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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CHINA FIRST LE MERIDIEN HOTEL IN 

SHESHAN, SHANGHAI 

• 2005年中国第一家艾美酒店登陆上海佘山 

• 2017, CHINA FIRST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IN SHESHAN, SHANGHAI  

• 2017年中国第一家臻品之选酒店再次选择佘山 



臻品之选 
 

品牌概览  

美国迈阿密南海滩皇家棕榈 臻品之选度假酒店 



经 典 品 牌  

 
特 色 品 牌  

 

奢 华  
 

奢 华  
 

高 级  
 

精 选  精 选  
 

高 级  
 



印尼雅加达东宫臻品之选酒店 

 

独特设计  

本地风情  

都市及度假胜地  

始终如一的品质  

 

Tribute Portfolio 臻品之选酒店-原喜达屋第10个品牌 

臻品之选 

 

独行一帜 



全球共17家已开业臻品之选酒店家；另有8家在筹备阶段。 



臻品之选已开业酒店，此处仅展示部分 

日本北海道赤井川村臻品之选酒店 

The Kiroro,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Hokkaido, Japan 

美国加州棕榈泉里维埃拉酒店 
The Riviera Palm Springs 

 A Tribute Portfolio Resort，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英国伦敦大北方臻品之选酒店 

 Great Northern Hotel,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London, United Kingdom 

新加坡Vagabond臻品之选酒店 

Hotel Vagabond,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Singapore 

印尼巴厘岛乌布Sthala臻品之选酒店 

Sthala,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Ubud Bali, Indonesia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SLS臻品之选酒店 

SLS Las Vegas, A Tribute Portfolio Resort, 

Nevada, United States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拉波萨达臻品之选酒店 
La Posada de Santa Fe , A Tribute Portfolio Resort & Spa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美国佛州迈阿密南海滩皇家棕榈臻品之选酒店 
Royal Palm South Beach Miami, A Tribute Portfolio Resort 

Florida, United States 

科斯塔梅萨艺术大道臻品之选酒店 

 AVENUE OF THE ARTS COSTA MESA,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Costa Mesa,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臻品之选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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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IN CHINA 

中国第一家臻品之选酒店 



“ 
WHY US? 

为什么选择臻品之选？ 



都市及度假胜地  

 

独特设计  

 

本地风情  

 

始终如一的品质  

 

经典卓越的会议选择  

 

丰富的特色活动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上海，又称“上海滩”，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国际大都市，是中国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百
余年来，上海一直是中国商业和经济中心，是仅次于香港的著名“购物乐园”，被誉为“东方的巴黎”。 

上海也是一个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众多的标志性建筑，如浦西的外滩和新天地，而位于浦东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与
金茂大厦却呈现出另一番繁华景象，它们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共同组成了全球最壮丽的天际线之一。 

都市及度假胜地  

上海 
东方的巴黎 



 

交通  TRAFFIC  

  至虹桥机场：30分钟车程      30 minutes from Hongqiao Airport 
 

至上海市市中心：40分钟车程  40 minutes from Shanghai City Centre 
 

至浦东国际机场：90分钟车程  90 minutes from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上海的饮食文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荟萃了展示域内川、粤、京、鲁、江浙、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
文化的馆堂楼肆，而且汇聚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 

 
同时本帮菜也别具特色，本帮菜是上海菜的别称，是江南地区汉族传统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所谓本帮，即本地。以浓油赤酱、
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为其特色。常用的烹调方法以红烧、煨、糖为主。后为适应上海人喜食清淡爽口的口味，菜肴渐由

原来的重油赤酱趋向淡雅爽口。本帮菜烹调方法上善于用糖，别具江南风味。 

上海美食 



松江 
—— 
上海之根 



气候特征 
 

上海属北亚热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日照充
分，雨量充沛。上海气
候温和湿润，春秋较短，
冬夏较长。一年中雨量
主要集中在5至9月的汛
期。一年四季变化分明：
冬、夏长，春、秋短。
全年平均气温为16℃左
右，7、8月份气温最高，
1月份最低。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一年四季都
可旅游。其中春、夏两
季是最佳旅游季节。3至
5月的上海温度适中，草
长莺飞，适合郊外踏青，
观赏桃红柳绿；9至11月
期间的上海秋意浓浓，
此时，正是在上海，不
能错过品尝膏足、肉美
的大闸蟹。 
 

 



四季水果 



松江 特色 
松江四鳃鲈鱼 
 
松江鲈是一种小型鱼类，俗称“四鳃鲈”，位列“中国四大淡水
名鱼”之首，是上海最珍稀的特产，从隋朝开始即列为贡品，有
着“国鱼”、“江南第一名鱼”之美称。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便
曾用松江四鳃鲈鱼款待他，受到了尼克松的高度称赞。尼克松甚
至撰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对松江四鳃鲈鱼的喜爱之情。 

佘山兰笋 
 
佘山兰笋传说为康熙皇帝所定名，已有300多年历史，佘山因产
兰笋又称兰笋山。佘山兰笋吃起来格外鲜嫩，壳薄、肉嫩、味
道特别鲜，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当年康熙皇帝也是被
这股清幽的兰花香所征服，赐名佘山为“兰笋山”，佘山笋也
由此被誉为“兰笋”。 每年4月的“兰笋文化节”也成为佘山的特
色主题活动之一。“ 
 



风景秀丽 

云间九峰，即松江九峰，是位于上海市西南郊区松江区的西北部，按西南—东北排
列，依次为小昆山、横（云）山、机山、天马山、钟贾山、辰山、西佘山、东佘山、
薛山、厍公山、凤凰山和北竿山。 



历史变迁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历史文化长远，有着
“上海之根” 的称呼。明代，松郡为天下名郡，史
称“东南一大都会”，为全国33个工商业城市之一。
松江府乃漕粮重地，每年上百万石的税粮从仓城松
江市河出发，取道京杭大运河，运往京师和指定的
公仓。漕运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建设于繁荣，促进
了贸易发展和商品流通以及文化传播，从而，不仅
使松江成为上海工商文明源头，而且漕帮粮运的物
流管理和仓储管理思想为上海成为现代物流中心提
供了厚实的文化底蕴。 

 



月湖，上海最大的人工湖，被翠绿的东佘山、薛山、凤凰山
环抱。围绕着月湖新建的月湖公园，是一个雕塑类主题公园，
其间湖光山色是亲子同游的最佳选择。 

月湖雕塑公园(1公里) 



上海辰山植物园(6公里) 

上海辰山植物园，是一座集科研、科普和观赏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园区植物园分中心展示区、植物保育区、五大洲
植物区和外围缓冲区等四大功能区，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植物园，同时也是上海市第二座植物园。 

辰山草坪音乐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3年，在2015年它更是正式升级为草坪音乐节。 



佘山分东佘山跟西佘山，海拔分别是100.8米和97米，是大上海
的后花园。西佘山在众山中占地最广且拥有最佳的风景。现今
佘山已发展为国家森林公园，山上有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
佘山圣母大教堂。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3公里)  



欢乐谷 (2公里）& 玛雅
水公园 （800米） 

  上海欢乐谷全园共有七大主题区：
阳光港欢乐时光、上海滩、香格里
拉、欢乐海洋、金矿镇和飓风湾。
每年万圣节，欢乐谷将会举办为期
一周的万圣欢乐节。 



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1公里)  

 

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坐落于上海松江佘山
国家旅游度假区，其占地1700亩的18洞72杆国际
锦标级高尔夫球场，由国际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设
计公司N&H所设计 。在这座上海唯一的森林丘陵
型国际高尔夫球场中，可以尽情挥动球杆，感受
自然的淳朴气息和运动的乐趣；亦可跟随心灵的
指引，让生活在缓坡起伏的绿色中生根繁衍，享
受人生的优雅和美好。  
 
 
这里还是世界锦标赛——“汇丰冠军赛”的诞生
地，该赛事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届。2009年此赛事
升级为世锦赛，2013年赛事纳入美国高尔夫职业
巡回赛赛程。 
 
 
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所承办的世锦赛-汇丰冠
军赛更让佘山高尔夫为世界所瞩目，不仅推动了
高尔夫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为提升城市形象、
促进区域发展做出了贡献。 
 



奥特莱斯 (8公里)  

距离酒店仅15分钟车程。两个奥特莱斯购
物中心坐落在G50高速赵巷出口。米格天
地和奥特莱斯两个购物中心总计约有400
多个品牌。 



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由商务
部和上海市政府建造，总建筑
面积147万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127万平方米，是世界上
面积最大的单一建筑和会展综
合体。会展中心位于上海虹桥
商务区核心区域，距离虹桥交
通枢纽仅1.5公里，通过地铁
和高铁虹桥站同虹桥机场密切
相连。周边公路网络四通八达，
可在两小时内到达长三角的主
要城市。 

国家会展中心（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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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 
Guest Room 

酒店共有325间客房，平均面积达55平方米以上，宽敞异常，每间客房都
设有落地观景窗和独立观景阳台，可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现代化的五星
级酒店豪华设施一应俱全，房内配备有43英寸液晶电视、无线宽带、电子
智能闹钟，豪华的浴室配有独立的热带雨林式淋浴房和浴缸，是您休闲放
松的理想选择。 



美食荟萃 

荟聚西餐厅 
选择室内或者是可以欣赏湖景
的室外区域，享受各种各样欧
洲或亚洲风味的美食，一切尽

在新食谱。 

御珍轩中餐厅 
中餐厅位于酒店的顶层，置身于其
中的您不仅可以享受到经典的粤菜
和本邦菜，上海顶级度假胜地佘山
国家森林公园和月湖的美景更能180

度地尽收眼底。 

天际大堂吧 
安静宽敞的大堂吧，慵懒的下
午茶，让您多一个理由偷得浮

生半日闲。 

 

炫丽吧 
在设计独特的圆形酒吧中，
可欣赏到酒店人工湖和沙滩
的全景视野，在小憩啜饮的
同时，让心情沉浸在阳光、

空气和山景中。 

经典卓越的餐饮选择  



挑高6.4米的1770平米无立柱式大宴会厅，最多可同时容纳1800人举行
会议或是1000人享用晚宴。全新的地毯、灯光及高清LED屏幕，帮助客
人打造难忘的会议、宴会体验。 



17m 

52m 

34m 

17m 18m 



历经半年投资超千万的茂御厅于2016年10月正式启用，豪华的水晶吊灯，鲜
艳的定制地毯，一流的会议设施，为顾客提供又一绝佳会议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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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榭毗邻户外泳池，拥有独立的VIP休息室及烹饪间，拥抱湖光山色，
是一个适合各类聚会及婚宴的独特场所，草坪婚礼、湖畔婚礼、小

型活动，丽榭均能为客人营造耳目一新的空间体验。 



22.5m 

6.8m 

6.2m 6.8m 

22.5m 

VIP Room 

VIP室 

Wash Room 

洗手间 

配电间 

28m 





自然风光，私家花园 

酒店内种植有上百种植物 
雪松、木兰、樟脑、水杉、金合欢柳树、银杏、山茶、莲花、
竹………… 



 亲子酒店 

酒店软硬齐全的设施设备使酒店成为上海
亲子酒店的头号招牌，是全家人携子出游
的绝佳之地。 

 

 酒店室内有儿童俱乐部，室外有游乐区
和儿童泳池。还有为儿童特别设置的梦幻
儿童房，配有全民皆爱的动画偶像及可供
亲子互动儿童娱乐设施，以及全套宝宝专
属用品。 



开心微农场 

酒店内的有机微农场让孩子们提供贴近小动物、亲近自然。妙趣
横生的农场活动也备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 











为您量身定制主题茶歇，为您的会议增添难忘的回忆 



“缘舍”礼堂还原法式浪漫，建筑为西式教堂风格，外部古朴典雅，内部唯美浪漫。婚礼堂依山傍水，四周
绿树成荫，与周围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是新人举行婚礼仪式或举办各类社交活动的理想首选之地，
也是热门影视剧钟爱的取景之处。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