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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Grand Hotel Krasnapolsky 

"极具纪念意义的酒店"

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大酒店内有468间豪华房间，全部配有五星级设备，
在八座历史建筑物内还有36个备套齐全的住宅。这八座建筑本来就是为了纪
念而用的。每个房间都有私人浴室和淋浴设备、电吹风、电气安全系统、收
音机和彩色电视机。住客可以在这里看电视，更可以看CNN新闻。Connexxion
Schiphol Hotel穿梭巴士每隔半小时往返一趟，来往于史基浦机场和酒店之
间。酒店更有一个码头以供航海游客使用。

 +31 20 554 9111  www.nh-collection.com/e
n/hotel/nh-collection-am
sterdam-grand-hotel-
krasnapolsky

 nhkrasnapolsky@nh-
hotels.com

 Dam 9,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Miauw套房 

"豪华公寓"

Miauw Suites酒店坐落在Westermarkt的一栋文物建筑内，这是一个独特的概
念酒店2间客房和2间套房。套房设有一间卧室，客厅，浴室和开放式厨房。
房间的内部是豪华的，同时，现代。由于它是一栋受保护的建筑，没有空调
或浴缸。房间的价格相当高，但如果你和家人一起旅行，套房是探索阿姆斯
特丹的长期基地。

 +31 64 603 6688  www.miauw.com/  miauw@miauw.com  Hartenstraat 34,
阿姆斯特丹

 by Sofitel Legend The
Grand Amsterdam 

The Grand Amsterdam 

"市政厅前身"

这座建筑物早在1578年便作为皇家法庭使用，而之后又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市
政厅，现在这座建筑物都被称为“The Grand”，经常用作接待贵族和名人之
用。这座独一无二的荷兰建筑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五星级酒店。位于达姆广
场中心，酒店现在是阿姆斯特丹市的金融和文化中心。里面所有的房间与套
房都有温馨的环境，还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和酒店私家花园的美
景。

 +31 20 555 3111  www.sofitel-legend-theg
rand.com/en/homepage.htm
l

 contact.thegrand@sofitel
.com

 Oudezijds Voorburgwal 197,
阿姆斯特丹

酒店普利策 

"在Prinsengracht"

Hotel Prinzngracht酒店是普利策豪华酒店，客人可以体验酒店25个运河边
住宅的古典外墙。每间230间客房，套房和公寓以及接待室均以不同的艺术作
品进行了个别装饰。许多客人可以在酒店的私人庭院内欣赏运河或花园的壮
丽景色。 Hotel Pulitzer酒店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抵达水坝广场，Wester
toren和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

 +31 20 523 5235  www.pulitzeramsterdam.c
om/

 info@pulitzeramsterdam.c
om

 Prinsengracht 315-331,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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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万丽酒店 

"在老城区"

Renaissance Amsterdam Hotel酒店位于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和中央车站之间
的中心，这家当代酒店提供了一个温馨和欢迎新的大堂，翻新的客房住宿特
色文艺复兴寝具，宽带互联网接入和高清电视。此外，阿姆斯特丹万丽酒店
还增设了豪华套房，大型俱乐部客房和全新的俱乐部酒廊。几个地方的利益
是紧邻安妮弗兰克之家，Beurs面包车贝尔拉格和皇宫。 17世纪的圆顶Koepe
lkerk位于酒店对面，由地下通道连接。对于会议和会议旅行者来说，阿姆斯
特丹万丽酒店适合举办高达700人的活动。

 +31 20 621 2223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a
msrd-renaissance-amsterdam-hotel/

 Kattengat 1,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Ambassade酒店 

"黄金时代经典在Herengracht"

Ambassade Hotel酒店由十个17世纪运河边的房屋组成，是黄金时代爱好者的
愉快之旅。大使馆位于城市中心气势宏伟的德殷高（De Herengracht）。中
央车站，莱德广场，水坝广场，皇宫，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
和国家博物馆都在酒店附近。每间客房都拥有独特的设计，让您感觉舒适而
舒适。你会发现这个美丽的地方装饰各种艺术品和古董。他们的图书馆拥有
超过3000名亲笔签名的书籍。

 +31 20 555 0222  www.ambassade-hotel.nl/  info@ambassade-hotel.nl  Herengracht 341,
阿姆斯特丹

NH巴比松皇宫酒店 

"宫殿的渴望"

这家酒店非常靠近中央火车站，配备了大部分最新的技术。许多房间都有错
层设计和古色古香的橡木横梁，给人一种质朴的外观。一个巨大的天窗拱门
照亮了大厅，从而给大厅上的黑色和白色的大理石一个明确的光泽。有两家
餐厅，一家荷兰餐厅和一家国际餐厅，供应国内和国际旅客。为数不多的酒
店之一，只承诺给你一个休闲和商务的完美结合，但实际上保持其言辞。

 +31 20 556 4564  www.nh-hotels.com/nh/en
/hotels/the-netherlands/
amsterdam/nh-barbizon-
palace.html

 nhbarbizonpalace@nh-
hotels.com

 Prins Hendrikkade 59,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艺术酒店 

"中央位置"

德艺术酒店作为一个沉稳的建筑，但一旦进入，环境迅速改变。客房光线充
足，并提供充足的空间。如果您和孩子一起旅行，请查看家庭间。免费的自
助早餐包括丰盛的荷兰美食。除基本的客房设施外，酒店还提供茶/咖啡和软
饮料设施，自行车出租服务和旅游预订。附近的名胜浮动花卉市场，梵高博
物馆和伦勃朗广场。

 +31 20 620 1558  www.hoteldesarts.nl/  info@hoteldesarts.nl  Rokin 154,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迪伦阿姆斯特丹 

"豪华在怀旧之中"

在迪伦酒店度过一个在阿姆斯特丹的豪华假期。周围有一个17世纪的感觉，
使他们似乎有多年的历史揭示。无论您是游览城市运河或商务旅客，这家酒
店将为您提供一个舒适的避风港。酒店内的餐厅满足您的所有美食要求，健
身中心让您摆脱所有额外的卡路里，您可能会收拾！你也可以在现场举行会
议。而当你想放松时，去租一辆自行车或一条船 - 他们将做必要的安排！

 +31 20 530 2010  hotel@dylanamsterdam.com  Keizersgracht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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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ylanamsterdam.com/ 阿姆斯特丹

NH Doelen酒店 

"老是金"

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酒店之一，这个地方俯瞰阿姆斯特尔河，非常接近博物
馆，花卉市场和夜总会。它散发着19世纪的光环，房间布置精美，配有古董
家具。你一定会喜欢在华丽的大堂和接待区花时间。但真正增加辉煌的是辉
煌的楼梯，忘记乘电梯！酒店拥有会议和宴会设施，以迎合商务旅客的需求
。

 +31 20 554 0600  www.nh-collection.com/e
n/hotel/nh-collection-
amsterdam-doelen

 nhdoelen@nh-hotels.com  Nieuwe Doelenstraat 24,
阿姆斯特丹

HotelRésidenceLe Coin酒店 

"生活在历史中"

这家酒店位于市中心，方圆1500米范围内的整个社区，占据七座历史建筑的
四周。艺术琐事爱好者也会很高兴地发现，这是伦勃朗曾经在17世纪曾经居
住过的一条街道。住宿包括豪华客房，配备水槽我进入他们的床上用品和良
好的连接。附带的小厨房迎合了那些内心的隆隆声，就像租赁自行车设施保
持松弛一样。来发现城市的心脏！

 +31 20 524 6800  www.lecoin.nl/  hotel@lecoin.nl  Nieuwe Doelenstraat 5,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欧洲酒店 

"优雅与尊贵"

宏伟的Hotel de L'Europe酒店位于Amstrerdam的中心，俯瞰着Amstel河和Mu
nt塔。它坐落在着名的花市场对面，距离水坝广场约五分钟路程。 Hotel de
L'Europe酒店建于1896年，于1995年经过全面翻新，融合了维多利亚风格的
优雅和现代的舒适设施。客房配备了您所期望的所有现代化设施。杰出的弗
雷迪酒吧供应鸡尾酒，美食小吃和现场钢琴音乐。他们的餐厅包括屡获殊荣
的高级餐厅Bord'Eau和法国Hoofdstad小酒馆。

 +31 20 531 1777  www.deleurope.com/  hotel@leurope.nl  Nieuwe Doelenstraat 2,
阿姆斯特丹

 by Porto Bay Trade   

钢 

"为家常的经验"

钢铁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个旧仓库的底层。它命名后它所在的街道，它
提供了一个房间的床和早餐套房游客前往阿姆斯特丹。宽敞的客房设计时尚
，很注重浴缸，沙发和窗帘的颜色和质地。在这里，工作人员是热情好客，
在房间的私密性感觉完全在家里。钢铁被包围着许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商店，
酒吧，市政厅和歌剧院，阿姆斯特丹着名的戏剧文化的所在地。

 www.staywithsteel.com/  info@staywithsteel.com  Staalstraat 32,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酒店 

"生活在风格"

Grand HotelAmrâth酒店的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物已经修复。装饰精美的宽敞
客房配有超大床，免费无线网络连接设施，迷你吧和玻璃淋浴，让您在Amrât
h住宿成为一件难忘的事情。 Seven Seas餐厅供应丰盛的法式国际美食，健
康中心设有健身房，水疗中心，日光浴室，游泳池和按摩浴缸。

 +31 20 552 0000  www.amrathamsterdam.com
/default-en.html

 info@amrathamsterdam.com  Prins Hendrikkade 108,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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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NH Caransa酒店 

"天堂的确是！"

NH Caransa酒店靠近花卉市场，所以除了在卡兰萨（Caransa）度过舒适和时
尚的日子之外，你每天都会受到大量美丽的花朵的照顾。多语种的工作人员
，现代化的设施，从您的房间与简单的内饰美景，是你在这家酒店，这是NH
酒店的一部分获得。如果您需要漫长的一天观光后放松身心，请在时尚的酒
吧度过时光。或者在户外露台闲逛，而不必担心孩子，因为托儿设施可用。

 +31 20 554 0800  www.nh-hotels.com/nh/en
/hotels/the-netherlands/
amsterdam/nh-
caransa.html

 nhcaransa@nh-hotels.com  Rembrandtplein 19,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银行大厦 

"在市长的房子对面"

一个宏伟的精品酒店坐落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银行大厦为客人提供一个奇
妙的豪华住宿在城市。阿姆斯特丹是运河之城，这家酒店将客人置身于最着
名的Herengracht之一附近。就像位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房间内完成与奇
妙舒适的床上用品，豪华的装饰和更多。

 +31 20 420 0055  www.carlton.nl/banks-
mansion-hotel-amsterdam

 reservations@banksmansio
n.nl

 Herengracht 519,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希尔顿逸林酒店（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 

"独家住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酒店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原始IJ河畔，是着名连锁酒店DoubleTree by 
Hilton的一座宏伟建筑。拥有最先进的视听技术，设计典雅的客房和现代化
的商务设施，吸引了休闲和商务旅客。所有宽敞而华丽的客房均享有繁华城
市的壮丽景色。随着三个独家用餐选择，客人可以选择沉迷于美味的区域传
播或品尝国际准备。 City Cafe咖啡厅提供舒缓的氛围，抵御Oosterdok运河
的宁静水域。屋顶酒吧SkyLounge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设置，包括DJ晚上和精选
的烈酒和餐点。获得了着名的旅游门户颁发的2015年度TripAdvisor卓越证书
。

 +31 20 530 0800  doubletree3.hilton.com/
en/hotels/netherlands/do
ubletree-by-hilton-hotel
-amsterdam-centraal-stat
ion-AMSCSDI/index.html

 amscs.info@hilton.com  Oosterdokstraat 4,
阿姆斯特丹

 by Prayitno   

七一七酒店 

"在江边"

如果七夕七号酒店的古典建筑不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城市的壮丽景
色一定会如此。由着名的荷兰时装设计师和装饰家Kees van der Valk设计，
九间套房中的每一间都有自己的个性。被列为历史遗迹的经过修复的文物建
筑拥有黑暗的内饰，融合了19世纪家庭的旧世界魅力与现代生活的设施。酒
店的名字受到运河本身的街道地址的启发。除了上面的房间外，其他房间都
是以歌德，毕加索，莎士比亚等艺术界的名人命名的。

 +31 20 427 0717  www.717hotel.nl/  info@717hotel.nl  Prinsengracht 717,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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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evhonith   

公园酒店 

"享受运河"

Park Hotel酒店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繁华的市中心。莱兹广场，荷兰赌场，所
有着名的博物馆，购物街和冯德尔公园都在一箭之遥。在酒店的另一边，往
返船正在等待带您参观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酒店为您提供四星级酒店的所有
现代舒适设施。

 +31 20 671 1222  www.parkcentraal.com/nl
/amsterdam/

 info@parkhotel.nl  Stadhouderskade 25,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MövenpickHotel Amsterdam City
Centre酒店 

"海滨住宿"

这家酒店位于Piet Heinkade沿线，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住宿之一。它的水位
，全景和接近老阿姆斯特丹以及城市的中心给它一个休息。如果这还不够，
这Mövenpick酒店拥有一流的住宿与宽敞的客房，配有先进的设施和全天候服
务。酒店与阿姆斯特丹的PTA连接，是商务旅客的理想选择。优雅的酒店包括
丝绸之路餐厅和丝绸酒吧，以满足您的餐饮需求。有关酒店的更多信息，请
直接联系或查看他们的网站。

 +31 20 519 1200  www.movenpick.com/en/eu
rope/netherlands/amsterd
am/hotel-
amsterdam/overview/

 hotel.amsterdam@moevenpi
ck.com

 Piet Heinkade 11,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InterContinental Amstel
Amsterdam 

"豪华酒店"

洲际酒店是阿姆斯特丹最好、最豪华、最贵的酒店。这里的常客有麦当娜、
滚石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等。酒店就位于古城中心，正好在阿姆斯特河旁边
，而且还有一个可爱的河边平台和花园。卡尔剧院就在这附近，而其他的剧
院、博物馆、餐厅和俱乐部也在附近，坐电车、地铁或水上的士就可以到达
了。

 +31 20 622 6060  www.ihg.com/intercontin
ental/hotels/gb/en/amste
rdam/amsha/hoteldetail

 amstel@ihg.com  Professor Tulpplein 1,
阿姆斯特丹

学院酒店 

"舒适与类"

学院酒店优雅而时尚的语言。 40间设计师客房独特而设备齐全。酒店拥有会
议室，可容纳不同座位的商务会议，也可举办婚礼和私人派对。这个名字来
源于它原来是一所学校的美丽的19世纪建筑。与传统保持一致，这家教学酒
店聘请了许多来自酒店业的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着名的学院酒店餐厅坐落
在学校的前体育馆，并提供当代荷兰的票价。着名的国际宾客已经参观了这
家别致的精品酒店。

 +31 20 571 1511  www.thecollegehotel.com
/

 info@thecollegehotel.com  Roelof Hartstraat 1,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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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Bilderberg Garden Hotel 

"在高贵的Apollolaan区里"

这座漂亮的酒店就在于阿姆斯特丹中心的居住的Apollolaan区里。主要的博
物馆、高级购物街、凡德尔公园、演唱厅、世界贸易中心和RAI都在这附近。
酒店离史基浦机场仅十公里（六英里）。这里所有124间房间都在1998年重新
装修过，而且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可以看到南阿姆斯特丹的美景。酒店餐厅Man
gerie De Kersentuin，食物的出色程度达到国际级，但价钱却很大众化。

 +31 20 570 5600  www.bilderberg.nl/amste
rdam/garden-hotel/

 garden@bilderberg.nl  Dijsselhofplantsoen 7,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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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Okura Amsterdam 

"日式豪华"

这家国际化的五星级酒店就位于史基浦机场仅十五分钟，是阿姆斯特丹最好
的五星级酒店之一。这里有315个房间，还有一系列的套房和豪华总统套房以
供选择。酒店海提供各种各样的用餐享受，日本菜、法国菜、荷兰菜和欧洲
菜式。这里的大型舞厅更是婚礼和豪华派对的好地方，会议室也可以满足商
务人士的需求。每个房间都有先进的设备，以确保你的住宿完美无暇。

 +31 20 678 7111  www.okura.nl  sales@okura.nl  Ferdinand Bolstraat 333,
阿姆斯特丹

 by Booking.com 

劳埃德酒店和文化使馆 

"经典触摸"

劳埃德酒店不需要宣传其文化联系。从你把目光投向劳埃德的那一刻起，你
就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座建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位于2公里
长的Oostelijke Handelskade。当文物被毁坏时，整修工程就开始了，现在1
16间客房的内部装饰融合了永恒经典的荷兰设计和现代风格。此外，每间客
房都有不同的星级，从一星级到五星级不等。这使得温和的人们可以在那里
享受住在这里的住宿，以及能够承受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奢侈的住宿。

 +31 20 561 3636  www.lloyd.nl/  post@lloydhotel.com  Oostelijke Handelskade 34,
阿姆斯特丹

 by Casa Velas Hotel   

诺富特阿姆斯特丹市酒店 

"尼斯商务酒店"

这家酒店是诺富特连锁酒店的一部分，位于阿姆斯特丹商业中心的中心，靠
近世界贸易中心（WTC），RAI会议中心和Amstelpark公园。市中心距离酒店5
公里，步行即可抵达公共交通站点。
CôtéJardin餐厅全天营业，设有英式酒吧，咖啡厅以及可供购物的商店。

 +31 20 721 9179  all.accor.com/hotel/051
5/index.en.shtml

 H0515@accor.com  Europaboulevard 10,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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