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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菲律宾酒店服务业首次晋级世界顶尖行列 
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成功入选享誉盛名的《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级名单 

 

2017 年 2 月 27 日——自 1958 年创立以来，《福布斯旅游指南》一直堪称全球奢侈旅

游业界的权威。近日，《福布斯旅游指南》公布了 2017 年全球星级名单，而马尼拉在

60 年来首次当选。 

 

《福布斯旅游指南》被公认为酒店服务业的奥林匹克赛会，它是举世称誉的颁奖机构，

为全球高档豪华的酒店、餐厅和水疗中心提供评级。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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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荣获万众瞩目五星级评定——被认证为“品质卓越的标志性酒店，代表精益求精的

服务以及质量一流的设施”。 

 

《福布斯旅游指南》根据 800 项环球审核标准进行准确且客观的评级。评审员一律匿

名参与，“采取专有算法评定，其中服务品质占评分的 75%，设施配备占 25%”，审

核水平属行业内最严谨。根据《福布斯旅游指南》，仅有全球酒店中的翘楚能够获评

五星级别。 

《福布斯旅游指南》总裁 Gerard J. Inzerillo 表示：“我们很高兴为 2017 年的星级企业

给予认可，他们诠释了酒店、餐厅和水疗中心的最佳实务，弘扬了服务为本的企业文

化。” 

Inzerillo 说：“网络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对于渴望做出知情决策的旅客来说，《福布斯

旅游指南》为他们提供了最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获评星级的酒店网罗了《福布斯旅

游指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并最具全球视野的酒店集團，它们彰显了酒店业出类拔萃

的服务水平，体现了我们为国际旅游业以及酒店体验做出积极贡献的使命。我们在此

向每家获得星级认可的酒店集团表示衷心的祝贺。” 

 

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的总经理、2016 年东盟地区年度总经理大奖的获奖者

Frank Reichenbach 回应说：“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马哥孛罗富现代感而又不失热情好

客的经营之道。来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的宾客希望在喧嚣都市中寻得一片绿

洲，享受一流的入住体验，同时品味闻名遐迩的美食，我们致力为每位宾客打造出色

的服务品质。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向顾客承诺最佳的酒店体验。此次星级评

定是对我们勤恳工作与热情服务的认可。”  

 

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如今昂然迈入第三年，发展宏图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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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enbach 先生补充道：“能凝聚团队的力量，齐心协力将酒店的服务水平提升至长

期符合《福布斯旅游指南》的五星级标准，这番成绩对我们来说意义深远。我们也很

欣慰能够凭借一腔热情和不懈付出，与行内其他更大型的酒店集团并驾齐驱。” 

 

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矗立于奥迪加斯繁华的商业中心，拥有 316 个配备完善

的客房与套房，贵宾楼层设施及各种礼遇，以及无可比拟、面挂微笑的服务，因此获

得国际间的广泛认可。这项殊荣为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马哥孛罗企业品牌

以及菲律宾整个酒店服务行业树立了重大的里程碑。  

 

Reichenbach 先生说：“作为马尼拉有史以来获评五星级的两家酒店之一，此项殊荣对

于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马哥孛罗酒店集团以及马尼拉乃至菲律宾的酒店服务业来

说都是至高的荣耀。这无疑将提升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为宾客提供的至尊服务标准，

我们也将继续在服务与设施方面满足并超越顾客的期望。《福布斯旅游指南》的五星

评级定将推动酒店业务发展，为我们赢得营销优势，并于酒店运营的各个层面产生积

极影响。”  

 

有关更多详情请致电(632) 720 7777，或通过 www.marcopolohotels.com 网上预订，或电

邮 manila@marcopolohotels.com，亦可访问 facebook.com/MarcoPoloOrtigasManila，或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关注 @MarcoPoloManila。 

 

关 于 《 福 布 斯 旅 游 指 南 》 审 查 及 评 定 酒 店 的 详 细 流 程 ， 请 访 问

www.forbestravelguide.com/about/ratings。 

 

关注《福布斯旅游指南》：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ForbesTravelGuide 

Twitter：www.twitter.com/ForbesInspector  

Facebook：www.facebook.com/ForbesTravelGuid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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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       

c/o 罗启瑜小姐  

助理品牌推广总监 

马哥孛罗酒店集团 

香港海港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5 楼 

电话 : (852) 2118-7269 

传真 : (852 ) 2118-7388 

电邮地址 : jlo@marcopolo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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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关于《福布斯旅游指南》 
《福布斯旅游指南》首创举世闻名的五星评级制度，自 1958 年创办以来，一直为旅游业界提供最全面的酒店、餐

厅及水疗中心评级和评语，其专业匿名评审队伍会依据多达 800 条严谨而客观的标准，于 44 国 162 个地点评鉴设施

的服务水平。对于全球高级旅游业来说，《福布斯旅游指南》就是服务质素的金牌标准。有关《福布斯旅游指南》

的详细数据，请浏览 www.forbestravelguide.com。 
 
关于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 
 
随着马尼拉奥迪加斯马哥孛罗酒店的开幕，奥迪加斯的天空轮廓在平静的二十年后终于迎来崭新变化。 
 
酒店座落于活力四射、发展极蓬勃的商业地段，是菲律宾首栋专门建造的五星级酒店，为莅临的贵宾提供 316 间宽

敞、舒适而华丽的客房及套房，当中包括两层贵宾楼层，为贵客提供无可比拟的至尊豪华享受。马尼拉奥迪加斯马

哥孛罗酒店获誉为奥迪加斯最美丽的酒店，也是全球最优秀的马哥孛罗酒店之一，其贵宾楼层雅座让所有希望享受

最高级豪华待遇的贵客如愿以偿。 
 
在尖端设计和优秀规划下，酒店是菲律宾首家设有商务专用及康乐专用空中楼层的酒店。贵客可乘搭高速升降机直

达专用楼层，层内特设多项豪华设施，包括提供全面水疗护理服务的 Flow 健康中心、室内无边际泳池、备有完善

器材的健身中心，25 楼更专设菲律宾首个空中雅座，让贵宾俯瞰最优美的市区景致。 
 
酒店更设立四家专门食府，贵客可任君选择，体验马尼拉最顶尖的美酒佳肴——Cucina 餐厅不但全日开放，更提供

厨艺表演；新式中菜馆 Lung Hin（龙轩）为传统正宗粤菜添上清新现代风味；氛围轻松的 Café Pronto 提供多种特色

咖啡、特种茶及新鲜烘焙食品，兼设堂食及外卖服务；最后还有开创先河的空中酒吧及雅座 VU’s，雄踞酒店顶层

45 楼，在沁人心脾的美景中，为贵客提供中东美食、招牌鸡尾酒、红酒、香槟等美馔。 
 
其他设施方面，酒店的马哥孛罗宴会厅可容纳 600 位嘉宾，以举办大型社交活动及企业会议；八个活动会议室设备

先进，可容纳 250 位嘉宾；全酒店更提供免费高速 Wi-Fi 上网服务，商务客户及旅客无论工作及玩乐都得心应手，

生活平衡毫无难度。 
 
详情请浏览 www.marcopolohotels.com 
 
关于「马哥孛罗酒店集团」 
马哥孛罗酒店集团是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分公司，目前拥有及管理 14 间遍及香港、中国及菲律宾的全

方位高级酒店，集团已宣布除了 4 间尼依格罗酒店同时也有 1 间马哥孛罗酒店正在发展，把集团的酒店数目増加到

19 间。凭借酒店享负盛名的优越服务及对本土文化的深厚认识和拥护，马哥孛罗酒店集团被誉为区内首屈一指的酒

店品牌，广受商务及休闲旅客赞誉。品牌以著名旅行探险家、商人及文化鉴赏家马可孛罗先生而命名，秉持「探索

‧体验」的风格，为旅客创造尊贵独特的住宿体验。 

如欲查阅马哥孛罗酒店集团更多资料，请登入 marcopolohotels.com 

 

关于「全球酒店联盟」 
全球酒店联盟（GHA）成立于 2004 年，基于航空联盟的模式创立，是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独立酒店品牌联盟组

织。通过共享的技术平台，GHA 为旗下酒店提高收益，节约成本，并实行囊括多家品牌酒店的会员优惠项目——探

索之旅（DISCOVERY），现已拥有逾 6 百万会员。GHA 的旗下品牌包括 30 个品牌，550 多家高档豪华酒店，覆盖

76 个国家，共计 11 万间客房。详情请见：gh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