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dhorn Midtown，具備 国际思维 的泰国亲切品牌 

 

在曼谷的心脏地带 

曼谷，一个融合了艺术和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Sindhorn Midtown 座落在 Langsuan 附近，处于绿荫静谧和喧嚣

的巷道之间，附近是日常生活、公司办公室和娱乐地段，无论前往 Sukhumvit 和 Silom 都十分方便。仅需步行五

分钟即可抵达是隆和拉差丹利轻轨站。您亦可以在短时间内步行到七隆中央和隆比尼公园。乘坐嘟嘟车，亦可抵

达曼谷四面佛、曼谷水门市场与中央世界商业中心。在这里您可尽情休闲放松，闲逛，与城市同步。Sindhorn 

Midtown 是您在曼谷度假的安乐窝。 

 

在舒适的安乐窝 

设计线条流畅，震撼的本地艺术，具有当代风格的潮流空间。Sindhorn Midtown 楼高 31 层 ，提供 344 间具有泰

国特色的精致客房和套房。 

 

房间类别: 

• 153 都市优质房 (33 平方米)  

• 99 高层优质房 (33 平方米) 

• 30 天际豪华房 (33 平方米) 

• 20 间一卧室套房 (40 平方米)  

• 5 间一卧室天空套房 (40 平方米) 

• 12 间两卧室套房 (54 平方米) 

• 20 间两卧室转角套房 (72 平方米) 

• 5 间两卧室转角天空套房 (72 平方米) 

 

详细设备: 

• 特大号床或两张单人床 

• 连接与相连通客房 

• 空气净化器 

• 49 英寸智能 LED 电视，可以选择本地和国际频道 

• 方便的充电电缆和通用插头，例如 USB 插座 

• 酒店范围内的免费 Wi-Fi 互联网接入 

• 免费迎宾迷你吧 

• 免费的咖啡和茶冲泡设施 

• 根据要求选择洗浴设施 

• 设备齐全的小厨房，包括微波炉，抽油烟机，电磁感应器, 洗涤槽，，冰箱，餐具以及洗衣机 和烘干机（在

25 至 29 楼的套房中提供） 

 

 

 

 

在服务式住宅内 

简约风格，简单的高端技术，轻松舒适。Sindhorn Midtown 有六层楼高可容纳 49 个单位的私人服务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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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类别： 

• 34 间 套房（32-40 平方米） 

• 15 间单卧室套房（40-50 平方米） 

 

详细设备 

• 特大号床 

• 智能 LED 电视，可以选择本地和国际频道 

• 空气净化器 

• 设备齐全的小厨房，包括微波炉，抽油烟机，电磁感应，洗涤槽       ，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 

• 共享公共区域的私家花园 

• 租客的停车场 

• 全住宅范围的免费 Wi-Fi 互联网访问 

 

 

食品和设施 

 

Tr.EAT by Saneh Jaan 
一家随和的现代化泰国餐厅，提供您休闲的进餐环境，仅位於曼谷新浩中央酒店大堂上方。 

我们提供一分钟的服务，通过当地原料讲述故事并且价格实惠。在我们这位於 Langsuan 的餐厅，您可以品尝到兼

具综合风味与正宗地道的泰国美味佳肴。 

营业时间：每天； 上午 11 点至下午 2 点 （午餐）及 下午 5 点至晚上 9 点 （晚餐） 

座位数：150 个座位 

  

伦巴 

拥有种类繁多的朗姆酒酒吧，是经典和创意的混合，你可在环境舒适的大堂沙发上休息品嚐。Rhumba 将手工调

制的鸡尾酒与甜蜜的节拍和便餐相结合，从亚洲到西方的小点心都能滿足你。 

营业时间：星期日-星期四，下午 2 点至晚上 10 点， 星期五-星期六， 下午 2 点至晚上 11 点 

座位数：酒吧柜台 6 个座位，休息室 31 个座位 

 

地平线池 

天际线景观，闪烁的池水，精致的 啜饮 。Horizon Pool 让您沉醉于精选鸡尾酒和亚洲风味小点心中，同时在 18 层

高的阳光下欣赏曼谷的城市风光。 

营业时间：游泳池，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 泳池酒吧上午 9 点至晚上 9 点 

座位数：酒吧柜台 9 个座位，就餐区 10 个座位 

 

健身中心 

24 小时开放。在 19 楼拥有高空景观，落地窗更可透入自然阳光。Sindhorn Midtown 的健身中心将为您提供 Life 

Fitness 的所有最新健身器材，让您保持健美。18 楼还有两个桑拿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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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活动空间 

拥有无支柱的场地、先进的技术和会议设施。 会议中的餐饮服务以助保持创造力。 Sindhorn Midtown 的会议空

间拥有充足的自然阳光和简约的设计，使其可以用于从商务会议到私人聚会的任何场合。 

  
  
资料盒 

地址: 68 Langsuan Road, 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电话: +66 2 796 8888  

电传: +66 2 796 8889  

邮件: commercial@sindhornmidtown.com  

网址: sindhornmidtown.com   

总经理: Jee Hoong Tan  

酒店经理: Nawin Pakwattanakarn  

销售和市场总监: Nicha Ruenthip  

营销传播经理: Noppawan Sirinoppakun 

所属公司: Siam Sindhorn Co., Ltd.   

 
 

房室 平方米 

  容量 (位)   

   戏院 讲堂 会议室 开会 宴会 鸡尾酒会 

Midtown 一 44 36 20 18 16 20 45 

Midtown 二 36 24 12 10 12 10 25 

Midtown 三 30 27 12 10 12 10 25 

Midtown 

(二跟三并一起） 66 53 24 22 24 30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