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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运动俱乐部 

"豪华运动俱乐部"

这座建于洛杉矶的阿卡迪亚（Arcadia）古老的建筑已有125年的历史，这里
曾经是洛杉矶的热门拍摄地，让商务与娱乐融为一体。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不
仅是一个专属的健身房，它也是一家精品酒店。客人可以参加丰富的会员活
动，包括特殊套餐，如“90天系统”，与自己的营养师，行政总厨和私人教
练的减肥计划。俱乐部结合了田径，商务，餐饮，餐饮和豪华客房。

 www.laac.com/  laac@laac.net  431 West 7th Street, 洛杉矶 CA

 by Booking.com 

威尔希尔酒店 

"类和复杂"

作为金普顿连锁酒店的一部分，威尔希尔酒店拥有一流的设施。这家豪华舒
适的洛杉矶酒店拥有高档而豪华的设施，从屋顶休息室可欣赏到壮丽的城市
景观，到您所需要的各种设施和丰富多彩的客房。你最喜欢的演员可能已经
在这里了！沿着奇迹一英里，你会接近洛杉矶所提供的一切，包括日落大道
，好莱坞，比佛利山庄。

 www.hotelwilshire.com/  talktous@hotelwilshire.com  6317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Point3D Commercial

Imaging Ltd. on Unsplash   

比佛利山SLS酒店 

"一流的商务酒店"

这家一流的商务酒店以前是日航酒店，拥有豪华的设施，将精致的风格和魅
力与精致而严格的商务标准融为一体。比佛利山庄的SLS平衡了空间和功能与
商务和休闲。这里讲25种以上的语言，以便为许多国际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鸡尾酒休息室每晚都有娱乐节目，而客房则秉持现代化的一切规范。这里
的13间会议室将满足您的所有商务和私人需求。检查网站的更多细节。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laxls-sls-hotel-a-
luxury-collection-hotel-beverly-hills/

 465 South La Cienega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ahisgett   

夏特蒙特酒店 

"私人、高雅，唯一无二的"

夏特蒙特酒店自从在上世纪30年代开业以来就一直是享受私人时光和避开城
市烦嚣的好地方。很多明星，像Greta Garbo, Sam Shepard, Johnny
Depp和Keanu Reeves都曾经是这里的住客。这家如同法国城堡一样高雅的酒
店在1998年经过重新装修，仍然保留了原有的高雅情调。这里有套房和小别
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夏特蒙特酒吧更是日落大道最热门的酒吧
之一。当然酒店也曾有不愉快的事情发上，John Belushi在1982年就是在这
家酒店中吸毒过量的。除了这以外，这家酒店还是非常迷人，而且酒店离比
华利山和好莱坞的众多景点都很近。

 www.chateaumarmont.com/  8221 Sunset Boulevard, West Hollywood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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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索菲特酒店 

"法国和加州豪华"

这是一个寻找风格和便利的酒店。在西好莱坞附近的美食，在街对面的贝弗
利中心购物，多语种工作人员的优质服务是这家新近装修的典雅酒店的基石
。时尚的装饰融合了加州和乡村法国主题的色彩。您将成为国际商务和休闲
旅行者以及娱乐行业的精英。屡获殊荣的Simon L.A.提供一流的餐饮选择。

 all.accor.com/hotel/0937/index.e
n.shtml

 sofitel.losangeles@sofitel.com  8555 Beverly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Booking.com 

落日塔酒店 

"标志式的奢华"

建于1929年，这家酒店曾经名为Argyle。位于好莱坞山的山脚，这家酒店让
人欣赏到美丽的洛杉矶城市景观。酒店中有众多电影、书籍和好莱坞肖像，
即使是随便逛逛的人都忍不住停下来观察。像Marilyn Monroe、John Wayne
那样的明星都曾经是这里的住客。而很多电影都是在这家酒店中拍摄，所以
很多场景都似曾相识。酒店充满了历史气息。这里还提供代客泊车服务。

 www.sunsettowerhotel.com/  info@sunsettowerhotel.com  8358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Minnaert   

蒙德里安洛杉矶 

"伊恩·施拉格的Hippest酒店"

蒙德里安洛杉矶是伊恩·施拉格最先进的时尚酒店之一。它以简约，朴实但
优雅的装饰吸引了音乐家，演员，模特等等。这座12层楼的酒店坐落在日落
着名的夜生活场所之中。位于蒙德里安（Mondrian）内的Skybar和古巴亚洲
地区提供自己的超时尚夜生活和餐饮版本。作为酒店的客人，您有权自动进
入Skybar，这是洛杉矶酒吧跳跃者中co and的精英位置。访问网站预订。

 www.sbe.com/hotels/mondrian/los-angeles  8440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Minnaert   

贝弗利威尔希尔贝弗利山庄 

"在城市的心脏"

这个迷人的酒店以前被称为丽晶酒店，现在是贝弗利威尔希尔比佛利山庄。
一个人可以在这里体验四季酒店最好的款待。客房和套房时尚舒适，最好的
，你可以体验。酒店的水疗中心提供多种护理服务，其中一些服务包括使用
香薰精油以及海洋和植物提取物。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段时间远离孩子，你应
该考虑温泉的冰淇淋“治疗”的孩子们！提前打电话或查看网站了解更多详
情。

 www.fourseasons.com/beverlywilsh
ire

 reservations.bev@fourseasons.com  9500 Wilshire Boulevard, Beverly
Hills CA

 by Toglenn   

半岛酒店 

"精致时尚"

位于特别人才机构CAA公司旁边的半岛酒店，以精致的风格与好生活的品位来
欢迎各方客人。酒店以奢华装饰、一流服务和齐备设施著称。多年来，这里
都是洛杉矶最高级的酒店之一。酒店中有一个现场烹调的餐厅Belvedere，提
供早午晚餐。楼顶花园露台很会供应季节性午餐。这里的客房，让你可以欣
赏到优美的花园景色，你还可以在客房用享用茶、香槟和鸡尾酒。不妨到酒
店中的水疗中心去放松一下。酒店还提供代客泊车服务。你还可以在这里租
劳斯莱斯或轿车服务。酒店全天开放入住。

 www.peninsula.com/en/beverly-hil
ls/5-star-luxury-hotel-beverly-
hills

 pbh@peninsula.com  9882 South Santa Monica Boulevard,
Beverly Hill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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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华利希尔顿酒店 

"富丽堂皇的希尔顿酒店"

这家酒店的大堂、地板和房间都经过了全面装修。这里是一流和出众的代名
词。酒店附近有众多娱乐休闲设施和购物中心。因此，你可能会觉得在罗迪
奥国道和世纪之城并没有那么吸引。不妨到附近的Trader Vic's餐厅品尝一
下玻璃妮维雅烹调，或者只是精美的开胃菜或欢乐时光。泳池旁边的Griff酒
吧，让你可以尽情享受自助早餐、午餐和晚餐，周日的早午餐还供应香槟。

 www.beverlyhilton.com/  9876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Alan Light   

比华利山酒店度假屋 

"高尚高级"

这座 粉红女士 ，建于1912年，被Eagles乐队称为"加州酒店"的歌。经过了
两年半，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装修工程后，这家酒店变得更为高雅、更大、更
有魅力。这里吸引了很多好莱坞名人明星。作为美国前十四家连锁酒店之一
，这家酒店已经连续五年获得五星级的荣耀。如果你是网球迷的话，一定要
选住在这个地方因为跟文不炖冠军头号专业选手Alex Olmedo一试身手。比华
利山酒店更以其马球俱乐部著称。即使你并不打马球，也不看马球，也可以
到这里来喝一杯。或者只是在酒店奢华的Spa by La
Prairie水疗中心中放松一下。在比华利山酒店中的享受，将让你终身难忘！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en/
los-angeles/the-beverly-hills-
hotel/

 info.bhh@dorchestercollection.com  9641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Booking.com 

香氛酒店 

"与世隔绝的魔法天堂"

这里离罗迪奥国道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只有一里远，这座充满魔法色彩的
酒店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大厦风格，酒店周围有12公亩的树林花园。只
要过了天鹅湖上的桥，就到达这里的大堂，仿佛走进仙境一样。这里屡获殊
荣的餐厅供应加州法国菜。不妨在酒吧或者露台上享受一杯美酒，同时欣赏
现场钢琴表演。房价岁季节变化。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en/
los-angeles/hotel-bel-air

 reservations.hba@dorchestercollec
tion.com

 701 Stone Canyon Road, 洛杉矶 CA

 by Booking.com 

圣莫尼卡梅里戈JW万豪酒店 

"保持风格"

这家豪华的酒店隐藏在圣莫尼卡风景如画的海滨小镇。万豪圣莫尼卡JW万豪
酒店提供极致的豪华，从他们着名的水疗中心，现代化的客房和郁郁葱葱的
物业场地，没有其他地方非常喜欢它在该地区。加利福尼亚的法国风味美食
餐厅在早餐，午餐和晚餐时段提供独特的用餐体验，而露台休息室则是晚上
用鸡尾酒放松的好地方。客房舒适而现代，设有豪华羽绒寝具，大理石瓷砖
浴室，先进的电视和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laxlm-jw-marriott-
santa-monica-le-merigot/

 1740 Ocean Avenue,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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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ristian Madden   

洛斯圣塔莫妮卡海滩酒店 

"世界级奢华"

这家酒店提供世界级的服务，豪华的客房和便捷的位置，宾客可以在这里欣
赏到圣塔莫妮卡海滩的美景。这每个房间都很宽敞，床也特别柔软舒适，还
有独具品位的家具和阳台。楼高四层的玻璃钢柱大堂，让酒店充满现代感。
这里的餐厅包括了现代的法国烹调、奢华的大堂周日早午餐、游泳池边小吃
服务和休闲餐厅。

 www.loewshotels.com/santa-
monica/discover?chebs=SMBIND

 santamonicareservations@loewshote
ls.com

 1700 Ocean Avenue, Santa Monica CA

 by Gnawme   

费尔蒙特-米拉马尔酒店 

"宏伟、高贵，历史悠久"

这家豪华的酒店曾经是一座私人大厦。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难忘的住宿体
验。经过一棵有一百年历史的魔顿湾无花果树，通过这里的锻铁大门，然后
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奢华世界了。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最近经过重新装修，
这家酒店永远都是住客的天堂。酒店有豪华的房间和宽敞的私人小屋。每个
房间和套房的装饰都非常精美，当然，这里的服务更是一流。在大堂楼层还
有一家安静的餐厅 Grille，真放松经验。

 www.fairmont.com/santa-monica/  santamonica@fairmont.com  101 Wilshire Boulevard,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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