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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曼谷 沙通 - 格兰酒店 沙通 曼谷 
 

             曼谷 沙通 依思丁-格兰酒店位于曼谷市中心的沙通路上，地理位置

四通八达，与轻轨BTS苏拉沙（Surasak）站相连，能直接进入酒店。此外

，酒店距离湄南河，以及具有曼谷特色的旅游胜地和著名景点不过几分钟

的路程而已，所以不论是来工作还是休息放松身心，依思丁-格兰酒店都是

个首选。 

        酒店总高32层，共有 390间客房，每一间客房的设计都非常现代化，

处处显得大方豪华，客房空间的利用都力求尽量符合新一代游客的生活方

式。整体设计强调了高高的天花板和整面的落地窗，顾客随时能尽情欣赏

曼谷全市的美景。 

开业时间 : 2012年5月 

 

位置 

 

: 酒店位于沙通路，这是曼谷的贸易经济中心，酒店

还靠近高速路，所以无论到任何地方都极为方便，

例如从酒店到素万那普机场只需45分钟。 

在市区的交通也很便利，可乘坐与酒店相连的BTS轻

轨（苏拉沙站）出行 

 

地址 : 
33/1 沙通南路 洋纳哇 沙通区 曼谷   10120 

电话 02 210 8100 传真：02 210 8199 

 

邮箱 
: rsvn@eastingrandsathorn.com  

adosc@eastingrandsathorn.com 
 

网页 
: www.eastingrandsatho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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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标准客房和套房共390间，计开 

高级大床房（32平方米以上） 

以现代的设计感来迎合新时代的生活方式，空间的设计合理，并包含了适于休息的各

种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咖啡和茶、室内娱乐服务和经过精心

挑选的有限电视节目，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求等等。 

高级大床风景房（32平方米以上）  

这部分房间在高层，以现代的设计感来承接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和节奏，空间的设计合理

，并包含了适于休息的各种舒服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咖啡和

茶、室内娱乐服务和经过精心挑选的各种电视节目，保证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

需求等等。 

高级行政大床风景房（32平方米以上）  

在30-32行政楼层，客房内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

咖啡和茶、室内娱乐服务和经过精心挑选的各种电视节目，务使每一位顾客的需求

能得到充分满足，包括享受行政酒廊的权限。 

豪华行政房（43平方米以上） 

每间豪华行政房都在转角处，客房内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

直拨电话、咖啡和茶、室内娱乐服务和经过精心挑选的各种电视节目，完全能满足每

一位顾客的需求。包括享受行政酒廊的权限。 

豪华顶级客房（48平方米以上） 

每间豪华顶级客房都安排在角落，房间面积宽阔，让顾客享受私人空间。客房内提供各

种服务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咖啡和茶、室内娱乐服务和经过

精心挑选的各种电视节目，保证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包括享受行政酒廊的权限

。 

精致套房（76平方米） 

精致套房加大了房间面积，为顾客增加了舒适感，房间豪华通爽，包括卧室和客厅。

客房内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如LCD液晶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咖啡和茶、室内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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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服务和经过精心挑选的各种电视节目，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包括享受行政酒

廊的权限。 

房内一般服务设施 

● 空调 

● 直拨电话 

● 迷你吧 

● 含本地和国外有线电视节目的LCD液晶电视 

● 保险箱 

● 无线网 

● 热水壶 

● 吹风机 

● 熨斗和熨衣板（根据需要） 

● 房内科技娱乐 
 

增值服务 

● 专门方便一家人的 “家庭层” 

● 酒店内各处都有免费无线网络为各位顾客服务 

● 便宜的洗衣服务费 

● 开到上午11:30的早餐服务 

其他服务 

● 24小时客房服务 

● 外币兑换 

● 宴会厅和会议室 

● 游泳池 
● 健身中心 

● 保险箱 

● 洗熨和干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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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轿车出租服务 

● 邮政和包裹服务 

● 商务中心 

● 医务应召服务（24小时） 

● 婴儿托管和婴儿床服务 

● 超过200个的停车位 

● 导游服务 

● 每日报纸 
 

行政楼层的特权 

对于入住各个等级行政客房的客人，设有例如很私人的入住登记和退房服

务，每天有早餐、零食，晚上有鸡尾酒提供，在32层的行政酒廊里还有小

型会议室。 

  

餐厅和酒吧 

酒店提供4处风格不同的餐厅和酒吧服务, 贵客可随意选择不同的地方就餐

，从而体验情调各异的饮宴气氛。 

 
玻璃房餐厅  

酒店第5层全天候提供东方菜和西餐。您可以选择自助餐或点餐的方式来品

尝美食，同时还可以品尝各种饮料、鸡尾酒和葡萄酒。超现代化的设计，

开放式的厨房，让您有机会目睹厨师们制作食物的整个过程， 

民主厨中式餐厅  

酒店第3层，在现代中式餐厅的氛围里，您可以品尝到用上等食材烹调的正

宗中国菜。您来这里方便得很，因为它和轻轨相连，走出车厢就能直通餐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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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冰鸡尾酒吧  

碎冰鸡尾酒吧、酒廊，全天候提供适口的饮品和美味的零食，无论是早上

的咖啡，下午茶、啤酒和晚上的鸡尾酒，只要一杯在手，您就能在轻松友

好的氛围下谈生意或聊天。 

 

行政酒廊  

酒店第32层。为入住行政客房的客人提供了特别的权利，例如很私密的入

住登记和退房服务，早餐、零食，晚上提供鸡尾酒，客人有权使用行政酒

廊里小型会议室等等。此外在高处把曼谷市全景尽收眼底，肯定是贵客难

以忘怀的满意享受。 

开放时间6:00-22:00  
 

游泳池  

露天游泳池在14层，您在游泳的同时还能游目骋怀，欣赏曼谷的蓝天、星

夜、周边景观。泳池边的迷你吧还为您提供小吃和饮料服务。 

 

吃货之梦 

本酒店的14楼实在是吃货的梦想餐厅。由于 Martin Blunos 米其林星级主

厨与其厨师人员使魔法而制做出各种各样的经典国际家庭自制餐，加上各

道菜的不同美味秘诀令人惊讶。菜色丰富，环境舒适，音乐顺耳。 

营业时间：09.00-24.00 
 

会议和讲座室  

酒店随时能承接各种宴会、会议和讲座。拥有先进齐全的科技设施，面积

超过1,800平方米，素拉沙宴会厅能容纳600位顾客，并且能将之分为3个房

间。此外还有7间会议室和2间董事会会议室，每一间房间都非常宽敞而舒

适，照明和通风良好。在第33层，也就是酒店的最高层，有4间会议室，在

那里贵客可以饱览曼谷风景。每一间房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房内还有各种齐

全的设施和现代科技设备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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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依思丁-格兰酒店 沙通 曼谷 

在BTS轻轨苏拉沙（surasak）站旁（第4出口） 

33/1 沙通南路 洋纳哇 沙通区 曼谷   1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