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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济南 - 魅力泉城  

济南  
济南，简称济，是山东省省会、副省级市，位于

山东省中西部，北临黄河，南依泰山，是山东省

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 交通、会展和科教

中心。也是 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黄金旅游热

线中心，同时又是孔子的故乡-曲阜的必经之

路。因七十二名泉而素有“泉城”之称。著名的

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风景名胜让人流连忘

返，被冠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

湖”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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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 - 名胜

趵突泉  
趵突泉位于济南市中心区，趵突泉南路和泺源大街中段，南靠

千佛山，东临泉城广场，北望大明湖，面积158亩，是以泉为主

的特色园林。该泉位居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

一泉”，也是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趵突泉是泉城济

南的象征与标志。

大明湖
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

泊，也是泉城重要风景名胜和开放窗口，闻名中外的旅游胜

地，素有“泉城明珠”的美誉。它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处。



LUOYUAN AVENUE  泺源大街

Jiefang 
Liberation
Pavilion

解放阁

Kuanhou Li
宽厚里

Shimao 
International Plaza

世贸国际广场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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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地理位置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傲享济南市泺源大街中央商务

区核心位置，作为济南市的地标性建筑，酒店距趵突泉、大明湖、千

佛山等济南著名的名胜古迹仅咫尺之遥。酒店毗邻银座商城，在这里

客人们可享受集商业、休闲、健 身、美食、娱乐于一体的高品位生

活。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为宾客提供现代化的豪华设施以及细致入

微的专属服务是商务、休闲之最佳选择。

当地名胜 
趵突泉–1公里 

大明湖–2公里 

千佛山–2公里

距离机场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45公里 大约45分钟车程

距离济南火车站 
济南火车站 -6公里 大约20分钟车程

距离济南西站 
济南西站 -15公里 大约30分钟车程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  

6

 

·2013年全新装修完成奢华升级

·典雅的现代中西式时尚设计，顶级配置，索菲特专有“MyBedTM”舒

    适床品，浪凡/爱马仕洗 浴用品

·免费高速宽带接入，酒店区域无线网络覆盖

·1200平米宴会厅，配备同声传译系统

·全市最高的360度旋转餐厅鸟瞰泉城

·享受充沛自然光线的室内泳池

·6000平米专业健身俱乐部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客房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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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类型

 

房间数量  
 

高级客房  143 

豪华客房  98 

行政豪华客房
 
 

30
 

索菲特套房  48 

尊荣套房  19 

剧艺套房  1

公寓房  16 

总统套房  1 

 
客房总数  

 

 
356 



索菲特高级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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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间温馨高雅的索菲特高级客房

·38平方米舒适空间

·新中式现代装饰彰显舒适大气

·绝佳的视角让您一览泉城美景

·索菲特“MyBedTM”给您婴儿般的睡眠

·免费无线网络

·免费瓶装矿泉水

·宽带互联网接入

·42英寸液晶电视

·卫星电视频道

·浴室配备浪凡洗浴用品



索菲特豪华客房/行政豪华房  

10 

·128间索菲特豪华客房包括30间行政俱乐部豪华客房

·44平方米舒适空间

·新中式现代装饰风格，彰显华贵舒适

·绝佳的视角让您一览千佛山及城市美景

·索菲特“MyBedTM”给您婴儿般的睡眠

·免费无线网络

·免费瓶装矿泉水

·宽带互联网接入

·42英寸液晶电视

·卫星电视频道

·浴室配备浪凡洗浴用品

·行政豪华客房尊享行政酒廊礼遇



·68间宽敞雅致的索菲特豪华套房，包括48间索菲特套房，19间尊荣套

    房及1间剧艺套房

·套房房面积达56平方米至125平方米

·宽敞舒服的布局，新中式现代装饰风格彰显低调奢华

·绝佳的视角让您一览千佛山及城市美景

·索菲特“MyBedTM”给您婴儿般的睡眠

·免费无线网络

·免费瓶装矿泉水

·宽带互联网接入

·360度可旋转液晶电视

·卫星电视频道

·全自动智能马桶

·浴室配备浪凡/爱马仕洗浴用品

·行政楼层豪华套房享受行政酒廊礼遇

索菲特豪华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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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至130平方米精心打造而成的独具当代感的公寓式豪宅空间设计

·家外之家般温馨隐秘的舒适空间

·绝佳的视角让您一览泉城美景

·索菲特“MyBedTM”给您婴儿般的睡眠

·宽大明亮的客厅、完备现代化厨房设备、洗衣机、 冰箱、电磁炉

·免费无线网络

·免费瓶装矿泉水

·宽带互联网接入

·42英寸液晶电视

·卫星电视频道

·浴室配备浪凡洗浴用品

索菲特公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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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阔达295平方米的总统套房

·大气恢弘的中式现代设计，极佳的观景视野

·独立随从房、会客厅、餐厅一应俱全

·富有艺术气息的书房配备高速网络

·宽大的步入式衣帽间、化妆间

·宽敞的浴室配置水力按摩池、淋浴间、全自动卫

    浴、爱马仕洗浴备品

·索菲特“MyBedTM”给您婴儿般的睡眠

·总统套房配有全天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

·享受行政酒廊礼遇

索菲特总统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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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然一新的索菲特行政酒廊 Club Millésime，位于酒店47层。开放的视野

和现代雅致的设计，为您带来更加闲适的感受。弧形的景观窗可远眺千佛

山壮美景致、更将泉城腹地美景尽收眼底。定制的全新家具、完美的细节

和尊贵服务，让索菲特的奢华更显极致。

尊贵礼遇：
·欢迎酒水及每日新鲜水果盘

·索菲特行政酒廊专属自助早餐

·每日免费洗/熨2件衣物（不可累积）

·索菲特行政酒廊免费无线、宽带上网

·行政酒廊会议室（每日免费使用1小时，需要提前预定）

·每天下午5:30 - 7:30享受欢乐时光

·无限量本地通话

·提供快速入住及离店手续办理

·延迟退房至下午4点，视酒店入住率而定

·全天免费享用咖啡、茶、软饮及矿泉水,可带领两名访客无需额外加费

·每日提供当地报纸或英文报纸

·叫醒咖啡或茶

·免费擦鞋服务

·每次入住获赠迷你吧内4听软饮

索菲特行政酒廊 Millés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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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最高的旋转餐厅

·丰盛的中西式美食自助盛宴

·全开放式厨房、互动式餐厅新体验

·186米高空、360°巨幕视野、缓速旋转独揽全观泉

    城山、城、湖壮美景致

·菲律宾乐队现场演绎全方位升级视听盛宴

营业时间：
自助早餐  06:00 至 10:30 

自助午餐  11:30 至 14:30 

自助晚餐  17:30 至 21:30

自助早午餐  06:00 至 11:00 
   （周六、周日）

 49楼 银顶旋转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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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高厅彰显了纯粹的意大利风情

·透明冷房设计，可现场挑选中意的萨拉米， 奶酪

      或是偏爱的比萨配料

·全进口食材呈奉精致地道的意面、披萨、 澳洲牛排

·自种有机香草

营业时间：
午餐：12:00 至 14:00（周六、周日）

　　　（最后点单时间为13: 30）

晚餐：18:00 至 22:00（周一至周日）

　　　（最后点单时间为21: 30）

2楼 比萨高意大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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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酒店20楼、独立楼层

·主打广府美食顺德佳肴、粤菜精选、时令海鲜

·新鲜食材，绿色烹饪

·28个零点餐位，4个私密中西式包房

·让您与朋友或家人的聚会更加尽兴

·设有接见厅、贵宾洽谈室以及董事会议室是您商务宴

    请或洽谈的绝佳之选

营业时间:
午餐：11:30 至14:30

　　　（最后点单时间为14: 00） 

晚餐：17:30 至21:30

　　　（最后点单时间为21: 00）

20楼 百花园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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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酒店一层的大堂吧既是典雅的茶社，可提供上

    百种极品中国茶，又是摩登的马天尼酒吧，现场制

    作的鸡尾酒令您流连往返

·各国精选进口红白葡萄酒、气泡酒和香槟

·进口啤酒

·菲律宾乐队现场演奏

营业时间：
早上 9:00 至 凌晨1:00

菲律宾乐队演出时间： 周二至周日

晚上9:00 至 凌晨12: 00

1楼 大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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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完备、场地多样，能满足您各种会议宴会需求

·具备丰富经验的会议宴会服务团队，从活动主题发想、筹划到执行，无微不至的专业协助与贴心服务

·索菲特灵感会议打造独特的会议体验

索菲特灵感会议/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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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米宴会厅，大气恢弘，可分割为两间独立会议厅

·配备同声传译系统

·电脑调控灯光提供舒适的会议环境

大宴会厅  

22 
 



·236平方米的雅致会议空间，可分割为2个独立的会议厅

·量身定制的细致服务、主题茶歇

·高速宽带及WIFI覆盖；先进完善的会议设施、设备

国际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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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雅致的601会议室可容纳24人，是高端董事会议及商务洽谈的最佳之选

·量身定制的细致服务、主题茶歇

·高速宽带及Wi-Fi覆盖；先进完善的会议设施、设备

会议室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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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平方米会场

·7个多功能厅

·可容纳900位宾客

主题宴会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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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西式或典雅中式婚宴摆台

·量身定制的婚礼主题菜单

·完美的灯光音效设施设备

·一站式婚宴专家服务

Unique Sofitel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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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会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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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间
Dressing

Room

351 SQM 598 SQM

243 SQM

124 SQM



大宴会厅（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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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规格说明  





·室内泳池

·蒸气浴及中式推拿

·美容美发中心

康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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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线

·银座健身

·6000平米专业健身中心

·健身设备

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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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总经理 – Anthony Myers迈安东:  anthony.myers@sofitel.com

DOC宴会销售总监 – Julia Yu余万红:  H2875-sb@sofitel.com

ADOS销售部副总监 - Jenny Xie解文琛:  H2875-sm4@sofitel.com

ADOS销售部副总监 - Steven Zhang张钧芃:  H2875-sm1@sofitel.com

No.66 Luoyuan Avenue Jinan,

250063, Shandong, P.R.China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66号 邮编 250063

Tel电话 +86(0)0531 8606 8888

Fax传真 +86(0)0531 8606 9999

Mainland China Reservations 中国大陆预订电话：

400 813 3388 

www.sofitel.com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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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