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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思卡尔顿，丹佛 

"一英里高的豪华"

这丽思卡尔顿酒店提供了一个豪华的夜间睡觉，而访问丹佛。在这里预订豪
华客房，您将享受每间客房的毛巾布长袍和大浴缸，免费早报和礼宾服务。
您可以想像任何设施（包括合理的），包括一个带室内游泳池，水疗中心和
篮球场的巨大健身房。虽然有许多选择来纵容你的味蕾，酒店的餐厅，Elway
的，专门研究牛排和海鲜是死！那些在城里出差的人可以利用这里提供的专
业服务和设备齐全的空间。如果你想探索丹佛的乐趣，你会欣赏酒店靠近市
中心和充足的购物机会。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宠物，宠爱他们的刀柄！总而言
之，留在这里是一个值得生活的经验。

 +1 303 312 3800  www.ritzcarlton.com/en/
Properties/Denver/Defaul
t.htm

 rc.denrz.leads@ritzcarlt
on.com

 1881 Curtis Street,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丹佛摩洛哥酒店 

"奢华精品酒店"

如果你感情上出现问题，那这家丹佛最好的酒店之一就是最需要的避风塘了
。这家精品酒店位于丹佛的两座历史建筑中，离很多旅游景点都很近，如行
为艺术中心、LoDo和16大街购物商场。室内奢华的装修充满了地中海风情，
无论是大厅和客房，都有很多专门订造的家具和羽绒床。这家酒店特别适合
周末度假，但对商务旅客来说也是理想首选。此外，还可以带上宠物来度假
。即使不能带宠物，酒店还有很多可爱的金鱼陪着你。

 +1 303 296 1717  www.monaco-denver.com/  talktous@monaco-
denver.com

 1717 Champa Street, 丹佛
CO

泰伯中心威斯汀酒店 

"位于市中心高级区"

位于丹佛市中心，奢华的泰伯中心威斯汀酒店可以让你一边欣赏洛基山脉的
日落，一边享受暖水泡澡，或者在16大街购物商场中尽情购物。不论是娱乐
、运动和夜生活，这里都有。捷地到 丹佛行为艺术中心,
库尔斯球场和其他市中心的俱乐部尽情玩乐。除此以外，酒店设施高级，包
括 天堂床 ，这些都是丹佛最好的。

 +1 303 572 9100  www.marriott.com/hotels
/travel/denwi-the-westin-
denver-downtown/

 westindenverdowntown@wes
tin.com

 1672 Lawrence Street,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白玉兰酒店 

"在落基山脉的华尔街"

Holtze Hotel酒店于1995年经过翻新，是美国国家银行大楼（Downtown's
Building Bank）最近的一栋价值2,000万美元的改造项目。酒店配有一间卧
室和两间卧室的套房，适合长期住宿，设有完整的厨房和餐厅。部分客房享
有热闹的17街的景致，其他客房则俯瞰着带瀑布的中庭。附近的餐厅提供菜
单和客房服务。

 +1 303 607 9000  magnoliahotels.com/denv
er/

 denverconcierge@magnolia
hotels.com

 818 17th Street, 丹佛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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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凯悦酒店 

"丹佛的商务总部"

丹佛凯悦酒店在众多英亩高市的酒店中拥有面积最大的房间。这家酒店位于
市中心，离主要旅游景点都很近，而且位于繁忙的市中心商业区。酒店炉边
露台的大堂酒吧还有美丽的傻事火炉，长达14尺。酒店的门房和会议策划者
会帮助人策划游览和会议活动。酒店更有精致的小度假屋，足不出户就能尽
情享受新鲜的山区空气。

 +1 303 295 1234  www.hyatt.com/en-US/hot
el/colorado/grand-hyatt-
denver/denrd

 Qualitydenrd@hyatt.com  1750 Welton Street, 丹佛
CO

 by The Brown Palace Hotel
and Spa, Autograph
Collection 

布朗宫殿酒店 

"丹佛最高级的酒店"

自从1892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一直是丹佛最著名的酒店。标致的外墙设计，
让这座建筑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但室内的维多利亚式魅力和怀旧的殖民风格
装修却是最为动人的！而酒店位于市区的便捷位置，以及奢华的住宿，是这
里在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了很多名流和政治家的最爱。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几
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经在布朗宫殿酒店中住宿过至少一晚，猫王和日本君
主都曾经是这里的住客。

 +1 800 321 2599  www.brownpalace.com/  reservations@brownpalace
.com

 321 17th Street, 丹佛 CO

 by Public Domain   

沃里克酒店 

"欧陆风格的酒店"

宾客一走进酒店的大堂就会被这里的大理石设计和古董家具所吸引。酒店很
多房间都配有有线电视、迷你吧台、写字台、熨斗和熨烫板，更有双线电话
、大理石浴室、沙发、私人露台和无线网络服务。这里本来是以住宅楼来设
计的，酒店的位置离丹佛的众多旅游景点，如丹佛艺术博物馆都很近，比丹
佛的其他酒店的都有优势。酒店最近才完成耗资两千万美元的装修工程。

 +1 303 861 2000  www.warwickhotels.com/w
arwick-denver

 info.denver@warwickhotel
s.com

 1776 Grant Street,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柯蒂斯 

"完美的商业"

Curtis Hotel酒店距离会议中心仅有两个街区，距离Larimer Square广场和
第16街购物中心仅有半个街区，是商务旅客寻找奢华的理想场所。宽敞的客
房提供了最好的城市设计和从高层的山景是惊人的。如果您计划在城市内停
留，则不需要车辆。免费的第16街巴士班车每隔几分钟运行一次，如果需要
的话，可以将您安排在库尔斯球场的三个街区之内。

 +1 303 571 0300  www.thecurtis.com/  info@thecurtis.com  1405 Curtis Street,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四季酒店丹佛 

"豪华的缩影"

四季酒店位于丹佛剧院市中心附近，散发着奢华。这家知名的高端连锁酒店
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提供免费的汽车服务，时尚的餐厅和酒吧，豪华的水
疗中心，家庭友善的设施，豪华的客房等等。 Four Seasons酒店适合希望体
验最舒适的旅客，从家庭到寻找浪漫周末假期的夫妇。

 +1 303 389 3000  m.fourseasons.com/denver/  1111 14th Street, 丹佛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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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丹佛科罗拉多会议中心凯悦酒店 

"住在舒适"

这个市中心的酒店，于2005年12月开业，拥有一切可能需要一个舒适的住宿
。豪华客房享有全景，装饰高雅，让您的身心得到放松。靠近科罗拉多州会
议中心，使酒店成为商务旅客的首选停留地点，正如其充足的设施吸引游客
和家庭一样。在游泳池或漩涡放松，或在内部餐厅用餐，为新的体验。健身
中心和水疗中心提供一些豪华的娱乐选择，而一流的公司设施确保每次见面
都是成功的。为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了大量的设施和服务，确保没有人被排
除在外。笑脸服务是这里的座右铭，员工是及时，高效的。

 +1303 436 1234  denverregency.hyatt.com/  650 15th Street, 丹佛 CO

 by Prayitno   

提亚特洛酒店 

"位于剧院区的高雅酒店"

位于 丹佛行为艺术中心对面，这家酒店本来是电车公司的谷仓。建于1911年
，这座红砖建筑充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包括了白色赤土陶器、黑色的
锻铁等。这家酒店有豪华的室内装饰，还有印尼的砂石和意大利的大理石。
客房尤其出众。客房中有所有现代办公室所需要的设备，墙上还挂着精致的
艺术品。这里是丹佛最顶尖的酒店，也是丹佛的唯一一家精品酒店。酒店中
还摆放着以前戏剧中出现过的相片和图画。客房中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最
好的衣料。高12尺的天花板，让酒店显得更加壮丽。如果为商务来丹佛旅游
的话，那一定要到这家酒店的会议厅看看。这里还有高雅而设备齐全的会议
室。在这里真正享受尊贵的住宿体验。

 +1 303 228 1100  www.hotelteatro.com/  generalmanager@hotelteat
ro.com

 1100 Fourteenth Street,
丹佛 CO

 by KassandraBay   

丹佛市中心SpringHill Suites酒店 

"时尚舒适"

SpringHill Suites酒店凭借其丹佛市中心的位置提升了其在城市中的地位。
检查标记所有的前提条件为快速出差或休闲度假，酒店提供最好的舒适和风
格。套房的设计豪华，符合链条的标准，从而确保一个更愉快的住宿。最先
进的室内技术，及时和亲切的服务以及近在咫尺的城市产品只会增加酒店的
吸引力。有关服务，设施或预订详情的更多信息，请提前致电或访问他们的
网站。

 +1 303 705 7300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d
ensd-springhill-suites-denver-
downtown/

 1190 Auraria Parkway, Suite A,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丹佛樱桃溪JW万豪酒店 

"被认可的豪华"

现代而精致的丹佛樱桃溪JW万豪酒店是这个城市最好的豪华酒店之一，更好
的是，这样的奢侈品价格非常低廉。除此之外，这家酒店的视觉效果令人满
意，被列入了Conde Nast“旅行者”杂志的“黄金名单”。 196间客房同样
时尚，所有舒适的豪华设施让您感觉像是国王或王后。如果你喜欢进一步纵
容，然后前往他们的现场水疗中心，健身中心和沙龙纯粹的放纵。对于商务
旅客，酒店提供优质的会议设施和先进的会议空间，以规划任何形式的活动
。除了这些优惠之外，酒店邻近当地的各个景点，使其成为旅客的完美之选
。

 +1 303 316 2700  www.marriott.com/hotels
/travel/denjw-jw-marriot
t-denver-cherry-creek/

 info@jwmarriottdenver.co
m

 150 Clayton Lane, 丹佛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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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丹佛酒店 

"优雅的酒店"

丹佛万丽酒店吸引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客户以及家庭旅客。这丹佛酒店拥有400
间客房和超过30,000平方英尺的新装修的会议空间，以服务于任何大小的事
件。大型会议设施是酒店在市中心和丹佛国际机场之间的中途位置的补充。
酒店还设有一间餐厅和休息室，是享用美食或饮品的理想场所。客人可以享
受酒店的免费机场班车服务。

 +1 303 399 7500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d
ensa-renaissance-de

 3801 Quebec Street, 丹佛 CO

丹佛路易斯酒店 

"樱桃溪场外的精品酒店"

从酒店的外部设计来看，只不过是一座位于科罗拉多大道上的普通的黑色高
楼。但当进入这家酒店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一座淳朴的
意大利北部城市，而没有城市烦嚣的交通与购物商场。这家酒店一直都被评
为丹佛最好的酒店，是商务旅客的理想首选。这里的门房服务很出色，所有
的房间都宽敞舒适，这里更有众多商务设施。但如果想要浪漫的度假之旅，
那这里的Amore套餐一定会点燃你的爱情之火。位于丹佛市中心南部，这家酒
店离丹佛的旅游景点都很近，包括樱桃溪购物中心。

 +1 303 782 9300  www.hyatt.com/  4150 East Mississippi Avenue, 丹佛
CO

 by Booking.com 

丹佛科技中心希尔顿惠庭套房酒店 

"家庭设施"

这家酒店是短期和长期住宿的理想选择，专门设计的一整套设施，让您有宾
至如归的感觉。商务和休闲旅客以及家庭的最佳选择，因为他们有设施让所
有人都满意。客人可以每天享用免费早餐，并在晚间接待您可以与其他旅客
见面。客房干净，配有设备齐全的小厨房和现代化的设备，所有客房均提供
免费高速网络连接。

 +1 303 706 0102  homewoodsuites1.hilton.com/en_US
/hw/hotel/DENHWHW-Homewood-Suites
-by-Hilton-Denver-Tech-Center-
Colorado/index.do

 199 Inverness Drive West, Englewoo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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