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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牌牌都都来来中中国国开开酒酒店店

专刊记者 史大玮

宝格丽是珠
宝腕表；兰博基
尼是跑车；范思
哲是高级定制；
菲 拉 格 慕 是 包
包；阿玛尼是西
装……如果你这
么认为就out了，
因为，它们都要
来 中 国 开 酒 店
了！

套上Armani
修身西装、洒点
Bvlgari的“海蓝”，
或 是 踩 一 双
Ferragamo芭蕾舞
鞋，挎上心爱的
2 . 55，这就是奢侈
品 牌 的 绝 对 拥
趸。如今，时尚大
牌们已远远不满
足于用口红、珠
宝、旅行箱占领
你的生活，能2 4
小时待在里面的
酒店才是他们的
终极目标，里面
装满了房客们关
于品位与风雅的
梦想。

宝格丽(Bvlgari)酒店：

今年上海见

如画的巴厘岛，神圣的礼堂，铺
满鲜花的路，幸福的新人……去年杨
幂和刘恺威的婚礼举办地正是巴厘岛
宝格丽酒店，也让不少人知道了这个
专注于高级珠宝的品牌也有如此精美
的酒店。集团CEO曾透露他们成功的秘
诀：“专注于细节在珠宝行业是普遍的
特质，而且我们有能力了解那些顶级富
豪对奢侈的看法。”

除了巴厘岛，宝格丽在米兰和伦敦也
有酒店，在伦敦奥运会期间，宝格丽酒店最
便宜的一晚房价也高达850英镑。2015年和
2017年，宝格丽将来到上海和北京。

上海宝格丽酒店选址在苏河湾沿河开
发区内，这一地带被称为“上海黄金湾”，是
上海最着名的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按照规
划的蓝图，苏河湾将拥有诸多新颖时尚的当
代建筑，同时聚集“太后宫”“许愿园”和“王母
庙”等着名古代建筑。

宝格丽北京酒店将坐落于京城核心位置
的使馆区，预计将于2017年春天正式开业。宝
格丽北京酒店紧邻第二使馆区及北京时尚地
标“三里屯”，面朝亮马河，坐拥充满活力而又
闲适惬意的城市景观。全新宝格丽北京酒店除
了为客人提供全城最大的客房外，还以其最高
水准的配置而独树一帜，包括极具标志性的宝
格丽酒吧，位于亮马河畔面朝私属公园的餐厅，
拥有25米长游泳池的顶级Spa，以及超大面积的
宴会厅。

托尼洛·兰博基尼酒店：

超跑大牌也爱书卷气

听到兰博基尼的名字，似乎耳边已有了轰鸣
声。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兰博基尼公司创始人

之子便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这个分支，并开始促
进企业走向多元化发展。游艇，服装，皮具，手机，
产品线已经非常广了。

首家托尼洛·兰博基尼书苑酒店坐落于苏州
园区金鸡湖畔，是一家高端私人精品酒店。国内首
家托尼洛-兰博基尼书苑酒店坐落于苏州园区金
鸡湖畔，是一家高端私人精品酒店。与其他星级酒
店不同，是以高贵、低调、私密、奢华的基调彰显酒
店风格。酒店以书文化为主题，结合中国传统园林
和现代建筑为一体，体现了人文舒适，时尚超前的
生活品位。目前托尼洛·兰博基尼已经在苏州，昆
山和黄石三地开设了酒店。

阿玛尼(Armani)公寓：

顶级公寓落户成都

阿玛尼的公寓和酒店在全球的数量屈指可
数，但无一不是全球顶级地标，如迪拜塔阿玛尼酒
店、米兰阿玛尼酒店、伊斯坦布尔马茨卡公寓、孟
买的世界塔和马尼拉的世纪尖塔。即便如此，在孟
买、伊斯坦布尔、马尼拉的阿玛尼项目也无法冠以
阿玛尼的名字，因为阿玛尼在其中只负责了室内
项目，只有深度合作的项目，阿玛尼才愿意冠名。

阿玛尼艺术公寓坐落于成都市中心黄金地
段，毗邻时尚的锦江及市区主要商业和娱乐中心，
并与望江楼公园隔江相望。该项目由两栋高222米

的超高层建筑组成，每栋包含65套豪华公寓。此次
进军中国房地产市场，时尚巨头阿玛尼集团选择

了以文化产业为基石的大型多元化产
业集团门里集团作为其在本地的合作
伙伴，负责建筑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阿玛尼艺术公寓双子塔每栋都配
有210米高的天际恒温泳池；同时，每套
公寓都将配套使用Armani/CASA家具、
Armani/Dada橱柜以及Armani/Roca卫浴
等高端阿玛尼家居产品系列。阿玛尼艺
术公寓的住宅单元将在2104年下半年开
始发售，整个项目预计将于2016年竣工。

范思哲(Versace)酒店：

下一家酒店会在哪儿

2000年，范思哲就斥资3亿美金在澳
大利亚黄金海岸建造了“极尽奢华之能
事”(More Is More)的范思哲酒店(Palazzo
Versace)，流光溢彩的装潢和纸醉金迷的享
乐主义调子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膜拜者”
入住。而位于迪拜，包括215间套房的第二

家Versace酒店于2008年开业。
像充满着妖冶与神秘感的美杜莎头像一

样，范思哲从来不是一个低调的品牌，它主张
一种复古和高调的奢华，在范思哲酒店里，似
乎除了客人以外的一切都被打上了Logo。这座
酒店不仅参照了创始人、设计师Gianni Versace

生前对于度假别墅的设计概念，还融合了不少
他个人的生活态度。他生前的许多收藏也都在
这座美轮美奂的宫殿里得以展示。

有趣的是，曾经有中国企业对这家高端酒
店表示出觊觎，据外媒报道，2012年，一家来自中
国香港的建筑公司与一家中国大陆的旅游公司
与范思哲签订了合资协议。但随后又有消息称，
中国企业在这个收购战役中已出局，范思哲并未
向任何人出售任何股份。整个事件有些扑朔迷
离，但谁又能断言下一个范思哲酒店不会出现在
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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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新新时时尚尚，，旅旅游游过过大大年年

【畅游中华】

A北京八达岭长城、名校参观、故宫、新春
庙会等双飞4日 1490元 2月18/19日
B奢品北京【五星饭店】、新春庙会+滑雪超
值四日 1890元 2月18/19/20/21日
C华东三市+普陀山祈福双飞五日 2590元
精品小单团·含全陪 2月21日
D华东五市+经典双水乡双飞五日 1690

元 精品小单团·含全陪 2月21日
E长沙、韶山、凤凰古城、张家界、黄龙洞精
品双飞6日2980元起 2月19/20/21/22日
F南海之恋、热带风情——— 海口、兴隆、三亚
双飞5/6日 3290元起 春节前后天天发
G魅力桂林——— 大漓江、冠岩、古东瀑布、
一江四湖、独秀峰双飞五日3100元起 春
节天天发
H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环飞八日
2280元/3980元起 春节天天发
I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武夷山、天游峰、
一线天双飞五4260元 2月20/21日
另：代订春节期间周边温泉景区门票及住
宿酒店！
凭本期报纸报名者均有精美礼品赠送！

【玩美港澳】

【超级至尊】港澳纯玩双飞五/六日游
4680元
(腊月十九/二十六/二十七，正月初一/初

二/初四/初五/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五大保证：
●全程保证入住四星级酒店；
●保证无附加费；
●保证精选顶级品牌汇聚的开放式奥特
莱斯商场或百荟茗店坊，客人全场自由活
动，不限时间；
●保证无强迫购物，全程自愿消费；
●赠送价值200元/人的威尼斯人度假村，
让您在澳门的行程不留遗憾。

【尊享亲子】广州深圳香港六日游 5280元
起(烟台/广州)
(腊月二十八/三十，正月初二/初三)

八大行程亮点：
◆深圳金牌经典世界之窗。
◆感受盛产明星和富豪的东方明珠、动感
之都和财富之都。
◆探秘爸爸去哪拍摄基地广州长隆野生
动物园。与动物零距离接触。
◆太空馆、科技馆，全球最大最全的展馆，
让你深度了解太空知识以及奇妙的科技
世界。
◆星路追寻带你在星光大道追寻香港诸
多明星的成长之路。
◆畅游香港迪士尼乐园，探索奇妙的童话
之旅，疯狂一整天。
◆参观香港高校，感受高等学府氛围。
◆保证入住香港4星级酒店：观塘帝盛/观
塘丽东/尖沙咀华丽/八度海逸或同级

【精品】港澳2+1双飞五/六日游 1780元起
(腊月二十六/二十七，正月初二/初五/初
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全程保证入住四星级酒店。
■全程保证优秀领队服务，零投诉保证，
消除您的后顾之忧。
■在香港品尝当地特色烧鹅餐、港式早茶
各一餐。
■自由活动一天，绝不压缩自由活动时间。
■客人自愿购物，绝不强迫消费。

【赠送】：价格30元的旅游人身意外险
【畅游】港澳双飞五/六日游 980元起
(腊月二十六/二十七，正月初二/初五/初
七/初八/初九/初十)

【缤纷欧美、东南亚】

泰国包机 2月9/14/19/21/24/26/28日
恋恋普吉岛7日 2月6/12/18/24日
浪漫巴厘岛6日 2月7/11/18/19/23/27日
日本本州精彩6日 2月21日 仅剩3个位置
澳新12日 2月24/26/28日 3月5/10/14/18日
德法意瑞4国13日 2月28日 3月14日
青岛起止
意瑞法卢荷德6国13日 3月18/25/27日
塞班岛6日 北京起止 2月18/19日
尼泊尔全景10日游 2月17日
帕劳追梦5/6日游 2月15/18/26日

【浪漫韩国】

仁川、首尔双船5日 2月2/4/9/11/23/25日
首尔、济州岛船飞6日 2月13/27日
仁川、首尔单船单飞5日 2月16/23/25/27日
仁川、首尔双飞4日 2月16/26日
仁川、首尔半自由行双飞4日 2月5/12日
首尔、济州岛四飞5日 2月2/10/12/19/21日
仁川、首尔半自由行双飞5日 2月19/20日

第一大道(总部)：6262255 6262200

莱山银座：18561105063

莱阳门市：3367966

莱山振华：6710503

鹿鸣门市：6893233

四马路：6219566

开发区黄河路：6105771

开发区华山路：6380535

胜利路：6600138 6600159

环山路：6629111 6629185

地址：芝罘区西盛街28号第一大道502室
(大润发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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