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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酒店 

"繁荣的图标"

史密斯酒店（Smyth Hotel）是Tribeca充满活力的现在和充满活力的过去的
庆祝活动。每间超大客房都是诱人的闺房，反映了超豪华的设施和时尚的装
饰，即使是最挑剔的旅客拼写的生活理想。酒店设有一家名为Little
Park的美式美食餐厅，以及一间名为Evening Bar的高级工艺鸡尾酒吧。阁楼
本身是一个1200平方英尺（111平方米）的豪华空间，包括一个休息区，私人
露台，餐厅，主卧室和两个令人惊叹的浴室的图标。对这家高档酒店的访问
肯定是被宠爱和难忘的。

 +1 212 587 7000  www.smythtribeca.com/  infosmyth@thompsonhotels
.com

 85 West Broadway, 纽约 NY

翠贝卡大酒店 

"时尚的精品酒店"

Tribeca Grand Hotel酒店位于Soho Grand
Hotel酒店受欢迎的姐妹位置。就像它的兄弟姐妹一样，Tribeca Grand迎合
了时髦，富有的商业类型和喜欢避免中城喧嚣的游客。它靠近华尔街和黄蘑
菇和Bouley Bakery等顶级翠贝卡餐厅，只是增加了吸引力。酒店为客人提供
诸如浴室内置电视，DVD播放机，Macbook笔记本电脑和免费网络连接等设施
。

 +1 212 519 6600  www.tribecagrand.com  reservations@tribecagran
d.com

 2 Avenue of the Americas,
纽约 NY

 by nina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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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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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ames New York SoHo 

詹姆斯纽约SoHo 

"精致的酒店"

詹姆斯纽约SoHo酒店是一家位于Soho的精致酒店。酒店拥有现代而别致的氛
围，肯定会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114间客房，几个角落的酒店客房，让
“全面的意见”的城市。客人不应该错过屋顶酒吧，在那里您可以放松地喝
一杯，欣赏美丽的景色。此外，酒店拥有一个便利的商务中心，是您计划商
务旅行的理想地点。即使你毛茸茸的朋友可以陪你去纽约度假，因为酒店允
许宠物。

 +1 212 465 2000  www.jameshotels.com/new-york-
soho/

 27 Grand Street, 纽约 NY

 by Booking.com 

克罗斯比街酒店 

"SoHo精品酒店"

这家酒店的宝石位于时尚的SoHo社区，不仅仅是您的平均住宿。每间客房都
拥有引人注目和独特的装饰，设有落地窗和许多豪华的设施。克罗斯比街酒
店（Crosby Street Hotel）的服务包括免费包装和开箱服务，抵达鲜花，每
日国际报纸，擦鞋服务和迎宾礼品等细节。装饰豪华的草地套房甚至提供了
郁郁葱葱的植被和壁炉的私人露台。

 +1 212 226 6400  www.firmdalehotels.com/new-
york/crosby-street-hotel

 79 Crosby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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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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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伊夫林 

"历史悠久的纽约酒店"

这家历史悠久的纽约精品酒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在熨斗区拥有华丽
的布杂艺术风格建筑。中央位置方便客人前往热门的纽约景点，包括帝国大
厦，第五大道，格林威治村和联合广场。客人可以享受舒适的客房，拥有优
雅的装饰和美丽的景色。

 +1 212 545 8000  www.theevelyn.com/  7 East 27th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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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evhonith   

MAVE 

"麦迪逊大道上的迷人酒店"

MAve酒店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时尚前沿，如此充满活力的熨斗区，是现代旅客
梦寐以求的目的地。一个完全华丽的酒店与励志艺术装饰设计结合异想天开
的风格，这并不是多言，说，MAve是今天在纽约的顶级精品酒店之一。提供
设施，以适应度假者以及企业旅客，他们确保客人从入住的时刻到退房点完
全感到宾至如归。为了确保舒适或方便，没有任何妥协，设备齐全的客房配
备了WiFi连接，iPod基座系统，多线电话，保险箱，高清电视和H2O水疗和水
疗产品的主机设施。

 +1 212 532 7373  www.themavehotel.com/  62 Madison Avenue, at 27th Street,
纽约 NY

 by adrian8_10   

罗杰威廉姆斯酒店 

"麦迪逊大道上的精致酒店"

这家位于麦迪逊大道上的精品酒店充满魅力与个性。大堂中有数根巨型柱子
，以土色为主色调，这里还有供坐轮椅的人士使用的电梯和大堂通道。在罗
杰威廉姆斯酒店中的每一个间客房都经过独具匠心的装饰，多数都有障子风
格的窗户、精致家具和灯饰，舒适的床铺和比利时式的床上用品。所有房间
都配有CD和VCR放映机，更有多个视频与CD收臧。

 +1 212 448 7000  www.therogernewyork.com/  131 Madison Avenue, 纽约 NY

70公园大道 

"绿洲酒店"

时尚的70 Park Avenue Hotel酒店位于曼哈顿市中心，步行即可抵达市中心
最繁华的地区，无疑是纽约最好的酒店之一。从最现代化的设施到枕头菜单
为客人，每一个需要照顾这个高档酒店。联合公园，第五大道购物区，百老
汇大街，众多的博物馆和纽约时尚的夜总会距离酒店都只有一箭之遥。

 +1 212 973 2400  www.70parkave.com/  38th Street, 纽约 NY

 by Reading Tom   

图书馆酒店 

"文学天堂"

这个独一无二的精品酒店重新定义了奢华。深色的木镶板和一排排书架迎接
客人，在图书馆饭店住宿的同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文学活动。每层十层
都是杜威十进制的范畴，从哲学到自然科学，每层的房间不仅按照主题进行
装饰，而且还放置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喜欢读书的人和喜欢读书的人都会
喜欢在阅览室吃早餐，在诗歌花园里享受早餐，在书签酒廊享用晚餐。在特
殊的图书馆酒店很难出错。

 +1 212 983 4500  www.libraryhotel.com/  reservations@libraryhote
l.com

 299 Madison Avenue, 纽约
NY

 by Booking.com 

纽约缪斯酒店 

"时尚广场酒店"

这豪华的时代广场地区的精品酒店仍然是真正的名字与希腊缪斯和其他灵感
的人装饰房间和大堂的艺术品。而缪斯当然是位于曼哈顿着名的剧院区附近
的酒店的一个合适的名称。优雅的现代客房配有电话和精品洗浴用品，还有
更多的舒适设施，高端床单和柔软的浴袍。住在Muse
Hotel酒店，体验纽约的美丽。

 +1 212 485 2400  www.themusehotel.com  130 West 46th Street, 纽约 NY

http://www.flickr.com/photos/zevhonith/324451491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780791-mave
http://www.flickr.com/photos/26349479@N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74861-罗杰威廉姆斯酒店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72049-70公园大道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6801915@N06/819032005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332045-图书馆酒店
http://www.booking.com/hotel/us/muse-and-kimpton.html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273500-纽约缪斯酒店


 by Booking.com 

414酒店 

"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卓越的服务"

住在414酒店，你不会相信你是如何接近这个城市的主要亮点，如时代广场，
百老汇，餐厅街，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和洛克菲勒中心。藏在一条相对安
静的绿树成荫的街道上，这家独一无二的精品酒店适合那些欣赏奢华生活的
人士。 414酒店结合了班级和优雅，为客人创造完美的住宿体验，无论他们
是不知疲倦的行政人员还是城市度假者。每间客房均配有时尚现代的家具，
防过敏枕头，iPod基座，平面电视以及豪华面部和身体护理产品。免费服务
包括欧陆式早餐，WiFi和礼宾服务。

 +1 212 399 0006  www.414hotel.com/  info414hotel@netscape.ne
t

 414 West 46th Street, 纽约
NY

钱伯斯酒店 

"豪华与位置"

钱伯斯酒店不妨称之为高科技艺术画廊。这里的装饰都是关于John
Waters，Roberta Smith等人的原创作品。这家独特而高端的精品酒店散发着
从走廊到设计师露台的奢华和魅力。客房装饰有木地板，皮革和天鹅绒家具
以及Archipelago亚麻布和Bumble and Bumble洗浴用品等设施。不要错过内
部餐厅，供应美妙的食物。酒店位置绝对值得一提 -
钱伯斯酒店距离中央公园只有三个街区，距离时代广场也只有几步之遥 -
进取的旅游者还能想要什么？

 +1 212 974 5656  www.chambershotel.com  15 West 56 Street, 纽约 NY

 by sfllaw   

哈德森酒店 

"另一个伊恩·施拉格精品酒店"

纽约摩根大酒店（Morgan Hotel）和The
Royalton（其他许多人）背后的天才酒店经营者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再次与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Phillippe Starck）合作，为旅
客创造了这片郁郁葱葱的现代绿洲。所有客房均配有iPod基座，室内保险箱
，吹风机和温度控制等设施。别致的龙舌兰酒公园，哈德逊公园，天空露台
和图书馆，配有台球桌，位于酒店内。

 +1 212 554 6000  www.hudsonhotel.com  356 West 58th Street, 纽约 NY

威尔士酒店 

"美丽的景色"

这家豪华的酒店提供额外的感觉，就像您房间里的鲜花一般。装饰包括高高
的天花板，原始的橡木造型，精美的家具和鲜艳的色彩。如果你的住所面对
中央公园，你可能很幸运有一个城市的最好的意见。这家温馨的小精品酒店
也靠近城市最好的一些博物馆，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

 +1 212 876 6000  www.waleshotel.com/  info@waleshotel.com  1295 Madison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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