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
第 六 届 年 度 TTG China 旅 游 大 奖 揭 晓 59 家 大 中 华 区 最 佳 旅 游 机 构
2013 年 4 月 19 日于上海–第六届年度 TTG China 旅游大奖颁奖典礼暨晚宴的成功举行，
宣布了历时 3 个月的评选活动圆满落幕，共有 59 家大中华区最佳旅游机构凭借其去年
的突出成绩摘得桂冠。
这 59 家获奖机构由 38，000 张有效选票选出，参与投票的均为旅游业业内人士，如旅
行顾问、旅行社和景点管理公司，投票人通过 TTG China 和 TTG-BTmice China 的网上
投票以及填写表格的方式为其心仪的机构进行投票。
今年有 20 家机构是首次获得 TTG China 旅游大奖，其中包括美国航空公司（运营中国
航线的最佳美洲航空公司）。另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佳中国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
公司（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亚洲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欧洲
航空公司）等亦蝉联各奖项。
在度假酒店类别中，杭州悦榕庄荣获中国最佳度假酒店奖，长白山假日酒店度假村赢得
中国最佳新开业度假酒店奖，这标志着长白山地区在 TTG China 旅游大奖中崭露头角。
成都市则在激烈的角逐中力挫群雄，首次获得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奖。
“正是中国旅游业总体上呈现出的丰富多彩和蓬勃生机，使得其成为现今业内的佼佼
者，”TTG Asia Media 行政总裁黄汉明先生说道，“看到像成都和长白山这样的旅游目的
地，发展的如此迅速，着实令人欣喜”。
虽然成都已逐渐成为会展行业青睐的城市，但第六届的中国最佳商旅-会展城市奖依旧
花落上海。在驻华外国机构中，澳大利亚旅游局因专注推广会展服务，荣获在华推广宣
传商旅-会奖旅游的最佳外国国家旅游机构奖，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则获得中
国最佳旅游机构奖。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金隅喜来登酒店和深圳瑞吉酒店作为去年最佳新开业酒店奖的获得
者，今年再创佳绩，分别荣获北京最佳商务酒店奖和深圳最佳豪华酒店奖。此外，获得
最佳新开业酒店奖的还包括上海衡山路十二号豪华精选酒店（上海最佳新开业酒店）和
香港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香港最佳新开业酒店）。
本年度颁奖盛典见证了 7 家蝉联数届（自 2008 年 TTG China 旅游大奖创办以来）的获
奖机构，它们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上海市、雅诗阁国际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澳门假日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毫无疑问，这些机构在旅游业中应是首屈一指的，能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连续数
年名列前茅绝非易事。” 黄先生如此评价。
TTG China 旅游大奖是 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的一项评选活动，由 TTG China 主
办,每年一次的颁奖典礼与中国奖励旅游及大会博览会(IT&CM China)同时在上海举行。
2014 年 TTG China 旅游大奖的评选活动将在 2014 年 1 月拉开帷幕。
欲获取更多有关 TTG China 旅游大奖的资讯，请登陆
www.ttgchina.com/ttg-awards
2013 年全部获奖名单请参考附件 A。
TTG China 旅 游 大 奖 简 介
自 2008 年创建以来，TTG China 旅游大奖对大中华区旅游业的最佳机构进行嘉奖。每
年获此殊荣的旅游机构涵盖了本区域内的航空公司、酒店和度假村、酒店式公寓和旅行
社。
这项 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的评选活动由 TTG China 主办，TTG-BTmice China、
TTG Asia、TTG India 和 TTGmice 协办。

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简 介
TTG Asia Media 旗下的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集团成立于 1974 年，业已成为亚太地区
旅游出版物的领导者。其方便快捷的综合印刷读物与电子读物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休
闲服务、豪华旅游、商务旅行以及会展行业，为业内读者、决策者、有影响力的人物和
专业人士搭建了绝佳的沟通平台。公司的出版物广受欢迎，已成为业界首选的读物，广
告商也将其视为市场营销的有效途径。随着其电子读物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的读者都
能在网上一睹为快。公司主要出版物包括 TTG Asia、TTG Asia Luxury、TTG China、TTG
India、TTGmice 和 TTG-BTmice China。
TTG Asia Media 简 介
1974 年成立以来，TTG Asia Media 一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业媒体。它涉及
的领域包括休闲服务、豪华旅游、商务旅行以及会展行业。TTG Asia Media 通过旗下三
个业务集团，出版区域内旅游业知名的系列刊物、新加坡地图与旅行指南以及组织国际
旅游业会展活动。
www.ttgasia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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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奖项名称
航空公司奖
1. 最佳中国航空公司
2. 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亚洲航空公司
3. 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欧洲航空公司
4. 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5. 运营中国航线的最佳中东航空公司

2013 年 获 奖 名 单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
卡塔尔航空公司

旅行社奖
6. 中国最佳旅行社
7. 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8. 中国最佳商旅-会展城市
9. 服务于中国的最佳邮轮公司
10. 中国最佳主题乐园
11. 中国最佳旅游机构
12. 在华最佳海外国家旅游机构(会议商务推广)

中国国际旅行社
成都
上海
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
香港迪士尼乐园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澳大利亚旅游局

连锁酒店奖
13. 大中华地区最佳国际连锁酒店
14. 大中华地区最佳本地连锁酒店
15. 大中华地区最佳豪华品牌酒店
16. 大中华地区最佳中档品牌酒店
17. 大中华地区最佳经济型酒店

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
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宜必思酒店

度假酒店奖
18. 中国最佳度假酒店
19. 中国最佳新开业度假酒店
20. 中国最佳 Spa 度假酒店

杭州悦榕庄
长白山万达假日度假酒店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其它酒店奖
21. 中国最佳精品酒店
22.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
广州长隆酒店

酒店式公寓奖
23.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运营商

雅诗阁国际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独立型酒店奖
最佳豪华酒店
24. 北京最佳豪华酒店
25. 上海最佳豪华酒店
26. 广州最佳豪华酒店
27. 深圳最佳豪华酒店
28. 香港最佳豪华酒店

北京国贸大酒店
上海半岛酒店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深圳瑞吉酒店
香港文华东方酒店

29. 澳门最佳豪华酒店

澳门君悦酒店

最佳中档酒店
30. 北京最佳中档酒店
31. 上海最佳中档酒店
32. 广州最佳中档酒店
33. 深圳最佳中档酒店
34. 香港最佳中档酒店
35. 澳门最佳中档酒店

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
上海西藏大厦万怡酒店
广州十甫假日酒店
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
香港 8 度海逸酒店
澳门假日酒店

最佳商务酒店
36. 北京最佳商务酒店
37. 上海最佳商务酒店
38. 广州最佳商务酒店
39. 深圳最佳商务酒店
40. 香港最佳商务酒店
41. 澳门最佳商务酒店

北京金隅喜来登酒店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澳门美高梅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2. 北京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3. 上海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4. 广州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5. 深圳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6. 香港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47. 澳门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
香港君悦酒店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最佳新开业酒店
48. 北京最佳新开业酒店
49. 上海最佳新开业酒店
50. 广州最佳新开业酒店
51. 深圳最佳新开业酒店
52. 香港最佳新开业酒店
53. 澳门最佳新开业酒店

北京东隅
上海衡山路十二号豪华精选酒店
广州四季酒店
深圳东海郎廷酒店
香港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
澳门康莱德酒店

中国其它地区酒店奖
54. 东北地区最佳酒店
55. 华北地区最佳酒店
56. 西北地区最佳酒店
57. 华东地区最佳酒店
58. 华南地区最佳酒店
59. 西南地区最佳酒店

大连康莱德酒店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豪华精选酒店
西安人民广场索菲特大酒店
厦门艾美酒店
佛山保利洲际酒店
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