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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图标 

"最好的豪华住宿"

Hotel Icon酒店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它重新定义了奢华的含义。酒店的装
饰如其所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包括水疗中心，健身中心和美食。专为商务人
士设计，提供设备完善的客房以及最先进的会议设施。

 www.hotelicon.com  220 Main Street,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四季酒店 

"经典市中心酒店"

最近经过翻新，这家酒店继续为客人提供放松身心的机会。在酒店的餐厅Qua
ttro享受同样优雅的用餐。一个沙龙手头上可以照顾你可能有的任何美容需
求，而一个设备齐全的锻炼区，将保持你的形状，而你在路上。四季虽然是
商务酒店，但也欢迎有孩子的家庭;欢迎儿童和客人的礼物，并可通过酒店安
排保姆服务。

 m.fourseasons.com/houston/  1300 Lamar Street, 休斯顿 TX

休斯敦凯悦酒店 

"市中心豪华舒适"

这座市中心的豪华酒店拥有30层的中庭和电梯，灯光璀璨，让人目不暇接。
酒店内的多间餐厅都位于Spindletop酒店的屋顶。这是休斯顿唯一的旋转餐
厅。城市的全景是惊人的，特别是在晚上。如果您喜欢休闲娱乐，可以选择P
ark Bar或Backroom Sports Bar，在那里您可以拍摄游泳池或掷飞镖。

 www.hyatt.com/en-US/hotel/texas/hyatt-regency-
houston/hourh

 1200 Louisiana Street,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希尔顿美洲休斯顿酒店 

"休斯顿最大的会议酒店"

希尔顿美洲休斯顿酒店位于休斯敦市中心，有24层高。酒店共有1200间客房
，包括行政客房和套房。大楼24楼设有Skyline Spa和健康俱乐部，其中设有
俯瞰休斯敦的无边泳池。几个景点和购物中心距离酒店都只有很短的距离
。

 hiltonamericashouston.com/  1600 Lamar Street,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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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ZaZa 

"在博物馆区的优雅"

这栋12层的建筑最初建于1927年，是豪华公寓，已经成为休斯敦的标志性建
筑。位于着名的博物馆区的中心，它提供了方便的世界级的娱乐以及豪华的
设施。在装修期间，所有的墙壁和内部装饰着来自酒店艺术收藏品的美丽作
品。

 www.hotelzazahouston.com/  infohouston@hotelzaza.com  5701 Main Street, 休斯顿 TX

瑞吉酒店 

"超级豪华为富有的旅客"

这家酒店位于距离广场5分钟路程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内，擅长优雅。当富裕的
当地居民和休斯顿的游客需要一个安静，超级豪华的地方来娱乐时，这是他
们所说的第一个地方之一。如果你在旅行时对一流的住宿感兴趣，那么按照
当地人的例子来说是明智的。豪华的客房将让您屏息。价格根据季节变化。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ouxr-the-st-regis-
houston/

 1919 Briar Oaks Lane,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奥姆尼休斯顿酒店 

"休斯顿舒适"

Omni Houston
Hotel酒店不仅是休斯顿最好的酒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好的500家酒店之一
。 Omni Houston酒店设有两个室外游泳池，一间餐厅和一个水疗中心，满足
了豪华旅客的各种需求，确保他们的每一个可能的需求都得到照顾。酒店本
身距市中心约10分钟路程，距休斯顿国际机场约30分钟车程，一起进出小镇
。

 www.omnihotels.com/Home/FindAHotel/Houston/Dining
/BlackSwan.aspx

 4 Riverway,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德里克酒店 

"典雅的当代酒店由广场"

作为首选酒店及度假村组织的成员，这家豪华酒店将自己形容为“德克萨斯
州折衷主义者与邪恶时尚的华丽相撞”。也就是说，这个属性提供了一个酒
店的经验，其他几个物业可以比较。客房内设施丰富，备有迷你酒吧，CD和
音响系统以及茶和咖啡服务。酒店内的餐厅提供美味佳肴，休息室已成为当
地的热门景点。

 www.hotelderek.com/  derek@hotelderek.com  2525 West Loop South,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喜来登套房 

"现代舒适分钟从市中心"

喜来登套房酒店是一家全套房酒店，距广场和市中心仅数分钟路程。这家酒
店拥有所有家一般的舒适和豪华宽敞的会议室和现场餐饮选择，如奥马哈牛
排馆。工作人员迎合客人的每一个心血来潮和幻想，并确保每一位旅客都放
心。位于广场区附近，客人可以探索各个景点，并沉迷于购物狂欢一整天。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ouhg-sheraton-
suites-houston-near-the-galleria/

 2400 West Loop South,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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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人 

"商务或休闲Palacial房间"

这间豪华的酒店坐落在18英亩的精心修剪的土地上，是休斯顿最好的珍宝之
一。经过翻新的客房享有周围林地的壮丽景色，提供落地窗。客房超大的办
公桌让商务旅行更加愉快。家具是毛绒和优雅的，服务是无可挑剔的。客房
内的设施包括无绳电话，室内保险箱，浴袍，迷你吧，熨斗，Garden
Botanika品牌的洗浴用品和吹风机。

 www.houstonian.com/  reservations@houstonian.com  111 North Post Oak Lane,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休斯顿布鲁克霍罗喜来登酒店 

"豪华＆盛大"

休斯顿布鲁克哈罗喜来登酒店是休斯敦市的一家很好的酒店。酒店拥有一流
的设施，包括一个游泳池和健身中心以及一间餐厅和酒吧 -
在Cimmaron餐厅专门供应西南美食，或在Tuxedo's Bar休闲鸡尾酒吧享用饮
品。一个15,200平方英尺的会议空间可用于会议，宴会和特殊活动，适合需
要在旅途中提高生产力的商务旅客。酒店的政策允许携带宠物的客人将张开
双臂迎接。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ousi-sheraton-
houston-brookhollow-hotel/

 3000 North Loop West Freeway, 休斯顿 TX

威斯汀商业街廊休斯敦 

"字面上在着名的广场内"

这家豪华酒店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近经过重新装修，实际上隶属于着
名的Galleria购物中心。优雅的环境和一流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了婚礼的热
门地点，商务旅客也喜欢它。留在门外的购物中心，尽享奢华。如果你是一
个狂热的购物者，它不会比这更好。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ougw-the-westin-
galleria-houston/

 5060 West Alabama Street,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JW万豪酒店 

"精致的体验，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

即使15年前的盛大开业，这家酒店依然是休斯敦最受尊敬的酒店之一。酒店2
3层，高耸于广场购物中心（Galleria
Mall），享有附近所有商店和餐厅的美景。房间优雅，服务无可挑剔。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oujw-jw-marriott-
houston-by-the-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威斯汀休斯顿纪念城 

"豪华设施比比皆是"

休斯敦纪念城威斯汀酒店是休斯敦最受尊敬的豪华酒店之一。这家威斯汀酒
店靠近城镇和乡村，为您提供豪华连锁店的所有设施。酒店设有24小时健身
俱乐部，适合需要在旅途中保持活力的客人入住，而酒吧和休息室则为那些
希望放松身心的客人提供服务。无论是商务，家庭或夫妻，这个多功能的威
斯汀一定会提供一个舒适的住宿和便利的休斯顿入住点。

 westin.marriott.com/  945 Gessner Roa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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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酒店威斯切斯 

"豪华住宿在西侧"

这家大酒店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仍然提供优雅的度假住宿。每间客房均设
有储备充足的酒吧和冰箱，可让您享用便餐后的鸡尾酒和小吃。枕头的床垫
提供颓废的舒适感，客房的落地窗享有城市天际线和酒店室外花园的全景。
礼品店也可提供，并提供区域交通服务。工作人员会很好的照顾你。不要犹
豫，要求任何你需要的。

 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HOUWCHF-Hilton-
Houston-Westchase-Texas/index.do

 9999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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