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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Glärnischhof酒店 

"杰出商务酒店"

这家酒店是一家国际商务酒店。它有一个现代的装饰，为客人提供了62个标
准间，小型套房和非吸烟客房的选择。客人可以在两间餐厅中选择着名的鱼
餐厅Le Poisson和位于酒店内的意大利餐厅Vivace。一间布置高雅的小酒吧
也向客人开放。汽车可能停放在酒店的停车场。酒店配备研讨会。

 +41 44 286 2222  www.hotelglaernischhof.
ch/

 info@glaernischhof.com  Claridenstrasse 30,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Baur Au Lac 

"1844年以来的豪华住宿"

Baur au Lac成立于1844年，现在是该国顶级豪华酒店之一。酒店面对利马特
河，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享有壮丽的景色。位于Bahnhofstrasse，Parad
eplatz和ZürichHauptbahnhof火车站的步行范围内，交通便利，靠近城市的
主要景点。在酒店内，客人可以享受装饰豪华的帝国，摄政和艺术装饰风格
的客房，四家高级美食餐厅，精品店和礼品店。

 +41 44 220 5020  www.bauraulac.ch  info@bauraulac.ch  Talstrasse 1,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HotelZürcherhof酒店 

"舒适的住宿"

HotelZürcherhof酒店是Best Western Swiss
Hotel集团的一个连锁酒店，价格合理，适合休闲和商务旅客入住。 36间优
雅的客房都配备了电视，迷你吧和其他适中的设施。酒店餐厅“Walliser-Ke
ller”供应美味佳肴。尽管坐落在市中心，这家酒店为客人提供和平与安宁
的最先进的健身室和放松的水疗护理！

 +41 44 269 4444  www.bestwestern.ch/zuer
cherhof/

 zuercherhof@bestwestern.
ch

 Zähringerstrasse 21,
苏黎世

 by Prayitno   

Romantik Hotel Florhof酒店 

"豪华的住宿"

曾几何时，苏黎世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住在这个住所。这座贵族的建筑在十六
世纪被改造成了一家着名的酒店。这个结构在弗洛霍夫之前经历了两次失败
的改头换面，因为它现在在1995年成立。这家经常被长期预订的酒店非常注
重舒适性和满足感，所有的房间都有英式的装饰，巧妙地避开了出现k 的危
险。大胆图案的花卉窗帘和优雅的条纹扶手椅将Florhof的形象强化为一切浪
漫的绿洲。它的历史价值受到保护。

 +41 44 250 2626  hotelflorhof.ch/?lang=e
n

 info@florhof.ch  Florhofgasse 4, 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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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orto Bay Trade   

Martahaus 

"类似于旅馆"

Martahaus酒店位于城市中心Niederdorf nieghborhood中心的中央地带，靠
近购物和娱乐区，距离火车总站仅有一分钟的步行路程。它与青年旅馆有类
似的特点，因为酒店还提供宿舍。周边地区有许多便宜的餐馆，但汽车必须
停放在公共停车位。

 +41 44 251 4550
(Reservations)

 www.martahaus.ch/  info@martahaus.ch  Zähringerstrasse 36,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皇家舒适酒店 

"廉价的舒适"

这家酒店位于中部北部的中心地带，靠近大学，距离火车总站仅有几分钟路
程。舒适酒店皇家是一个简单而实用的酒店 - 一切都是触摸小。这间70间客
房的酒店设备齐全，提供电视，迷你吧和带语音信箱的ISDN电话等服务。有
特殊的商务间也有模拟/数字/传真连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家非吸烟酒
店，但是他们在酒店的车库里有空房。

 +41 44 266 5959  www.comfortinn.ch/en  hotelhelp@choicehotels.c
om

 Leonhardstrasse 6,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Plattenhof的 

"城市中的三颗星"

Plattenhof酒店靠近苏黎世大学，在贝尔维尤以北约两分钟的相对安静的地
区。靠近大学保证你会在这里遇到很多知识分子。酒店本身是一个温和的三
星级酒店。餐厅设有花园，以实惠的价格供应主餐。这是一个放松和享受该
地区所提供的宁静的好地方。

 +41 44 251 1910
(Reservations)

 www.plattenhof.ch/  hotel@plattenhof.ch  Plattenstrasse 26, 苏黎世

 by zevhonith   

酒店Engimatt 

"苏黎世的4星级酒店"

这家由家庭经营的酒店位于苏黎世Enge区一个宁静的居民区。靠近着名的班
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和风景优美的旧城区，因绿树成荫的街道和临
近湖泊而受到追捧。酒店拥有单人间和双人间，均享有优雅的装饰，为客人
提供舒适的住宿。所有房间都有基本的设施，以及互联网接入，有线电视，
保险箱和迷你吧。如果您不喜欢上街吃饭，酒店还提供一个内部餐厅，Orang
erie，这是居民和客人的最爱。它宽大的窗户和美味佳肴正是在这个城市周
围观光游览的一天。对于那些需要活动室的客人，酒店有几个可以通过预订
，是会议或宴会的理想场所。

 +41 44 284 1616  engimatt.ch/de/  info@engimatt.ch  Engimattstrasse 14,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苏黎世万豪酒店 

"城市中心豪华"

这座现代化的13层建筑靠近主要的火车站，并从该处可以看到利马特河的景
色。酒店还提供前往苏黎世 - 克洛滕机场的班车服务。苏黎世万豪酒店是一
家豪华现代化的酒店，特别适合商务旅客。它有260个房间（422张床）。非
吸烟客房也可提供。万豪酒店还设有停车设施，两间餐厅，一间酒吧和一间
内部美发沙龙。室内游泳池可以免费使用。正如从这种酒店预计，会议设施
可用。

 +41 44 360 7070 (Reservations)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z
rhdt-zurich-marriott-hotel/

 Neumühlequai 42, 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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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朋喜来登苏黎世酒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ihlcityZürich） 

"在苏黎世的现代住宿"

苏黎世的Four Points酒店位于Sihlcity，四周遍布各种商店和服务。酒店本
身拥有一个高品质的水疗中心和餐厅。

 +41 44 554 0000  www.marriott.com/hotels
/travel/zrhfp-four-
points-sihlcity-zurich/

 sihlcity@fourpoints.com  Kalandergasse 1,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Rigihof酒店 

"苏黎世可爱的四星级酒店"

这是一家位于苏黎世大学旁边的安静地区的上层中级商务酒店。 66间客房（
总共91张床位）均有独特的苏黎世特色，设计艺术，包含您所需的所有奢侈
品。非吸烟客房可用。宴会和功能室包含所有适当的设备可用。该酒店适合
残疾客人入住，拥有自己的车库，可以通过旅行社预订。

 +41 44 360 1200  www.leonardo-hotels.com
/leonardo-boutique-hotel-
rigihof-zurich

 info.zurich@leonardo-
hotels.com

 Universitätstrasse 101,
苏黎世

 by Casa Velas Hotel   

Dolder Waldhaus 

"四星级酒店的景色"

Dolder Waldhaus酒店位于苏黎世山区宁静而田园诗般的绿色地带（距离市中
心10分钟），享有苏黎世和湖泊的壮丽景色，距离动物园不远。这是一个独
特的一流的设施，拥有100间阳光明媚的客房和套房（共有155张床位）。每
位客人都可以欣赏湖景，阳台，ISDN连接和语音信箱。此外，客人可以免费
使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健康水疗中心和人造溜冰场。您可
以在桑拿浴室放松身心，或者在露台餐厅品尝各种美食。酒店还设有会议设
施和酒店停车场。

 +41 44 269 1000  www.project.dolderwaldh
aus.ch/

 info@dolderwaldhaus.ch  Kurhausstrasse 20,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Hotel Stoller酒店 

"通过体育活动关闭"

Hotel Stoller酒店位于苏黎世Albisrieder区的Albisriederplatz广场。酒
店距离市中心约10分钟，靠近Letzigrund足球场和体育场。客人可以选择80
间客房，全部配备了迷你吧，电视，收音机，吹风机，ISDN电话和大理石浴
室。非吸烟客房也可提供。也向公众开放的露台为17 Fr提供主餐。和35道菜
的3道菜。酒店是一个私人会议的合适地点，并有研讨会室和研讨会和商务会
议。客人可以使用酒店的停车场。

 +41 44 405 4747  all.accor.com/hotel/548
8/index.en.shtml#origin=
mercure

 info@stoller.ch  Badenerstrasse 357,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多尔德大酒店 

"豪华的高度"

多尔德大酒店于1899年开业，现在被认为是瑞士最好的酒店之一。坐落在树
林的边缘，它不能被认为是所有的中央，但奇妙的和平。具有迷人浪漫的塔
楼的结婚蛋糕般的建筑物坐落在城市之上，雄伟壮观，可以欣赏到苏黎世的
美景。在这家酒店，“顾客为王”的概念不是幻想。早在1907年，酒店自己
的高尔夫球场（强制性的障碍）就在事物的摆动中，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房间和套房非常宽敞，而不是奢华奢华，渗透别致低调优雅，柔和的色彩
和舒适的资产阶级风格的家具营造出时尚的氛围。对于那些想在城里寻求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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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人来说，“Dolder
Bus”（Dolder公车）就是在镇中心，向酒店客人免费（M-Sa）。

 +41 44 456 6000  www.thedoldergrand.com/  info@who-needs-
spam.thedoldergrand.com

 Kurhausstrasse 65,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科罗纳 

"在晚上安静"

这家小巧实用的酒店属于Minotel Suisse连锁酒店，可以在白天繁忙，晚上
很平静的地方找到。距机场和市中心仅十分钟路程。它有36个房间（共54张
病床）。餐厅也向公众开放，提供单点菜肴或套餐。多功能厅可举行会议，
并提供酒店停车场。

 +41 44 360 2626  www.welcomehotels.ch/  Schaffhauserstrasse 137, 苏黎世

 by Booking.com 

酒店Belair 

"沉迷于奢华"

享受任何四星级酒店的声誉，酒店Belair提供最好的接待客人。酒店拥有47
间设备齐全的客房和奢华的客房，客人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餐厅La Cantin
ella提供最好的意大利美食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饮料选择。这里的专业人员确
保您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41 44 839 5555  www.belair-hotel.ch/de/  info@belair-hotel.ch  Alte Winterthurerstrasse
16, Wallisellen

 by Booking.com 

诺富特苏黎世机场展览中心 

"留在机场附近"

Novotel Zurich Airport Messe酒店距离苏黎世 - 克洛滕机场约1分钟路程
，坐落在距离苏黎世市中心5公里的Glattbrugg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家大型的
现代化商务酒店也是家庭的理想选择，因为最多两名儿童可以免费入住父母
的房间。客人可以在露台上享用三道菜餐点，或在酒店的酒吧里进行社交活
动。有一个大型地下停车场可供客人和免费巴士服务到机场。

 +41 44 829 9000
(Reservations)

 all.accor.com/hotel/088
4/index.en.shtml#origin=
novotel

 h0884@accor.com  Lindbergh-Platz 1, Opfikon

 by Booking.com 

Mövenpick酒店苏黎世机场 

"方便舒适"

这间大型酒店位于苏黎世 - 苏黎世机场沿线，距离苏黎世约5公里的格拉特
布鲁格（Glattbrug）区，从苏黎世 - 克洛滕机场（Zurich-
Kloten）前往苏黎世（Zurich）。 MövenpickHotelZürichAirport酒店的烧
烤餐厅供应全套餐点，酒吧是夜间活动的理想场所。有会议室和功能室可用
所有必要的设备，可容纳6-250人。免费巴士服务到达机场对于没有汽车的人
来说是有用的，尽管有一个停车场可用。

 +41 44 808 8888
(Reservations)

 www.movenpick.com/en/eu
rope/switzerland/zurich/
hotel-zurich-
airport/overview/

 hotel.zurich.airport@moe
venpick.com

 Walter Mittelholzerstrasse
8, 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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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rayitno   

Hotel Sedartis酒店 

"优雅，舒适，迷人"

Hotel Sedartis酒店是传统的Hotel Thalwilerhof酒店的现代化建筑，于200
2年夏天拆除。这家时尚酒店的高级商务设施包括最先进的商务设施以及高级
餐厅的传统美食。 Hotel Sedartis酒店还设有储藏丰富的酒吧和供应惊人的
开胃小菜和沙拉自助餐的典雅小酒馆。这座建筑是欧洲艺术的典范，也是风
水实践空间布局的象征。如果这一点没有多大的印象，你总是可以惊叹于苏
黎世湖的全景。你当然不会后悔你的决定。

 +41 43 388 3300  sedartis.ch  info@sedartis.ch  Bahnhofstrasse 16, Thalwil

 by Booking.com 

Hotel Meierhof酒店 

"逃离城市生活"

如果你想复兴成为你的逗留的一部分，那么你来对地方了。虽然Hotel Meier
hof酒店与苏黎世有点隔离，但它提供了宁静的环境，并有机会放松身心，欣
赏湖泊的美景。酒店绝不是小型的，每个房间都配备了这个口径酒店的所有
奢侈品。除了平时的设施外，酒店还拥有自己的美发沙龙，供应瑞士特色菜
的餐厅，现代化的健身中心和附近的游泳池，供享受清凉水的客人享用。一
旦太阳下山，您可以在酒店的酒吧享受音乐和其他现场表演。酒店还拥有设
备完善的商务中心，是商务休闲的理想去处。

 +41 44 728 9191
(Reservations)

 www.hotelmeierhof.ch/  mail@hotelmeierhof.ch  Bahnhofstrasse 4, H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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