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希尔顿酒店 
Hilton Suzhou 



希尔顿全球 Hilton Worldwide 

 国际最具知名度的酒店管理公司之一 

 希尔顿全球拥有十四大卓越酒店品牌 

  在全球106个国家及地区持有逾5,339家酒店, 

包括： 

  - 华尔道夫酒店及度假村 

  - 康莱德酒店及度假村  

  - 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 

  - 希尔顿逸林酒店及度假村  

  - 希尔顿精选酒店  

  - 希尔顿尊盛酒店  

  - 希尔顿花园酒店  

  - 希尔顿欢朋酒店  

  - 希尔顿欣庭酒店  

  - 希尔顿惠庭酒店  

  - 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等 

屡获殊荣的常客奖励计划希尔顿荣誉客会®  

(Hilton Honors®) 亦由希尔顿全球统一管理。 

  Stay 



Upgraded 
全面升级的商务体验 
就在苏州希尔顿 

*点击苏州希尔顿超链接，查看酒店全景VR 

https://wx.17u.cn/nrgg/galactus?mapid=45b0bdf4a0204f368f477db0ad107d87/&code=oOCyauDl89BtALN-ZF8JGWI8RxYw&token=17_oSXw054CI5Rc4DYQAjeDsIBOQ04gVgLain2DkqbY7Rwyhfh8ilajzTcN7piPV36nJOjbRmC6NV1k9n5m5BOsiQ&lang=zh#/
https://wx.17u.cn/nrgg/galactus?mapid=45b0bdf4a0204f368f477db0ad107d87/&code=oOCyauDl89BtALN-ZF8JGWI8RxYw&token=17_oSXw054CI5Rc4DYQAjeDsIBOQ04gVgLain2DkqbY7Rwyhfh8ilajzTcN7piPV36nJOjbRmC6NV1k9n5m5BOsiQ&lang=zh#/


地理位置

• 酒店地处苏州工业园区

中心地段，地铁1号线与酒

店大堂无缝连接 

• 苏州园区火车站：10分

钟车程 

• 苏州火车站：30分钟车

程 

• 上海虹桥火车站/上海虹

桥国际机场：高铁直达，全

程仅需30分钟 



酒店概况 



• 酒店由357间客房以及181间长住套房组成 

• 14个房型可供选择 

• 无线网络覆盖全酒店 

• 5个餐厅及酒吧  

• 配有先进视听设备的宴会、会议场地 

• 1,008平米挑高7.5米的无柱大宴会厅 

• 2,000平米的演播厅紧邻酒店 

• 24小时健身中心及室内泳池 

Your 



住宿 

房型 面积 
(平方米) 

客房数 

高级房 40 139 

豪华房 48 121 

行政房 40 74 

希尔顿套房 77 15 

豪华套房 117 3 

总统套房 197 1 

客房总数 357 

高级大床房 高级双床房 

豪华套房 豪华套房 

*点击房型超链接，查看房间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7.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9.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0.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1.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2.html


长住套房房型 面积 
(平方米) 

房间数 

精致套房 54 54 

一室套 63 42 

豪华一室套 82 58 

两室套 122 11 

豪华两室套 162 2 

三室套 158 12 

豪华三室套 181 2 

长住套房总数 

住宿 

181 

豪华一室套 

两室套 

一室套 

两室套 

*点击房型超链接，查看房间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3.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4.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5.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6.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7.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8.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8.html


豪华大床房 

客房设施 

客房设施 

• 配置国际卫星频道的40寸液晶电视 
• 闹钟 
• 室内温度调节系统 
• 可容纳笔记本电脑的保险箱 
• 迷你吧、咖啡机 
• 热带雨林淋浴及清爽的天然身体护理产品  
• 酒店全覆盖高速宽带和无线互联网 

长住套房设施 

• 设备齐全的敞开式厨房 
• 宽敞的客厅及衣帽间 
• 2个及以上的卫生间 
• 书房 
• 独立的长住套房大堂、直达电梯及酒廊 
• 严谨的保安系统 
• 洗衣机，微波炉,冰箱等电器设备 

精致套房 



专业的会议场地及宴会团队是您在苏州举办各种商业会议活动和私人宴会的不二之选。 

宴会及会议 

层高7.5米的1,008平米无柱大宴会厅(可灵活分割成3个小
宴会厅)，与自然采光的宴会前厅 

 

毗邻酒店2,000平米，层高达18米的演播厅 

*点击宴会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4.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4.html
https://720yun.com/t/381jr5tuek1?scene_id=25510965
https://720yun.com/t/381jr5tuek1?scene_id=25510965


宴会及会议 

• 9个多功能会议室 

• 会议室租赁 

• 先进的视听设备租赁 

• 液晶投影仪 

• 高速宽带和无线互联网接入 

• 24小时商务中心服务 

• 传真，打印等服务 

董事会议室 多功能厅 

*点击宴会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nrgg/galactus?mapid=45b0bdf4a0204f368f477db0ad107d87/&code=oOCyauDl89BtALN-ZF8JGWI8RxYw&token=17_oSXw054CI5Rc4DYQAjeDsIBOQ04gVgLain2DkqbY7Rwyhfh8ilajzTcN7piPV36nJOjbRmC6NV1k9n5m5BOsiQ&lang=zh#/indoor/76/12/655/false
https://wx.17u.cn/nrgg/galactus?mapid=45b0bdf4a0204f368f477db0ad107d87/&code=oOCyauDl89BtALN-ZF8JGWI8RxYw&token=17_oSXw054CI5Rc4DYQAjeDsIBOQ04gVgLain2DkqbY7Rwyhfh8ilajzTcN7piPV36nJOjbRmC6NV1k9n5m5BOsiQ&lang=zh#/indoor/76/12/655/false
https://720yun.com/t/c25jvgwyvy0


会议设施  

容积表 



会议设施 楼层平面图 

酒店六楼宴会场地 

2,000平米演播厅 



OPEN全日制餐厅 BACIO意大利餐厅 御玺中餐厅 园大堂吧 啤酒荟 

坐席

早、午、晚餐供应

时间：

坐席

午、晚餐供应

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六及周日）

坐席

午、晚餐供应

时间：

坐席

早、午、晚餐供应

时间：

坐席

晚餐供应

时间：

（周日至周四）

（周五及周六）

餐饮 



Open 
OPEN全日制餐厅精选优质食材，以现代手法呈现经典亚洲菜肴、西式

风味烧烤以及时令肥美海鲜。富有艺术感的细节装饰，开放式空间以及

互动厨房打造精致、友好的用餐氛围，让你全天候品味舌尖精彩，每一

口都尽享风味。 
*点击餐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9.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19.html


Bacio 
BACIO在意大利语中有“吻”之意。这里的每一道菜品都是“精雕细

琢的意大利风味”。星级进口牛排、遵循意式传统烤制的披萨、口感

劲道的手工意面——在有着“东方威尼斯”美誉的苏州，品尝由精选

进口食材制作而成的地道意大利菜肴，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半开放式

的厨房，更让您全程目睹美味出炉，惊喜连连。 
*点击餐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0.html


Yuxi 
在鱼米之乡苏州，请尽情享用大自然的美好恩赐。御玺选用苏州当地的

天然、时令食材，遵循传统烹饪方法，精心打造中式经典菜肴。从江苏

名菜叫化鸡到广式滋补靓汤，足不出户也能一一品尝。高雅的餐厅氛围

和私密的贵宾包间设计，御玺是亲友欢聚和商务洽谈的理想用餐之地。 
*点击餐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nrgg/galactus?mapid=45b0bdf4a0204f368f477db0ad107d87/&code=oOCyauF_x892R7dqsFW6PdY1UBdg&token=17_KxeI02U6ezBIrAOOrMXTnTh5yNEdmpmVsig19q9-UE9CDFu2HUTcZwdhBj1vV--yoJdYXYug--gnZHf-79shHL-rvNZ6srVJSxry-Bs-VGw&lang=zh&code=oOCyauDl89BtALN-ZF8JGWI8RxYw&token=17_oSXw054CI5Rc4DYQAjeDsIBOQ04gVgLain2DkqbY7Rwyhfh8ilajzTcN7piPV36nJOjbRmC6NV1k9n5m5BOsiQ#/indoor/74/12/655/false


Yuan 
在“园”大堂酒廊，等待您的是舒适与轻松休闲的时光，我们均选用优

质上品原材料，制作出品种多样、精致可口的甜点茶饮供您品尝享用。 

*点击餐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7.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7.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7.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7.html


Beer Society 

啤酒荟搜罗世界各地啤酒精酿并分区独立呈现，让宾客感受酣畅淋漓的啤

酒畅饮体验。配备先进的试听设备，并有乐队现场助兴，在啤酒荟，宾客

还能身临其境一般，近距离追踪、观赏热点赛事——开怀尽兴，愉悦度过

旅途之中每一个好友相伴的活力之夜。 
*点击餐厅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26.html


娱乐设施 

在我们奢华水疗中心内，您可惬意享受按摩或美容护理疗程带来的轻松和舒适，可在配备桑拿房和蒸气室的室内泳池畅游一番，亦可在我们配备了

国际知名健身设备品牌“必确”的健身中心中享受酣畅淋漓的乐趣。 

健身中心 

游泳池 

豪华水疗 

*点击健身中心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6.html


娱乐设施 

在我们奢华水疗中心内，您可惬意享受按摩或美容护理疗程带来的轻松和舒适，可在配备桑拿房和蒸气室的室内泳池畅游一番，亦可在我们配备了

国际知名健身设备品牌“必确”的健身中心中享受酣畅淋漓的乐趣。 

健身中心 

游泳池 

豪华水疗 

*点击游泳池超链接，查看全景VR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5.html
https://wx.17u.cn/go/guide/view/hotel35.html


娱乐设施 

在我们奢华水疗中心内，您可惬意享受按摩或美容护理疗程带来的轻松和舒适，可在配备桑拿房和蒸气室的室内泳池畅游一番，亦可在我们配备了

国际知名健身设备品牌“必确”的健身中心中享受酣畅淋漓的乐趣。 

健身中心 

游泳池 

豪华水疗 



目的地 
悠长假日 



苏州  

 

随着近年快速崛起的苏州工业园区、

金鸡湖区域，历史传统与现代时尚在

这里交汇，这就是苏州，亦古亦今，

亦中亦洋，一曲城市的传奇。  

寻·悦 



周边商圈

永旺梦乐城 

 

  永旺梦乐城苏州园区湖东购物中心，是永旺

梦乐城在华东区开设的第二家购物中心，位

于苏州工业园区钟南街和钟园路交接处，地

铁1号线钟南街站直达。 

永旺梦乐城苏州园区湖东购物中心聚集了自

有品牌超市、特色室内儿童游乐场、大型影

城、美食街以及数百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专卖

店，致力于打造愉快、舒适的购物环境，满

足顾客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开放时间: 09:00 - 21:00  

路程：1000米 



周边商圈

久光百货 

 

  苏州久光百货与时代广场以空中廊桥贯通，

毗连工业园区心脏地带——金鸡湖畔及周边

沿湖排列林荫大道的国际博览中心，并设有

水上巴士码头、艺廊、咖啡座、餐厅住宅及

各式酒店，既有都市色彩，又显古城幽雅。 

百货店内不仅有优质的服务，更有如游乐中

心及大型超市等相关配套，集美食佳肴、美

容时尚、家居用品及休闲娱乐于一身，带领

苏州时尚消费新潮流，满足顾客一站式购物

和休闲需求，带给消费者崭新的购物享受。 

 

开放时间: 10:00 - 21:00  

路程：2公里 



周边商圈

新光天地 

  

苏州新光天地是新光三越集团在中国大陆

独立投资建设的首家百货公司。 地下一

层与轨道交通一号线时代广场站相连通，

商业本体拥有950个停车位，也位于地下

空间。 这是一家覆盖全客层的百货公司，

经营者为此定制了13个业种，布局在八个

楼层。这13个业种分别是：名品、化妆品、

女性杂货、内睡衣、女性服饰、休闲和生

活风格、男性商品、儿童用品、超市、餐

饮及食品、活动、复合性业态， 餐饮品

牌中，既有首次进入亚洲地区的新兴品牌，

也兼顾苏州老字号知名连锁品牌。 

 

开放时间: 10:00 - 21:00  

路程：2公里 

  



周边商圈

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有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馆、服务配套中心、体育公园和

室外健身运动场等场馆设施。其中体育场

约45000座，功能与设施完备。馆内还设

有可容纳约1500人同时观影的星级影院；

游泳馆观众座席约3000个，兼具竞技比赛、

健身娱乐功能；服务配套中心是以体育休

闲、健康文化为主题，运动时尚为特色的

休闲娱乐购物体验中心，楼内设有苏州最

大、最专业的真冰娱乐场。 

 

开放时间: 10:00 - 22:00  

路程：3公里 

  



苏州  

 
一座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沉淀

了2500余年吴文化底蕴，素有“东方

威尼斯”之称，其“城中有园”、

“园中有城”，山、水、城、林、园、

镇为一体，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古

韵今风！ 

寻·源 



著名景点

苏州白塘生态植物园  

苏州白塘公园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中
段的北部，与金鸡湖、沙湖互成犄角，总占
地面积约60．5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12公顷。
植物园倡导人与自然的亲密与和谐，共有植
物510多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绿色空间和生
态环境。园内建有名贵花卉园、湿地园、樱
花园等25处植物观赏园和两宜亭、木屋观鸟
站等十几处园林景点，并划分了景观生态观
赏区、游园娱乐区、康体理疗区等九大功能
区，力求为都市人提供最佳的休闲去处。植
物园以其自然清新、宁静开阔的山野风貌，
种类繁多的植物，成为园区又一方“绿色净

土”和苏州的一颗璀璨明珠。 

 

景点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09:00 - 17:00  

路程：200米 



著名景点

斜塘老街 

斜塘老街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东斜塘河

畔，是一个以文化旅游为特色，具有浓郁江

南水乡家园记忆和人文情怀的商业街区。它

在具有760多年历史的斜塘镇原址上重建，在

规划之初就对其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进行了

深入发掘，通过仿古建筑、苏式园林、绿化

园艺、休闲业态等方面的规划设计，将传统

人文和现代商业进行了有机融合，打造成一

个集餐饮、购物、娱乐、文化等功能为一体

的时尚休闲街区。 

 

景点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09:00 - 17:00  

路程：1.5公里 



著名景点

拙政园 

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初年（16世纪初），距
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
作品。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与同时公布的北京颐和园、
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
大名园。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AAAAA
级旅游景区。 拙政园位于古城苏州东北隅，
截至2014年，仍是苏州存在的最大的古典园
林。全园以水为中心，山水萦绕，厅榭精美，
花木繁茂，具有浓郁的江南汉族水乡特色。 

 

景点门票:  

70元 (3.1 - 5.31 & 9.1 - 11. 30) 

50元 (6. 1 - 8. 31 & 12. 1 - 4. 30) 

开放时间: 07:00-17:30 

路程：10公里  

 



著名景点

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是地方历史艺术性博物馆。1960

年建立，位于苏州市东北街。馆址为太平天

国忠王李秀成王府遗址。面积约有8000多平

方米，分东、西、中3路，中路立体建筑为殿

堂型式，梁坊满饰苏式彩绘，入口处侧门，

有文征明手植紫藤，内部东侧有太平天国古

典舞台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10月建成新馆，设计者为著名的建筑设计

大师贝聿铭。 

 

景点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09:00 - 17:00 (每周一闭馆) 

路程：9.5公里  

 



著名景点

平江路 

平江路是一条傍河的小路，北接拙政园，

南眺双塔，全长1606米，是苏 州一条历史

攸久的经典水巷。早在南宋的苏州地图

《平江图》上，平江路即清晰可辨，是当

时苏州东半城的主干道。800多年来，不但

平江路的河流形态、街道建制与原先基本

相仿，而且还分明地保留着“水路并行，

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平江路算是苏州

保存得最完好的古街了，与观前街一巷之

隔，但其清静古朴的生活气息与咫尺外的

鼎沸喧哗迥然两个世界。 

 

景点门票: 免费 

路程：8.5公里  

 

 



著名景点

太湖 

太湖是平原水网区的大型浅水湖泊，湖区
号称有48座岛、72座峰，湖光山色，相映
生辉，有“太湖天下秀”之称 太湖流域气
候温和，特产丰饶，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
迩的鱼米之乡。太湖水产丰富，盛产鱼虾，
素有“太湖八百里，鱼虾捉不尽”的说法。
有“太湖三白”（银鱼、白鱼、白虾）、
太湖珍珠、太湖蟹等特产。 主要景点有东
起胥口渔洋山，西至西洞庭山绵延十余里
的太湖大桥；傍水而筑、纤巧精致的蠡园；
还有以梅花多而美出名的香雪海， 1982年，
太湖以江苏太湖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
单。 

 

开放时间: 08:30 - 16:30 

路程：22公里  

 



著名景点

周庄 

周庄，是一座江南小镇，有“中国第一水
乡”之誉，是国家首批5A级景区。周庄始
建于1086年（北宋元祐元年），因邑人周
迪功先生捐地修全福寺而得名。春秋时为
吴王少子摇的封地，名为贞丰里。 
周庄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于2003年被评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周庄历史悠久，是
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有独特的人文景观，
是中国水乡文化和吴地汉文化的瑰宝。 
周庄镇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
0.47平方公里的古镇有近百座古典宅院和
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还
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景点有：沈
万三故居、富安桥、双桥、沈厅、怪楼、
周庄八景等。 

 

景点门票: 100元 

开放时间: 08:00 - 20:00  

路程：26公里  

 



苏州  

 
在鱼米之乡苏州，请尽情享用大自然

的美好恩赐。“从农场到餐桌”，我

们精选的河虾、太湖白鱼、鸡头米乃

苏州当地天然食材，结合新式烹饪技

法，精心打造中式经典菜肴。从精致

的外观到味道的鲜美，更含有丰富蛋

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独具江南特色，

是一道道不可多得的江南美食。 

寻·味 



本地美食

探索当地 

太湖白虾 

太湖白鱼 

腌笃鲜 

阳澄湖大闸蟹 以上菜品由苏州希尔顿酒店御玺中餐厅

出品，欢迎赏味。 



本地美食

东山白沙枇杷 西山杨梅 

东山碧螺春 西山橘子 

探索当地 

酒店御玺中餐厅甄选本地应季特色食材，

精心打造中式经典菜肴，欢迎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