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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酒店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酒店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酒店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酒店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TripAdvisor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2012 年年年年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 

 
膺全球權威旅遊網站讀者冠以高度評價的酒店膺全球權威旅遊網站讀者冠以高度評價的酒店膺全球權威旅遊網站讀者冠以高度評價的酒店膺全球權威旅遊網站讀者冠以高度評價的酒店之選之選之選之選 

 
 

(香港訊，2012 年 7 月 5 日)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熱烈宣佈旗下酒店再添殊

榮，位於香港的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及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以及位於

英國倫敦的 Hotel Verta by Rhombus 分別榮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2

年年年年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獲獎酒店來自世界各地，並持續獲得 TripAdvisor 的旅遊讀

者一致好評，可謂是優質酒店服務的佼佼者。名列 TripAdvisor 旅遊網站的

酒店中，只有大約百分之十的酒店能囊括此項獎項。隆堡國際酒店集團對於

旗下四間酒店能躋身其中，感到榮幸萬分。 

 
 

  
酒店經理獲酒店經理獲酒店經理獲酒店經理獲 TripAdvisor 代表頒發代表頒發代表頒發代表頒發「「「「2012 年年年年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優等證書」」」」 

(左 - 右)：隆堡滿景酒店代理酒店經理張展浩先生 

隆堡麗景酒店行政助理經理陳卓君小姐 

隆堡麗景酒店酒店經理馮炳儉先生 

TripAdvisor 代表陳慧如小姐 

隆堡蘭桂坊酒店酒店經理畢家麟先生 

 

獎項評選過程嚴謹，獲獎酒店須於過去 12 個月內達到指定的評論篇幅， 並於 TripAdvisor 的旅遊讀者評分

中保持 4 分或以上（滿分為 5 分）。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麥繼良先生表示：「我們致力為客人提供難忘的住宿體驗，酒店的全

體員工對於榮獲 TripAdvisor 優等證書的獎項，均感到振奮及鼓舞。這項殊榮及正面的網上評論亦正正是全

體員工努力付出的成果。」 

 
 



 

 
 
 
 
 
TripAdvisor 業務總裁 Christine Petersen 表示：「優等證書的得獎者為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穩定的卓越酒

店服務， 並獲旅遊讀者一致認同，TripAdvisor 很高興對這些表現傑出的酒店表示嘉許。」 

 
除了位於尖沙咀的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隆堡麗景酒店、中環的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上環的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隆堡滿景酒店及英國倫敦的 Hotel Verta 

by Rhombus，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旗下的酒店亦包括位於香港灣仔的隆堡雅逸酒店隆堡雅逸酒店隆堡雅逸酒店隆堡雅逸酒店，，，，以及剛於 2012 年 3 月

正式開幕的中國大陸旗艦酒店—花樣年花樣年花樣年花樣年����隆堡成都酒店隆堡成都酒店隆堡成都酒店隆堡成都酒店。此外，集團亦計劃於 2013 年於香港銅鑼灣增設兩

間新酒店，並於今年底接管一間位於澳門的酒店項目。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隆堡國際酒店集團隆堡國際酒店集團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成功將業務擴展至國際版圖，新獎項標誌著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繼續為世界各地的旅客提

供優質及多元化的酒店服務。 

 

- 完完完完 -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有關資料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有關資料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有關資料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有關資料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榮獲由《Hong Kong Business》雜誌頒發 「領先的酒店管理」大獎、Mediazone Group 頒發 ‘2011

年 Hong Kong’s Most Valuable Company’及 2011 年亞洲酒店論壇頒發「年度最具成長性酒店集團」的殊榮，成績驕

人。集團旗下業務包括四間位於香港的酒店（分別是隆堡麗景酒店、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滿景酒店及隆堡雅逸酒

店）、位於英國倫敦的 Hotel Verta by Rhombus，以及位於中國的旗艦酒店 - 花樣年�隆堡成都酒店；並於 2012 及

2013 年於銅鑼灣增設兩間新酒店。隆堡集團擁逾 25 年國際酒店管理經驗，致力將酒店管理及營運效率提升至更高水

平。總部設於北美洲，憑籍其積極進取和勇於創新的管理作風，竭誠為三個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業主/投資者、客人及員

工提供卓越的產品及服務。 
www.rhombusinternational.com  
 
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 

隆堡麗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麗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麗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麗景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麗景酒店最近剛榮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2 年優等證書」，亦於 2011 年第 7 屆中國酒店星光獎中獲評為「中國

十佳城市商務酒店」之一、2009 至 2011 年連續 3 年榮獲《Let's Go 粵港直通》雜誌頒發「最受粵港澳商旅人士歡迎

的商務酒店」大獎，以及於 2008 至 2011 年獲中國飯店年會頒獎「中國最佳商務酒店」大獎。此外，居高酒店之 AVA 

Restaurant Slash Bar 亦榮獲 2012 年香港餐廳週評選為「最佳餐廳」及 Asia Tatler 讀者一致評賞為 2012 年度「香港

及澳門最佳食府」之一的殊榮。隆堡麗景酒店是尖沙咀獨有最高的三角形豪華商務酒店，坐擁一覽無遺的維港景致。

酒店位處優越地段，距離港鐵尖東站只需兩分鐘步程，往返港鐵紅磡站只是一站之距；而往返中港客運碼頭只需五分

鐘車程。酒店毗鄰為香港主要購物熱點，包括 K11、國際廣場﹝iSQUARE﹞、DFS 環球免稅店、The ONE 以及 IMAX

電影院等。 

www.hotelpanorama.com.hk  
 
隆堡蘭桂坊酒店有關資料隆堡蘭桂坊酒店有關資料隆堡蘭桂坊酒店有關資料隆堡蘭桂坊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蘭桂坊酒店是位於中環蘭桂坊中心地段的豪華精品酒店，開業以來，憑藉酒店五星級的個人化服務、時尚優雅的

設計及寬敞舒適的客房，一直深受國際品味人士的愛戴。隆堡蘭桂坊酒店獲獎無數，獎項包括獲 TripAdvisor 頒發

「2012 年優等證書」、TripAdvisor 評選為 2012 年旅行者之選中國「時尚酒店」之一、2011 年度亞太區酒店大獎頒發

「最佳酒店」組別之「香港最佳 5 星酒店大獎」、2009 年度 Business Traveller (Asia Pacific) 商旅雜誌頒發「亞太區

最佳精品酒店」、2009 年度第 20 屆 TTG Asia 旅遊雜誌之「最佳精品酒店」及 2009 年度中國最佳設計酒店大獎之

「最佳商務酒店」。此外，位於酒店頂樓的 Azure Restaurant Slash Bar 亦獲 Asia Tatler 頒發 2008 至 2012 年度「香

港及澳門最佳食府」之一的名銜，更由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評選為「全球二十大最佳空中酒吧」之第 7 位。 

www.hotel-LKF.com.hk 

    

隆堡滿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滿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滿景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滿景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滿景酒店位處香港上環海濱沿岸，為繁華的都市生活重新定義，堪稱該區域的最新地標。傲踞港島區優越地段，

前臨維多利亞港的旖旎美景，飽覽中山紀念公園的鬱鬱葱葱。酒店最近榮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2 年優等證書」、

2011 年第 7 屆中國酒店星光獎頒發「中國最佳設計精品酒店」大獎、2011 年第 19 屆亞太室內設計大獎頒發「室內設

計優異獎」及《Let's Go 粵港直通》雜誌頒發「2011 年最受粵港澳商旅人士歡迎的商務酒店」大獎。酒店相距主要商

業中心、上環港鐵站及港澳客運碼頭只是咫尺之遙，隆堡滿景酒店不但是旅客的悠閒天地，更是感受香港璀璨生活的

發端之所。 

www.hoteldeEDGE.com.hk 
 



 

    

    

    

    

    

隆堡雅逸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雅逸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雅逸酒店有關資料隆堡雅逸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雅逸酒店的客房最近完成了全面更新，提供現代化的浴室設計及高級沐浴套裝。酒店坐落於交通四通八達的銅鑼

灣及灣仔交界，舉步可達區內主要的購物熱點如時代廣場及祟光百貨、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及商業中心。隆堡雅逸酒

店是一間迷你豪華精品酒店，讓客人在旅居期間感受到安逸、舒適及貼心服務。開業以來，屢獲殊榮，包括獲《Let's 

Go 粵港直通》雜誌頒發「2011 年最受粵港澳商旅人士歡迎的經濟型酒店」大獎、2010 至 2011 年獲中國飯店年會頒

發「中國最佳服務酒店」及 2008 至 2009 年獲中國飯店年會頒發「中國最佳精品酒店」獎項。 

www.hotelbonaparte.com.hk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花樣年花樣年花樣年花樣年····    隆堡成都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成都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成都酒店有關資料隆堡成都酒店有關資料    

花樣年�隆堡成都酒店為集團於中國的旗艦酒店並於 2012 年 3 月正式開業。酒店位於成都市中心，相連市內最高的 49

層商業大樓，是一所 5 星級全套房型格酒店。開業不久，隨即獲榜樣中國 2011 年度傳媒大獎評選為「最佳創意酒店」

及 2011 年第 7 屆中國酒店星光獎評選為「中國十佳新開業酒店」之一。酒店客房寬敞加上設計獨特，平均面積由 50-

120 平方米，並設有客廳及衣帽間，浴室更備有兩款不同的沐浴用品，切合「他和她」的需要。其他酒店設施包括餐

廳、大堂酒吧、游泳池、水療中心、會議室、商務中心及隆堡貴賓廊。 

www.rhombuschengduhotel.com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 

Hotel Verta by Rhombus 有關資料有關資料有關資料有關資料 

Hotel Verta by Rhombus 新近榮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2 年優等證書」及獲 The Guardian Newspaper 評選為

「2012 年倫敦十佳精品酒店」之一。酒店地理位置優越，毗鄰倫敦直升飛機場，南靠切爾西和斯隆廣場旁的泰晤士

河，是隱藏倫敦市中心的瑰寶。Hotel Verta by Rhombus 是一間豪華精品酒店，設有特色餐廳及酒吧、健身中心及時

尚的水療設施，包括美療室、水力池、桑拿及蒸汽浴室。其飽覽泰晤士河迷人景致的會議室是舉辦會議、活動及婚宴

的不二之選。Spa Verta 最近更榮獲 Wahandies Awards 頒發「倫敦最佳按摩療效設施」大獎。 

www.hotelverta.com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發佈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發佈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發佈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發佈    

傳媒查詢傳媒查詢傳媒查詢傳媒查詢::::        

公關部公關部公關部公關部    

電話: (852) 3550 0688 

傳真: (852) 3550 0699 

電郵: pr@rhombusinternation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