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Hotel Monza
Viale Lombardia路, 76/78号 - 20900 Monza (MB)
国道 36 Milano - Lecco, Monza Centro出口, 米兰方向
电话. +39 039.27.28.31 - 传真 +39 039.27.28.32.00
monza@ashotels.it - www.ashotelmonza.it

AS Hotel Monza，坐落于蒙
扎市非常便利的位置，正处
Brianza地区中心地段， 非常邻
近知名的国际赛车道在蒙扎公
园——欧洲最大围墙的公园——
，此外还邻近高速公路连接口，
距离米兰市及其周边机场， 以及
Rho - Pero 展览中心和米兰中心
仅几公里。酒店离火车站两个公
里。
酒店设有66间宽敞客房，全部装
配有高科技设备， 茶水咖啡机，
提供丰富的洗浴梳妆用品和松软
舒适的拖鞋。
早餐供应非常丰盛的自助餐，其
中有种类繁多的开胃菜、甜点和
生态型产品， 与此同时还有世界
各地的美食。
宾客们尽可在Taverna dei
sapori Restaurant（美味酒馆餐
厅）享用各种特色佳肴，从国际
美食到意大利菜和当地菜肴，一
应俱全。
酒店还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一间会议室用于举办活动，最多
可容纳50人， 以及免费停车场。
除了网站和一些中文电视频道
外，我们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会讲
中文。

AS Hotel Sempione Fiera
S.S del Sempione国路, 320号 - 20028 San Vittore Olona (MI)
A8高速公路, Legnano口出, S.S del Sempione国路方向
电话. +39 0331.51.20.01 - 传真 +39 0331.51.78.63
sempione@ashotels.it - www.ashotelsempione.it

AS Hotel Sempione Fiera在
优越的地理(Sempione国路)距
Rho-Pero展览中心(9千米), 马
尔本萨展览和马尔本萨机场很
小分钟;米兰, 马焦雷湖和奥特来
斯(例子Dolce&Gabbana)邻
近。
在客房里- 82间客房其中标准
房或商务房或经济房-混合一
板三眼和注意对你们的习惯:
不同类的住所,从最高级(用有
很多好处)到住所可以遵守低的
预算。 酒店提供丰富的自助早
餐，以甜味食品、咸味食品和
有机食品为主菜，搭配国际特
色饮食。Sempione 320餐厅
供 应意大利菜品、国际菜肴。
酒店服务包括大的停车场,班车
达到展览中心有重要展览的时
候,达到马尔本萨机场(MXP)和
Parabiago市火车站（舒服抵
达米兰中心）。酒店包括一间
典雅会议室可以容纳90个人。
会议,培训班,公司活动或商务约
会。我们准备咖非休息和会议菜
单为镇兴。免费舒服外车库场对
客人。 除了网站和一些专用电
视频道，还有部分中文服务人
员。目前未设置任何逗留税。

六个地点，四星级酒店，700间房间遍布在米兰北部地区。

酒店 • 会议 • 事件 • 餐厅 • 健康中心
电话. +39 0362.64.40.444
电子邮件(FIT部门) centroprenotazioni@ashotels.it
电子邮件(组部门) grp@ashotels.it
信息和会议报价: 电话. +39 039.27.28.31 - monza@ashotels.it

信息和会议报价: 电话. +39 0331.51.20.01 - sempione@ashotels.it

www.ashotels.it

米兰- 蒙扎 - 意大利
AS Hotels是一个年轻的酒店集团——6家四星
级酒店——700间房间星罗棋布在米兰北部。
位置方便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们都在高
速公路的主要节点处，距离米兰机场、米兰
Rho-Pero展览中心、米兰中心、科莫湖仅有几
公里之遥。每家酒店均提供汽车和大巴免费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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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高品质内部餐厅和适用于任何情况的会
议室，即从小型会议至大型公司活动均可满足
要求。我们希望成为您在伦巴第当地的合作伙
伴，针对住宿（单人和组、会议室、餐饮等为
您提供不同的建议和个性化解决方案，提供价
格有竞争力的打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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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otel Cambiago
Viale delle Industrie snc路 - 20040 Cambiago (MI)
高速公路 A4, Cavenago/Cambiago出口
电话. +39 02.95.94.96 - 传真 +39 02.95.94.96.60
cambiago@ashotels.it - www.ashotelcambiago.it

AS Hotel Limbiate Fiera
Corso Como路, 52号 - 20812 Limbiate (MB)
路上 S.P.527 Monza - Saronno
电话. +39 02.99.67.641 - 传真 +39 02.99.67.644
limbiate@ashotels.it - www.ashotelimbiatefie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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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在Limbiate市，坐落在自Monza至
Saronno的527省道上，距离米兰市中
心， Rho– Pero展览中心和蒙扎市10分钟
路 程，AS Hotel Limbiate Fiera展会酒 店
是一家四星级新型涉及酒店，设有餐 厅，
会议中心：配有7个可容纳500人的针对
会议和活动的多功能厅，外部装饰时尚的
酒吧和针对私家车和汽车的免费停车厂。
设有183间现代风格的宽敞客房，无论 是
商旅人士或休闲宾客在探索本地特色旅游
的人士都会倍感舒适，客房备有热水壶可
沏茶或冲泡咖啡，还有柔软的拖 鞋。 酒
店提供丰富的自助早餐，以甜味食品、咸
味食品和有机食品为主菜，搭配国际特色
饮食。Corso Como 52餐厅供应意大利
菜品、中国和国际菜肴。 酒店设有免费
无线网络连接，并可以根据要求提供到达
Bovisio-Masciago火车站的班车以25分
钟到达米兰市中心。 酒店距离科莫湖25
公里。在Rho展会中心的展览期间，酒店
根据 要求提供班车服务。购物中心距离酒
店有300米。几公里之外您就能看到诸如
阿玛尼、杜嘉班纳等重要奥特莱斯商城和
诸如狐狸 城、圣提诺时尚站点和卡纳利等
大型工 厂店。仅需10分钟您便可以抵达
蒙扎国 际汽车赛道，在这里您可以如梦似
幻的高速驾驶法拉利和兰博基尼。 除了网
站和一些专用电视频道，还有部 分中文服
务人员。目前未设置任何逗。

位于A4高速公路Cambiago/
Cavenago的出口处，AS
Hotel Cambiago酒店是一家非
常舒适的四星级酒店，距离米兰
中心和 Rho– Pero 展览中心15
公里， 它在路上打到威尼斯。
酒店温馨舒适，配有水疗健康中
心、桑拿、土耳其浴，室内游泳
池和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设有
140间现代风格的宽敞客房，无
论是商旅人士或休闲宾客在探索
本地特色旅游的人士都会倍感舒
适，客房备有热水壶可沏茶或冲
泡咖啡，还有柔软的拖鞋。 除
了网站和一些专用电视频道，还
有部分中文服务人员。 酒店提
供丰富的自助早餐，以甜味食
品、咸味食品和有机食品为主
菜，搭配国际特色饮食。酒店自
营餐厅 Mama’s Kitchen(妈妈
厨房)供应意大利菜品和国际菜
肴。 您可以在20/30分钟左右到
达 Malpensa, Linate 和Orio Al
Serio机场。Orio Center购物中
心离酒店米酒店附近。
提供免费停车场和前往附近地铁
绿线起点站Gessate的免费定时
班车服务。目前未设置任何逗留
税。

AS Hotel Dei Giovi
Via A. Manzoni路, 99号 - 20811 Cesano Maderno (MB)
国道35 Milano - Meda, Binzago 9号出口
电话. +39 0362.64.401 - 传真 +39 0362.64.40.200
giovi@ashotels.it - www.ashoteldeigiovi.it

在Cesano Maderno市，距离
米兰市中心和 Rho– Pero展览中
心15分钟距离，距离科莫湖25公
里，AS Hotel Dei Giovi酒店是一
家精装全新的四星级酒店，酒店配
备餐厅和酒吧，两间可容纳100人
的会议室和一个可用于汽车和巴士
的停车场。 设有134间现代风格的
宽敞客房，无论是商旅人士或休
闲宾客在探索本地特色旅游的人
士都会倍感舒适，客房备有热水
壶可沏茶或冲泡咖啡，还有柔软
的拖 鞋。 酒店提供丰富的自助早
餐，以甜味食品、咸味食品和有
机食品为主菜，搭配国际特色饮
食。Mediterraneo(地中 海)餐厅
供应意大利菜品、中国和国际菜
肴。 几公里之外您就能看到诸如阿
玛尼、杜嘉班纳等重要奥特莱斯商
城和诸如狐狸 城、圣提诺时尚站点
和卡纳利等大型工 厂店。酒店离火
车站三个公里。仅需10分钟您便可
以抵达蒙扎国际汽车赛道，在这里
您可以如梦似幻的高速驾驶法拉利
和兰博基尼。 在Rho-Pero展会中
心的展览期间，酒店根据要求提供
班车服务。 除了网站和一些专用电
视频道，还有部分中文服务人员。
目前未设置任何逗留税。

为什么选择我们
• 新和时尚四星级酒店集团
• 现代双房间
• 很好性价比

• 蒙扎以外(2欧),无城市税。比米兰更
便宜。在市中心的4星级宾馆里每人
每天收取5欧的城市税
• 我们出席汉语课程

• 高级餐厅
• 会议厅可容纳400个人
• 汽车和大巴的免费和安全停车场
• 酒店免费班车去最近火车站地铁
站到达米兰中心
• 班车服务去Rho-Pero展览中心
• 我们在公路出口很近所以到达最中
要火车站和飞机场很舒服

• 房间拥有中文频道，水壶，拖鞋， 免费WiFi
• 米兰中心，蒙扎赛车道, 贝尔加莫，
科莫湖，瑞士 – 赌场， 商场 - 奥特
斯，高尔夫球杆很近
• 中国餐馆很附近
• 应要求提供中式早餐
• 中文材料
• 对中国宾客很照应

信息与预订: 电话. +39 0362.64.40.444 • grp@ashotels.it

信息和会议报价: 电话. +39 02.99.67.641 - limbiate@ashotels.it

信息和会议报价: 电话. +39 02.95.94.96 - cambiago@ashotels.it

信息和会议报价: 电话. +39 0362.64.401 - giovi@ashotels.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