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llerstr. 1a
6300 Zug
中部瑞士中部瑞士
电话:
传真:
网站:

E-mail:

从:
房间总数:
开放整年:

住房住房: 14.00

+41(0)41 747 28 28
+41(0)41 741 45 23
www.hotelzug.ch

email@swisshotel-zug.ch

100.00 CHF
50
号请注意我们的季节

退房退房: 11.00

酒店酒店简简介介

小，但聪明的商务酒店，由家庭布鲁尼尔坐落附近
的公路苏黎世卢塞恩之间湛和楚格。 酒店的好处
一个美景的湖楚格，自由的W - LAN与附近的最重
要的商业和工业领域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首页 或者
ghix.com

Pet friendly 会议型酒店
假日/短期 商务
城市酒店 家庭饭店
山/高山 骑自行车的酒店

酒店型酒店型态态

接受付款方式接受付款方式

语语言言

Deutsch, English, Français, Italiano 早餐 内含

酒店餐酒店餐饮饮

地地图图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首页 或者 ghix.com

开开车车

参观我们的内部餐厅，让你自己被宠坏了。在瑞
士的小酒馆，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区域性和季节性
和厨房，当然还有典型的像原来的瑞士奶酪火锅
的瑞士菜肴。开始的日子，我们丰盛的自助早餐，
享受冷热食品和饮料可供选择。我们具有吸引力
的四道菜的午餐自助餐享受与我们的客人们的
欢迎。我们高兴地欢迎你从周一到周五的欢迎。
从我们的选择中，挑选您的核心内容，并决定为
自己是你的午休时间有多长。如果取消预订酒店
将收取一晚。如果太迟取消预订或没出现，第一
个晚上berechnet.Mehrwertsteuer和旅游计
税价格。服务费包括在内。无线互联网在酒店各
处提供是免费的。

搭乘大众运搭乘大众运输输

参观我们的内部餐厅，让你自己被宠坏了。在瑞士
的小酒馆，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区域性和季节性和
厨房，当然还有典型的像原来的瑞士奶酪火锅的
瑞士菜肴。开始的日子，我们丰盛的自助早餐，享
受冷热食品和饮料可供选择。我们具有吸引力的
四道菜的午餐自助餐享受与我们的客人们的欢迎
。我们高兴地欢迎你从周一到周五的欢迎。从我们
的选择中，挑选您的核心内容，并决定为自己是你
的午休时间有多长。如果取消预订酒店将收取
一晚。如果太迟取消预订或没出现，第一个晚
上berechnet.Mehrwertsteuer和旅游计税价格
。服务费包括在内。无线互联网在酒店各处提供是
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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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资讯联络资讯

Swisshotel Zug*** 

一般一般资讯资讯

如何到那里如何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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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Bistro 休息室
会议室 停车
允许宠物 商务中心
大厅网际网路 客房服务
无线网路 残障设备
洗衣服务 电梯
直接拨入电话 直接拨出电话
自助餐厅/咖啡厅 酒吧
餐厅

酒店酒店设设施施

Bath Bath or Shower
Bathrobe Seating Area
Smoke detector Wake-up Service
Windows to open Work Desk
传真 保险柜
卫星电视 吹风机
咖啡/茶壶 提供网际网路
收音机和闹钟 无线
有线/卫星电视 浴室
电视机 电话
禁菸 迷你酒吧

房房间设备间设备

乡镇, around Swisshotel Zug
古城镇, 2.5 公里, Zug (Historical center 14th/15th Century)
大众运输, Bus Stop
展览馆, 1.5 公里, Zuger Messe/ Messegelände Stierenmarkt
Zug
市中心, 2 公里, Zug (inkl. Altstadt) 市区, 2 公里, Zug
有趣的事物, 35 公里, Mount Titlis, Engelberg, Lucerne,
Centralswitzerl.
机场, 40 公里, Zuri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港口, 2 公里, Zug 湖边, 0.4 公里, Lake of Zug
火车站, 0.2 公里, Bahnhof Zug-Chollermüli (SBB-Stadtbahn
S1)
脚踏车路径, around Swisshotel Zug
郊外, 3 公里, Baar, Cham, Steinhausen, Hünenberg,
Rotkreuz
高速公路, 1.5 公里, A4 a Exit Zug West

酒店的位置酒店的位置

Wellness 室外网球场, Tennisclub Zug 6 courts
徒步旅行 按摩 桑拿浴, Fitness Park Zug
海边, Zuger See, ca. 450 m vom Hotel weg 温泉
游泳池, Fitness Park Zug 租车, major Car Rentals
自行车, E-Bike Vermietungsstation im Hotel
赌场, Casino Lucerne 钓鱼
高尔夫, Hünenberg Ennetsee

休閒服休閒服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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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施施

距离及距离及设设施施

评论评论
参观我们的内部餐厅，让你自己被宠坏了。在瑞士的小酒馆，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区域性和季节性和厨房，当然还有典型的像原来的瑞士奶酪火锅的瑞士菜肴。
开始的日子，我们丰盛的自助早餐，享受冷热食品和饮料可供选择。我们具有吸引力的四道菜的午餐自助餐享受与我们的客人们的欢迎。我们高兴地欢迎你
从周一到周五的欢迎。从我们的选择中，挑选您的核心内容，并决定为自己是你的午休时间有多长。如果取消预订酒店将收取一晚。如果太迟取消预订或没
出现，第一个晚上berechnet.Mehrwertsteuer和旅游计税价格。服务费包括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首页 或者 gh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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