘的服務體驗，成為

商務旅客在廣州的首選，為顧客營造「花

園」獨有的嶺南式的殷勤待客之道，讓每

一位下榻的賓客倍感親切難忘。

榮獲TTG China「廣州最佳商務酒店」

殊榮對「LN嶺南花園酒店」來說既是鼓

勵，更是鞭策。展望未來，我們將不斷升級

完善，積極應對每一個機遇和挑戰，勇往

直前。

總編輯：Penny Chang
電話：886-2-2727 0050　傳真：886-2-2727 6592
電子郵件：penny.chang@ttgasia.com
 
網絡主編：李佩純 Josephine Lee
電話：86-10-6533 0020 　手提：86-13911063850
電子郵件：josephine.lee@ttgasia.com
 
記者：劉欣怡 Jessie Liu
電話：86-21-6219 2987 　手提：86-18616372737
電子郵件：jessie.liu@ttgasia.com
 
記者：張廣文 Yvonne Chang
手提：86-13580821790
電子郵件：yvonne.chang@ttgasia.com
 
記者：鐘韻 Nadia Chung
電話：86-10-5826 3075 　手提：86-13552969728
電子郵件：nadia.chung@ttgasia.com
 
編輯委員會
集團編輯：Raini Hamdi
電話：65-6395 7575　傳真：65-6536 0896
電子郵件：raini.hamdi@ttgasia.com
 
銷售及市場部
集團發行人：鄒義利 Michael Chow
電話：65-6395 7557　傳真：65-6536 0896
發行人：徐美 Chimmy Tsui
電話：852-2237 7282　手提：86-15000225637
電子郵件：chimmy.tsui@hk.china.com 
 
廣告銷售部
·上海/ Coco Liu
電話：86-21-5445 1012  手提：86-13681897725
電子郵件：coco.liu@ttgasia.com 
·北京/ Emily Zhang
電話：86-10-8410 5922  手提：86-13810116979
電子郵件：emily.zhang@ttgasia.com 

·香港/ 徐美 Chimmy Tsui
電話：852-2237 7282 手提：86-15000225637
電子郵件：chimmy.tsui@hk.china.com
·新加坡/ Katherine Ng
電話：65-6395 7535   電子郵件：katherine.ng@ttgasia.com

製作及行政部

廣告材料收集：香港/ 鄭迦華 Carol Cheng
(電話：852-2237 7272 傳真：852-2806 0646）
新加坡/ 林佳佳 Cheryl Lim
(電話：65-6395 7540 電子郵件：cheryl.lim@ttgasia.com ）
 
發行：黃頌鰆 Carol Wong
(電話：65-6395 7508 傳真：65-6536 8639）
 
製作經理：Tony Yeo
行政總裁：黃漢明 Darren Ng
 
辦事處

新加坡：1 Science Park Road
#04-07 The Capricorn
Singapore Science Park II
Singapore 117528
(電話：65-6395 7575 傳真：65-6536 0896）
香港：香港德輔道中308號安泰金融中心11樓
11/F ING Tower
No. 30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852-2571 9333 傳真：852-2806 0646）

 
印刷：香港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中心1401-8室
本刊物為月刊，由TTG ASIA MEDIA PTE LTD 製作發行。

ttg China 

travel Awards 

supplement 

2012

柏文思先生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駐店總經理

費爾蒙酒店及度假村致力于為每一位賓

客提供地道的特色經曆以及熱情難忘的

服務，酒店的服務團隊為每一位賓客提供

真誠熱情的服務，必將令客人擁有最難忘

的北京之旅。為慶祝獲得此項殊榮，北京

華彬費爾蒙酒店特別推出金尊夏季促銷─

賓客可享受免費升級至金尊酒廊。

超乎尋常的住宿以及服務體驗盡在商

業中心區（CBD）的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酒店內部222間客房的設計以及獨具風格

北京最佳商務酒店

北京華彬費爾蒙酒店

的裝潢無不彰顯着傳統與現代的精妙融

合，盡情享受由我們屢獲殊榮的餐廳帶給

您的饕餮美食體驗，在繁忙中置身于我

們美輪美奐、富有藝術感的健身中心和泳

池，將會使您身心健康。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管理層和所有員工

都為能榮獲年度TTG China旅遊大獎「深

圳最佳商務酒店」而感到萬分自豪。此份

榮譽既是對我們工作的認可，也是使我們

繼續傳遞優質服務的源動力。

在這里我代表酒店全體員工對所有投我

們寶貴一票的人表示最誠致的感謝，同時

我們也很感謝這二年多來一直給予我們大

力支持的所有賓客，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和對我們品牌的忠誠，我們將無法取得今

天的成功。能在酒店看到你們熟悉的面孔

及發自內心的評價，都將是我們最快樂的

一件事。

酒店的成績能夠得到認可，是我們的莫

大榮幸，特別是在去年甫開業的情況下。

獲頒上海最佳商務酒店是一個起點，在

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我們還有更多的事要

做。我們將致力于維護良好口碑，並在各

個方面擴大知名度、拓展機會，譬如：我們

擁有上海最大的酒店宴會廳，亞洲首屈一

指的健身中心—嘉里健身。

作為新生代奢華酒店的代表，我們為客

人創造一個活力四射、輕鬆親和、靈活百

變的酒店體驗。在已取得的成績基礎上，

我們已準備好接受新的挑戰。

深圳最佳商務酒店 上海最佳商務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歐卓越先生 
總經理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柯明德先生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總經理 

陳偉成先生

總經理

美麗華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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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北地方最佳酒店

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廈酒店

首先非常感謝TTG的所有讀者對大連

新世界酒店的肯定和好評，能夠榮獲2012

年TTG中國旅遊大獎－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這一殊榮是我們的驕傲，也是對酒店員工

努力成果的肯定。獲此獎項殊榮，我們殷

切希望更多的商務旅客光臨大連新世界酒

店並親身體驗現代東方待客之道。

為了提供更加一流的設施，酒店最近啟

用了全新的高端會議場地-遼寧廳及位于酒

店22樓的新行政廊，我們會再接再厲，不

斷提升客戶滿意度，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為大連市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和城市形象

做出貢獻。

再次感謝TTG的大力支持。

中國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大連新世界酒店

首先，謹代表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廈酒店

的所有工作人員向TTG China旅業報的忠

實讀者們致以最真摯的謝意。此次由TTG 

China旅業報 頒發的「2012年中國西北地

方最佳酒店」獎項，是對西安索菲特人民

大廈的認可，也是對我們一如既往對客人

承諾的再次肯定。

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廈作為西北地方首

家按照國家鉑金五星級標準打造的酒店，

共擁有414間豪華客房，精美的傢俱和時尚

的現代裝飾、別具特色的熱帶雨林花灑、

Ms. Lucy Li
Director of Sales & Marketing
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廈酒店

“MyBed”索菲特概念臥具，令賓客感受

到頂級酒店品牌—索菲特的「法式生活藝

術」。所有公共區域全天候無線寬頻上網，

令客人輕鬆與世界溝通。索菲特會所更為

高端商務休閒人士提供56間精選客房以及

會所酒廊，詮釋着尊貴與奢華。東西兩翼

共有7間餐廳和酒吧，為賓客提供獨特而

豐富的美食體驗。

索菲特酒店為全球唯一法國奢華酒店

品牌，在全球五大洲共40個國家均設有業

務，旗下設有酒店及度假村共120間 (客房

超過30,000間)，均各散發當代優雅時尚的

氣息，能充分配合現今旅客的多變口味，

更可滿足他們對美感、素質及卓越的嚴謹

要求。

宋德娜女士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市場銷售總監

我謹代表酒店全體員工，對本次TTG中

國旅遊大獎投票的所有讀者及各位業內同

仁的支持和認可表示衷心的感謝。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傳承威斯汀獨樹

一幟的品牌魅力，致力于為賓客提供至高

水平的服務。我們的服務理念及待客之道

為業界及賓客一致認同，我和我的員工均

感到十分榮幸。

中國中南地區最佳酒店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是喜達屋酒店及

度假村國際集團在中國湖北省的第一家酒

店。威斯汀致力于讓客人離店時比入住時

感覺更佳，創新研發了一系列讓人神清氣

爽的標誌性產品和感官體驗，讓客人擁有

充滿個性化、直覺靈動和活力煥發的居停

體驗。

武漢萬達威斯汀酒店地理位置優越，坐

擁無敵壯麗的長江美景。305間客房及套房

全部配備專為舒適睡眠設計的威斯汀天

夢之床，讓您酣眠一夜。

魏得可先生

大連新世界酒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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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北地區最佳酒店

大連凱賓斯基飯店

中國華東地方最佳酒店

廈門艾美酒店

柏哲先生(Mr. Raetus Balzer)
廈門艾美酒店總經理

廈門艾美酒店非常榮幸獲選2012年TTG

中國旅遊大獎中國華東地區最佳酒店獎，

這不僅代表了TTG眾多讀者和業內專業人

士對我們的肯定和認可，也顯示了廈門艾

美一直堅持並秉承提供卓越服務的回報，

這是對酒店全體同仁的鼓舞和激勵，我們

將更加努力，回饋大家對廈門艾美酒店的

支持與信任！

廈門艾美酒店于2010年開業，憑藉廈門

唯一位于城市中心山林公園內國際品牌酒

店地理優勢、出色的會議及商務設施設備

及優美的自然景觀獲得了眾多商務與休閒

旅行者的青睞。酒店擁有342間別致高雅

TTG中國旅遊大獎，以其公正性和權威

性廣受業界推崇。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非

常榮幸能夠獲得由TTG中國旅遊大獎組

委會頒發的「中國華北地區最佳酒店」的

殊榮。我們特別感謝TTG旗下中國旅業

報(TTG China)和中國企業旅遊報(TTG-

BTmice China)等知名刊物的廣大讀者對

于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的高度認可。

酒店于2010年10月正式開業，位于中國

中國華北地區最佳酒店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

經濟發展最快速地區之一的天津濱海新區

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核心地帶，地理位置優

越，各項服務和功能設施配備完善，一直

致力于成為四海賓客下達天津濱海的首選

之地。為廣大商旅客人提供溫暖、親切和

便捷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承諾。

酒店全體員工非常激動的看到他們的

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被TTG China及廣

大讀者認可，此項殊榮應歸功與整個團隊

的協同一致和奮發向上。再次感謝TTG 

China，來自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全體員工

的致敬！我們真誠期盼你們的讀者能在不

久的將來光臨我們的酒店。

我們非常感激在此次「TTG中國旅遊大

獎」評選中，讀者紛紛為成都世紀城天堂

洲際大飯店成而投票。非常榮幸，成都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獲得「西南地區最

佳酒店」稱號。這不僅證明了我們飯店一

流的硬體設施得到了眾多的商務旅行者認

可，更重要的是我們高水平的服務贏得了

客人極高的滿意度。

客人的滿意是我們不斷提高的動力。當

然，這個榮譽也離不開我們每個員工不懈

努力，是他們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讓我

們飯店能夠獲此殊榮。

的客房與套房包括12間各類別墅套房，所

有的房間都有面向山景或庭景的開放私人

陽臺。超過2,000平方米的宴會及會議場地

包含了廈門層高最高的10米高、850平方米

的自然採光無立柱大宴會室。先進的設施

設備還包括了藝術感十足的健身房，配備

頂級品牌的專業健身器械、室內溫水游泳

池、溫水智慧按摩池、水療康體會所，圍繞

着仙嶽公園的慢跑及遠足道，和山頂全景

觀網球場。

我們將堅持完善服務，力求突破創新，

為酒店業的進步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范馬克先生

天津濱海喜來登酒店總經理

中國西南地方最佳酒店

成都世紀城
天堂洲際大飯店

林重盛先生

成都世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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