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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酒店 

"德尼罗的翠贝卡酒店"

格林威治酒店没有两个房间是一样的。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壮观，装饰着西
藏地毯，西伯利亚橡木地板和摩洛哥瓷砖等国际奢侈品。这家超级时尚的酒
店的每间客房还设有有机洗浴用品和浸泡浴缸，以确保客人享受宠爱和清新
。那些寻求极致放松的客人可以参观独特的Shibui Spa，那里提供从池畔冥
想到传统日式指压按摩的各种服务，而客人可以在Locanda Verde餐厅享用一
流的意大利美食和丰富的酒单。格林威治酒店不仅仅是一个豪华的住宿，其
独特的视野和时尚的Tribeca位置保证了难忘的住宿。

 +1 212 941 8900  www.thegreenwichhotel.c
om/

 info@thegreenwichhotel.c
om

 377 Greenwich Street, 纽约
NY

 by Booking.com 

梭霍大酒店 

"一家充满艺术气息的酒店"

从1996年开始营业，这家红色花的酒店有明亮的镜面大堂，一座由铁和玻璃
做成的楼梯。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顶级奢华酒店的舒适住宿体验，还可以
非常便捷地到附近的餐厅、商铺和艺廊，这些都让这座酒店成为纽约的艺术
中心。这里有国王客房、角落客房、小别墅和大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精致
的装修，非常有品位，而且设备也非常齐全。这里的大堂还有一家可爱但价
格稍高的酒吧。

 +1 212 965 3000  www.sohogrand.com  reservations@sohogrand.c
om

 310 West Broadway, 纽约 NY

 by Booking.com 

鲍威里酒店 

"豪华的纽约风格的客栈"

这家精心打造的酒店体现了这个城市华丽的破旧别致。客房设有白色的砖墙
和硬木地板，铺有落地窗，享有壮观的城市景观，浴室铺有大理石地板，天
鹅绒椅子设计无可挑剔。现有的技术时尚而现代，所有客房均配备了等离子
电视和iPod基座。整个酒店都盛行着奢华的设计美学，包括摩洛哥风格的大
堂，洋溢着东方地毯和悬挂的烛台。酒店还拥有自己的餐厅，杰玛，其优雅
的氛围，其愉快，但未经装饰的食物。坐落在NoHo区，方便地铁和出租车（
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会很快为您服务），步行即可抵达东村，格林威治村，S
oHo和NoLita，地理位置使得曼哈顿无障碍。

 +1 212 505 9100  www.theboweryhotel.com/  335 Bowery, 纽约 NY

酒店Gansevoort 

"在Meatpacking区的豪华旅馆"

曼哈顿Meatpacking区的时尚酒店Gansevoort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城市360度全
景，屋顶游泳池，Plunge，时尚酒吧和餐厅。全方位服务的水疗和锻炼设施
增加了其吸引力。客房配有豪华的羽绒床，带语音信箱的多线电话和等离子
电视。套房包括阳台，蒸汽淋浴和环绕立体声系统。复式阁楼有一个按摩浴
缸，家庭办公室，壁炉和落地窗。

 +1 212 206 6700  www.hotelgansevoort.com  contact@hotelgansevoort.
com

 18 9th Avenue, At 13th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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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格拉梅西公园酒店 

"名人区呼叫"

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的波西米亚风格的精品酒店被描述为一件艺
术品。来这里体验非凡的精神，挑战酒店应该是什么传统的想法。无论是翡
翠酒吧和玫瑰酒吧还是Maialino餐厅，都有许多设施可以提升您的住宿体验
。客房精致，采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调色板（玫瑰红色天鹅绒，薄荷绿）;每个
房间都不一样，这意味着多次入住将会带来不断的惊喜。俯瞰格拉梅西公园
绿意盎然的景观，内外都有美景。

 +1 212 920 3300  www.gramercyparkhotel.c
om/

 info@gramercyparkhotel.c
om

 2 Lexington Avenue, 纽约
NY

布赖恩特公园酒店 

"在历史建筑的田园旅馆"

这家屡获殊荣的豪华精品酒店坐落在历史悠久的美国标准大厦内，部分客房
可直接对面俯瞰布莱恩特公园。 Bryant Park Hotel酒店距离纽约公共图书
馆和中央车站也只有很短的步行路程。拥有BOSE音乐系统，iHome基座和液晶
电视等客房设施。

 +1 212 869 0100  www.bryantparkhotel.com/  40 West 40th Street, 纽约 NY

沃里克酒店 

"经典酒店"

着名的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于1927年
为了方便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建造了这家酒店，这有助于解释这些异常
大的套房和小大堂。优雅的家具，大理石浴室，步入式衣柜和环绕式露台，
住宿应该足够豪华，即使是最挑剔的口味。它的中城地址靠近卡内基音乐厅
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中央公园，第五大道购物区和百老汇剧院。

 +1 212 247 2700  www.warwickhotelny.com/  info.ny@warwickhotels.co
m

 65 West 54th Street, 纽约
NY

 by Alan Light   

纽约四季酒店 

"适合一年四季的酒店"

这家拥有368间客房的奢华现代化酒店是由I.M. Pei在1993年所设计与开创的
。酒店位于纽约的高级区中，这家酒店耗资巨大。高级的客房、大理石浴缸
、豪华大床和其他设施，全部都是一流的。如果想要在客房中看到美丽的景
色的话，（当然，需要交付相应的费用）不妨到塔楼的房间看看。这里的开
放式餐厅57供应美味食物，也是一个很受名人欢迎的地方。如果想要放松一
下的话，到四季酒店水疗中心中享受一下。

 +1 212 758 5700  www.fourseasons.com/newyorkfs/  57 East 57th Street, 纽约 NY

 by Sergio Calleja (Life is
a trip)   

中央公园丽兹卡尔顿酒店 

"高端酒店"

中央公园丽兹卡尔顿酒店共有33层高，是Mobil和AAA五星级酒店。这里有
Atelier 餐厅，高级的丽兹卡尔顿俱乐部休息室和世界级的 La Prairie 水
疗中心、大堂休息室和一家酒吧。室内设施包括羽绒床垫、先进的高科技产
品，包括平板电视和DVD播放器。不妨到酒店的La Prairie 水疗中心和
Atelier 餐厅看看，品尝美味的法国菜。

 +1 212 308 9100  www.ritzcarlton.com/hotels/new_y
ork_central_park/

 50 Central Park South,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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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cin Wichary   

东方文化酒店 

"纯粹的奢华"

在纽约文华东方酒店，不仅可以欣赏到哈德逊河的全景，还可以鸟瞰中央公
园和曼哈顿的美景，这里有一切奢华酒店所拥有的，这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
的！东方的好客之道，融合了西方的现代设施，这是将会在这家豪华酒店中
享受到的。而四周宁静的哥伦比亚环更使酒店显得更加宏伟。

 +1 212 805 8800  www.mandarinoriental.co
m/newyork

 monyc-
reservations@mohg.com

 80 Columbus Circle, At
60th Street, 纽约 NY

洛厄尔纽约 

"欧洲的优雅"

洛厄尔是一家致力于让您宾至如归的豪华酒店。位于一个住宅区，套房超过
房间，每个空间都有自己低调的欧洲风格和优雅。附近有许多商店，餐馆，
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每间客房均设有羽绒被，大理石浴室，浴袍和数据端口
。代客停车服务，健身室和茶室。部分套房拥有燃木壁炉，是纽约市罕见的
酒店。

 +1 212 838 1400  www.lowellhotel.com/  reservations@lowellhotel
.com

 28 East 63rd Street,
Between Madison and Park
Avenues, 纽约 NY

 by Booking.com 

莱弗茨庄园住宿加早餐旅馆 

"在展望公园附近的历史的联排别墅"

Lefferts Manor酒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联排别墅，位于Prospect Park公园和
布鲁克林许多标志性景点附近的古朴绿树成荫的街区。其中包括布鲁克林植
物园，展望公园动物园，布鲁克林博物馆，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和布鲁克林
音乐学院，其中大部分距离住宿加早餐旅馆只有几个街区。这个珍贵的财产
保留了昔日的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元素，赋予了这些日常商业住宅通常缺失
的乡村魅力。每间客房都拥有独特的装饰和细节设计，但符合现代舒适和便
利设施的一流水准。楼下的豪华客厅是放松享受一杯茶的好地方，并可通过
宽敞的图书馆浏览。

 +1 347 351 9065  leffertsmanorbedandbrea
kfast.com/

 info@leffertsmanorbedand
breakfast.com

 80 Rutland Road, Brooklyn
NY

 by  anjeeta nayar 

凯雷红木酒店 

"出色服务"

无可置疑，在凯雷红木酒店中，你可以欣赏到中央公园的美景。这里离纽约
市最好的商铺和博物馆都很近，是纽约的高级酒店之一。这家位于上东区的
高级酒店建于1930年，客房宽敞，有精致的家具与亚麻制品，还有有礼的员
工提供周到的服务，这在顶级的豪华酒店中是不常见的。而到今天，这里的
服务仍然那样出色！

 +1 212 744 1600  www.thecarlyle.com  thecarlyle@rosewoodhotel
s.com

 35 East 76th Street,
Madison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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