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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金：一诺千金 

源于拉丁文，蕴含创新之意的“NUO”品牌于2012年在北京天坛公园举行揭幕典礼，在祈年

殿庄严背景的衬托下正式亮相。其中文名“诺金”，取自“一诺千金”之意。诺金隶属于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作为“中国制造”的民族奢华酒店品牌领军者，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

汲取灵感，为宾客呈现现代中国的全新生活方式与风范。诺金中国瓶，作为品牌标识，象征

着富贵与好客，满盛着对璀璨未来的承诺。 

诺金以其中式、奢华、现代、绿色的四大核心理念，在各具特色的酒店品牌中彰显特色。根

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走国际化路，创民族品牌”的使命，诺金始终为实现酒

店业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着 。诺金品牌旗下的首家奢华旗舰酒店 — 北京诺金酒店于

2015年6月5日开业。除北京之外，诺金品牌将快速在中国扩散并走向世界。未来的每一家诺

金酒店都将根据当地历史文化背景打造不同主题和独特风格。每一个新的地点都将给予诺金

新的灵感，以崭新的视角去表达特定时代或地域的中国文化，弘扬国家文化瑰宝。  

诺金品牌所有酒店都将为宾客呈现至善至美的现代艺术并携手诺金旅行带来全方位的尊崇旅

行体验。作为诺金品牌重要的组成部分，诺金旅行由北京首都旅游集团创办，为全球诺金酒

店宾客提供现代化的私人订制礼宾旅行服务。随着国内旅行家的旅行经验日益丰富，对服务

标准的要求日益增长，创立一个真正的“中国制造”的五星级酒店品牌，提供“一站式”全

方位的旅行服务体验已势在必行。诺金酒店和诺金旅行是中国旅游产品国际化的最佳例证，

力求将中国文化精髓和现代服务理念完美融合，传达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宾客。 

诺金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却不拘泥于传统，将现代艺术气质发挥到极致。邀请国际久

负盛誉的艺术家曾梵志先生为北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誉艺术顾问，预示着中国现

代艺术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地位。北京诺金酒店即是以“现代明” 为设计理念的艺术文化奢华

酒店。现代明文化设计风格的客房及套房、特色茶亭、餐厅及酒吧、诺金水疗中心及永乐大

宴会厅等区域加上入口处陈列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系列作品的诺金艺术廊，诺金酒店真正做到

了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秉承着“绿色奢华”的经营理念，诺金已加入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 酒店低碳组织，

与业界精英一同制定全球酒店低碳标准。北京诺金酒店作为诺金品牌的“低碳智慧型酒店”

模版，在设计之初就按照美国绿色建筑评价认证体系（LEED）金级认证的要求施工，并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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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金级预认证。 

北京诺金酒店总经理卢毅俊先生表示，将带领其国际运营团队，为诺金酒店谱写“现代明”

篇章，创造独特的诺金旅行体验，将诺金品牌的独到生活方式带至世界各地。 

北京诺金酒店：酒店概述 

诺金品牌旗下首家五星级旗舰酒店—北京诺金酒店，将明代文人文化和现代艺术生活方式巧

妙结合，是中国传统经典与现代社会发展完美融合的作品，酒店内 “古为今用”主题风格贯

穿各处，设计细腻，风韵独特，推动了优雅尚古的艺术生活风潮。 

北京诺金酒店特有的艺术气质与时尚的地标性区域—798艺术区遥相呼应。酒店大堂、客

房、套房及餐饮场所内，均饰有国内艺术家精心巧制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由享誉国际的中

国艺术家曾梵志先生为酒店量身创作的四件艺术品。曾梵志先生享誉国际艺坛，作品往往探

讨个体的情感悸动和精神状况，不断挑战自我和突破，先后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医院》、

《面具》、《风景》等系列，具备勇于跨越既定彊界的野心和视野，创作涵盖油画、素描、

雕塑，为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及中国重要美术馆及私人藏家所收藏。曾先生此次出任北

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誉艺术顾问，以大型雕塑《乐山》及油画《风景2014》等恰

当布置于酒店大堂及不同的空间，与诺金携手重现中国传统文人“在艺术当中”的生活理想

和空间美学。 

作为现代艺术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北京诺金酒店的主要内部设计由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HBA）完成。酒店拥有 438 间客房及套房，设计灵感取自明朝文人文震亨《长

物志》的家居哲学理念。室内布局力求取得平衡与对称，落地窗设计，坐拥无限城市景观。

家具设施多以实木及皮革材质为主，点缀素雅的宝石色调配饰，给人以低调奢华的浪漫感

受。丝制图案背景墙与实木及大理石地板相得益彰，以现代手法华丽呈现明式住宅特色。客

房装饰设计形象首次取材于曾梵志近年创作的纸上作品《踏雪寻梅》、《山》、《枯树》，

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与艺术美学融入每一间客房，让宾客在享受现代化舒适场所的同时，

融入到宁静致远的意境中。 

 

所有客房都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配备有现代化设施设备：免费宽带和无线网络、纯平高清

电视、可支持蓝牙设备的Bose立体声扬声器、室内酒吧和Nespresso咖啡机、步入式衣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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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浴室和洗衣收送柜、高效空气净化系统和隔音设施、带有大型浴缸的大理石浴室、封闭

式玻璃淋浴区域和普洱精华客房订制洗浴用品，全方位确保旅行者的安全、舒适及效率。宾

客可24小时享受酒店管家服务、送餐服务和时尚生活礼宾服务，入住诺金行政客房及套房宾

客还可享用位于酒店25层的行政酒廊，尊享特别行政礼遇。 

秉承提供地道美食的承诺，北京诺金酒店采用诺金绿色生态农场食品原材料，由来自十个不

同国家的厨师团队在酒店六间餐厅及酒吧为宾客创作珍馐美味，包括禾家中餐厅、悦尚全日

制国际餐厅、畅熙创意日本料理、设有户外露台并供应炫酷鸡尾酒的欧吧时尚酒吧、悠乐坊

精品美食店以及酒店内富丽优雅、充满艺术气息的大堂吧。 

缘亭，诺金最显著标志之一，核心设计元素源于对明茶馆及茶道的现代诠释。其优雅的内

饰、精致的庭院和花园，将明代茶室风格与现代设计交相融合，唤起人们对传统茶文化的无

限感念。缘亭所供茗品均采自云南、安溪和武夷山地区的诺金专供茶园，包括专为诺金酒店

订制的稀有茶品。 

诺金健身中心是宾客运动放松的品质之选，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和25米室内恒温游泳池，能全

方位满足宾客的健身需求；及诺金水疗9间理疗室，都将为客人带来至臻完美的护理体验。 

由诺金旅行提供的至尊礼宾服务，可满足北京诺金酒店贵宾们的各项出行需求。极具标志性

的“中国制造”红旗轿车是接待国内外政要指定使用的高端轿车品牌，在经历多年以来的延

续和发展后再次实现民族品牌的复兴。 

为履行诺金酒店对“低碳绿色智慧型酒店”的承诺，北京诺金酒店楼体空气净化系统采用欧

洲标准化委员会认定的F8规格过滤器，高效过滤净化空气；酒店幕墙采用德国旭格系统，显

著减少了冷热能源的消耗；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极大降低了照明电耗。酒店秉持“绿色建筑”

模式，认真贯彻LEED（美国绿色建筑评价认证体系）金级认证标准，并已获得金级预认证。 

欢迎来到北京诺金酒店 — 始终如一的中华待客之道 

地理位置：酒店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北部的丽都商圈，邻近使馆区、798艺术区及望京高科技

商业园，与毗邻的A级诺金写字楼形成“绿色综合商业建筑群” —诺金中心。距离首都国际

机场仅20分钟车程，即将开放的地铁14号线高家园站与酒店近在咫尺，而位于同线路的将台

路站距离酒店步行仅10分钟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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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化灵感 

中国明朝有近300年的历史，在其兴盛时期，影响了全世界的贸易、文化、政治和经济。北

京诺金酒店的设计理念源自对明朝盛世繁华的现代演绎。新加坡设计事务所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HBA)首席设计师Ian Carr及其团队共数百人，潜心研究明代文人文化，环绕整体

艺术概念，历经近五年时间，精心打造出集奢华、优雅、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明”风格，

以创新的“古为今用”主题风格贯穿各处，赋予酒店细腻而现代的独特风韵。北京诺金酒店

是诺金之道首次正式对外亮相，将谱写“中国制造”奢华礼遇新篇章，在未来成为中国酒店

的全新标准。 

北京诺金酒店主色调选取了明代文人服饰最常使用的灰色和蓝色。经由法国朗涛国际设计调

整，选择出石砖灰和夜空蓝的对比色，并巧妙地添加少许皇家黄或温暖的金色，提升整体色

彩对比度，获得和谐而独到的视觉效果。 

贯穿北京诺金酒店的一个重要设计灵感，来源于明代文人墨客及历史名家留下的诗文墨宝和

智慧传奇—在酒店大堂品味张岱所钟爱之繁华；在客房体验文震亨清居之风雅，赏味文征明

温润之劲秀；在禾家中餐厅品鉴徐渭气势磅礴的书法画作，在缘亭茶室领悟朱权悉心茶道之

率性自然，在悦尚全日制国际餐厅感受郑和下西洋的传奇色彩。 

诺金艺术 

秉承对中国品质、中国性情、中国意识的坚守，诺金向享有声誉的中国艺术家曾梵志提出顾

问邀约。曾先生为诺金酒店的中国文化精髓及民族品牌信念所打动，出任诺金名誉艺术顾

问，为酒店创作了四件艺术作品，他的指导下团队也为诺金品牌建立了首个公司艺术收藏体

系。 

融合传统与当代 

曾梵志耗时两年时间，完成雕塑作品《乐山》。采用铸青铜材质镀银工艺，委托瑞士圣加伦

雕塑艺术工厂加工制作完成。高 5.03 米，宽 3.04 米，厚 1.49 米，重 2250 公斤，是迄今为

止艺术家为特定空间量身打造的最大型雕塑作品。 

铸青铜材质赋予作品以古韵，银质材料则体现当代感，雕塑边缘的圆融感则体现了中国人喜

爱把玩珍器后摩挲出的痕迹，也因而体现了岁月价值和艺术品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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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当代雕塑手法表现传统园林中太湖石的玲珑剔透，又以铜镀银材质体现如山般的巍峨

感。受曾梵志之邀，诺金品牌创始人段强先生为此艺术作品取名《乐山》，出自《论语·雍

也篇》中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将此作品置于酒店大堂，也取意明代文人张岱于

《快园记》中所提及的“开门见山”。 

油画作品《风景 2014》和两件《无题》则属于曾梵志 “抽象绘画”系列。 

在中国的艺术精神里，达到“心手合一”的自由是最高境界，曾梵志在这个系列里不断实验

着对自由的终极表达。 

在这个民族品牌中，客房装饰设计形象首次取材于曾梵志近年创作的纸上作品《踏雪寻

梅》、《山》、《枯树》，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与艺术美学融入每一间客房，让宾客在享

受现代化舒适场所的同时，融入到宁静致远的意境中。 

建立专业艺术收藏 

“艺术与生活应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不应区分领域，它是共通的。”曾梵志说，“与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的这次合作很愉快，通过北京诺金酒店这个载体，我希望体现对于美一贯以

来的追求。只有坚持生活的艺术，艺术才会真正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中。” 

 

在“艺术与生活紧密联系”的理念下，诺金品牌首次在酒店空间内建立了自己的艺术收藏体

系（collection），选择了宋易格、黄祺、汤伯华、帕斯卡尔· 马尔蒂那· 塔尤、马可鲁、

林菁、车飞、朱敬一、汤国、王刚、黄齐成 11 位中外艺术家的作品，贯穿于酒店各个公共和

私人空间，形态包括雕塑、装置、绘画，均以“传统和当代”为主题，以酒店为依托，为诺

金品牌建立起了第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艺术品收藏系列。同时，每一件艺术品均出具配

套展览手册（application book），保证艺术品装展、撤展、保养、使用皆有规范可依。 

此外，10座诺金专属艺术瓷瓶，高2.24米，优雅地立于酒店大堂内，错落有致，致意明朝景

德镇对中国陶瓷艺术的深远影响，独创的烧制技法已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瓶身所绘，

或俊秀山川清新自然，或小桥流水如诗如画， 或亭台楼阁悠然自得……阳光透过大堂冰裂纹

图案的玻璃天窗照射进来，令人恍若行走于画卷之中。 

紧邻大堂入口处，五个满月形拱门连成一排，借用古代园林中的景观建筑手法，既是酒店花

园和艺术画廊的入口处，又如画框般将花园及画廊的景色贯穿渗透至大堂，使宾客在游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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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获得连贯而生动的景色。画廊天花板上排列悬挂着各式明代经典瓶型曲线的铁艺装饰

品，层层排列营造出立体的视觉效果，传达着诺金品牌与现代艺术的微妙关联。 

酒店客房 

北京诺金酒店共有438间客房及套房，由Hirsch Bedner Associates精心设计，客房内落地窗

设计，光线充足，视野开阔，可欣赏无限城市风光。客房设计灵感亦来自明代文人居所的典

雅精致，参拜明代文士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提倡“制具尚用”的功能性设计理念，布局

设计在力求取得平衡与对称基础上，维持了纯朴的舒适感。房间内明确的划分出工作、娱

乐、放松、睡眠及卫浴区域，在保证每个区域独立性的基础上，又不破坏空间的连续性与整

体设计感。低调奢华的家具以实木和皮革制品为主，点缀以宝石色调的配饰；丝制图案背景

墙与实木及大理石地板相得益彰；非对称的浮云图形为宾客带来自然感受，如《长物志》中

所提及，为“ 幽人眠云梦月”的理想居所。 

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所有客房内都配备了现代化设施设备：免费宽带和无线网络、纯平高

清电视、可支持蓝牙设备的Bose立体声扬声器、室内酒吧和Nespresso咖啡机、步入式衣帽

间、洗衣收送柜、高效空气净化系统和隔音设施、智能灯光系统和电动窗帘，以确保旅客的

安全、舒适及效率。 

秉承清居雅室的设计理念，客房装饰设计形象首次取材于曾梵志近年创作的纸上作品《踏雪

寻梅》、《山》、《枯树》，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与艺术美学融入每一间客房，让宾客在

享受现代化舒适场所的同时，融入到宁静致远的意境中。大理石浴室宽敞明亮，置有大型浴

缸，全玻璃封闭式淋浴间和整面落地窗，宾客在享受阳光沐浴的同时还可欣赏城市美景。酒

店邀请了国内奢华护肤第一品牌—巴颜喀拉为诺金开发了蕴含普洱精华的专属客用洗浴用品

系列。浴室墙壁上镌刻有明代诗人、书法家文征明的诗句，“仙台玉露凝金掌，月殿天风染

菊裳”，“芳草自生茶磨岭，画桥东注越来溪”，无处不在的诗意让人不禁莞尔。 

北京诺金酒店拥有京城独树一帜的“现代明”风格的新娘套房，以及专门为女性旅客打造的5

间客房，在享受24小时酒店管家服务、送餐服务、时尚生活礼宾服务、行政楼层礼遇外，将

收获意外惊喜。 

总统套房 

北京诺金酒店的总统套房拥有令人沉醉的京城景色，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内部装饰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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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优雅的缩影，灵活运用皇室金色、夜空蓝色与深色木制地板和墙壁搭配，力求捕捉古代

与现代京城的永恒魅力。 

入住套房的宾客拥有充足的空间放松享乐，宽敞的客厅、餐厅、书房、厨房、酒吧和私人健

身房一应俱全。卧室优雅舒适，带有步入式衣帽间，大理石浴室设计无可挑剔，卫浴区设有

超大型按摩浴缸，带有步入式淋浴间和双人洗手池。诺金名誉艺术顾问曾梵志先生专为套房

创作的油画作品及其团队精心选择的艺术作品点缀其中，以古代“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为

主题，再次点题“古为今用”，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加入天马行空的想象，以现代艺术手法体

会古代文人哲思，套房内黄釉制陶瓷制品更彰显出主人非凡的品味与尊贵的身份。 

套房以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完善隔音设备等现代科技为宾客保证舒适的睡眠环境。套房连

通房设置，为宾客创造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绝佳机会。   

酒店餐饮 

北京诺金酒店秉承提供地道美食的承诺，采用诺金绿色生态农场食品原料，由来自十个不同

国家的厨师团队在酒店六间餐厅及酒吧内为宾客创作珍馐美味。 

Jia  禾家 

禾家中餐厅，意为农作物之家，谐音和美之家，是北京诺金酒店的重

要标志之一。餐厅装饰设计灵感来自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美食家

徐渭，当代艺术家汤柏华汲取徐渭大写意和泼墨的画风进行创作，并

在画作中添加了食材等细节，与徐渭有关美食等题材的作品遥相呼

应。 

来自香港等地的知名厨师融合明文化元素，烹制地道传统粤菜，以最

原始形态呈现经典佳肴。烹饪原材料均采自诺金绿色生态农场，为客

人提供天然绿色的用餐选择。十间奢华优雅包间，为商务宴请、朋友

小酌或家庭聚会等活动带来理想空间。 

N’Joy 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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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国际自助餐厅—悦尚，寓意“享受食物带来的乐趣”。食客可

于早餐、午餐及晚餐时段享用世界级品质的国际美食，来自十个国家

的诺金厨师团队将为宾客打造地道风味佳肴。这里拥有北京星级酒店

中面积最大的自助餐台及开放式厨房，面积达800平米，专设绿色时蔬

台，烹饪原材料全部采自诺金绿色生态农场，倡导健康饮食，更有两

间包房可尊享私密空间。宾客可随明代探险家郑和开启世界美食之

旅，品鉴卓越一流的烹饪技巧，品味琳琅满目的国际饕餮，体验热情

好客的中式礼遇，悦尚为各界美食家呈现全方位感官体验。此外，悦

尚还设有露天餐位，可享阳光美食。 

NUO’Ki  畅熙 

畅熙日餐厅，拥有三间私人包间，以现代风格展示出日本文化的优雅

简约，与现代明文化特征遥相呼应。畅熙创意日本料理选用当季新鲜

食材，精制现代日式美食与时令佳肴，让客人体验清新雅致的菜品感

官与美味诱惑。 

Yuan  缘亭 

缘亭，北京诺金酒店最特别的所在，其优雅的内饰、精致的庭院和花

园，将明代茶室风格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唤起人们对传统茶文化的无

限感念。 

缘亭的设计灵感来自明朝著名的道教学家，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从宫

廷生活淡出之后，他开始了修身养性的精神及哲学之旅，其著作《茶

谱》对中国茶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提倡清饮，品茶之真味，

改革了唐宋时期以来烹煮茶饼的方式，使中国茶文化迎来一个新的时

代。 

缘亭内所有茶具皆使用由明代兴起的紫砂壶，力邀当代紫砂壶制作大

师为缘亭量身定制6款紫砂壶器型，用于冲泡不同种类茶叶。缘亭内的

茶叶精选自诺金专属茶基地，为宾客提供限量产茶叶，经茶道大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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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验证特级香茗品质。缘亭将为各界人士提供茶文化精髓体验，引

领宾客探究一流品茗之道。 

O’Bar 欧吧  

欧吧供应精选葡萄酒及多种炫酷鸡尾酒，北京诺金酒店的调酒师及服务

团队为宾客倾心打造轻松欢快的时尚氛围。此外，欧吧拥有2200平方

米的户外露台及一间私人包房，是举办各类私人活动、公司派对、时尚

庆典等活动的理想新选择。 

Lobby Lounge  大堂吧 

北京诺金酒店奢华雅致的酒店大堂吧是北京上东区休闲及会客的绝佳场

所。大堂吧内提供各款现磨咖啡、自制鲜美糕点及经典下午茶。无论是

在附近画廊信步闲游时小憩，还是直接在此举行简单的商务会议，都可

在享用美味的同时，感受诺金原创明文化的音乐律动，远离都市繁

忙，享受堪称完美的每日一刻。 

 

U’Deli   悠乐坊 

诺金美食店—悠乐坊，为您提供可外带的新鲜自制美食、甜点、简餐以

及咖啡。采用诺金绿色生态农场供应食材，在本地市场采购的上等材料

以及国际进口原材料，加以厨师团队的创意打造，悠乐坊是您采购手工

美食的绝佳选择。 

宴会及会议设施 

北京诺金酒店拥有举办会议、宴会、婚礼和各种庆典活动的完美场地，提供全方位宴会及会

议设施，专业高效的服务团队将为会议组织者策划圆满会议。 

室内宴会及会议总面积2500平方米，包含永乐大宴会厅及14个多功能厅，极具奢华现代感的

整体设计风格中，不乏明朝中式设计元素的巧妙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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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柱式永乐大宴会厅面积达1600平方米，挑高9米，是策划各类活动的理想之选。宴会厅可

分隔成四个中型宴会区域，配备了投影大屏幕及75平米LED显示屏，带来极具震撼的视听效

果。汽车电梯可直达地下车库，适合各类产品发布会、时尚活动和汽车展览。 

永乐大宴会厅内以“冰裂纹”为主要设计元素的天花板呼应了酒店大堂玻璃天窗的设计。看

似平常的“冰裂纹”设计天花板其实蕴藏玄机，12种不同颜色，上百种变化方式，可营造出

或浪漫或时尚、富于变化的灯光效果；设有升降吊点，亦可配合特别的灯光需求。厅内的水

晶灯如繁星汇聚而成的银河，其磅礴气势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宴会厅整个地面和墙壁均

为大理石铺就，大理石地面上又铺设了地毯，低调奢华之感油然而生。宴会厅内及外侧走廊

均可享自然光线，宴会厅走廊是理想的迎宾或茶歇场地，可俯瞰整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酒店大

堂。 

北京诺金酒店专业的宴会会议团队全面负责宴会的所有细节，致力于提供超越完美的宴会及

会议体验。酒店专职宴会经理随时待命，以确保宴会及会议顺利圆满举行。 

设施及服务：  

•   专门的宴会服务团队和订制餐饮服务 

•   高速宽带或无线网络 

•   先进的照明设备 

•   专业视听服务 

诺金水疗 

从《黄帝内经》四季阴阳变化规律中获得启发，诺金奢华水疗中心—诺 SPA 根据四季变化，

春夏振阳，秋冬滋阴，编制出诺金皇牌水疗项目，助力人每天的动力源泉—精、气、神，刺

激感官，洁净身心灵魂。 

诺 SPA 设有 9 间护理室，为宾客带来促动五感的宠溺体验。入口设有多功能艺术花园，可作

为宾客沉思冥想、平静心绪的领域；SPA 内还可供应健康小点和水疗膳食，为客人补充身体

所需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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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SPA 所使用的精油和香氛，其灵感来源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融合东西方的理疗技

术，采用纯天然高质原料和特殊中草药提炼而成。特制精油可转化凝固为蜡烛、乳液和身体

香膏，多效合一。其中，按摩蜡烛经高温燃烧后，将其液体均匀倒至身体却无丝毫热烫感，

只带给身体无限的温暖并有利于滋润身体干燥部位。 

 

诺金水疗中心的特色护理—诺金暖木特色按摩，结合武术元素和亚洲传统养生之道，调和阴

阳，使宾客在放松与冥想的状态下恢复元气。在护理开始之前，护理师将引导宾客热身和放

松，进行10分钟的拉伸和有节奏的呼吸运动，然后使用温热的白蜡木武术棍，配合特别调配

的排毒美肤精油，以滚动、揉搓、点压等方式按摩，深层放松肌肉，刺激淋巴循环，达到舒

缓、排毒之功效，固本培元。 

体验护理时，宾客可聆听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水部”为理念而创作的诺 SPA 专属音乐

专辑—《水韵揉香》，享受全方位的放松。训练有素、细致贴心的理疗师将带来令人回味无

穷的尊崇水疗体验。 

诺金健身 

北京诺金酒店也为客人提供了奢华宽敞、设备齐全的运动空间，令宾客恢复精神，重现活

力。诺金健身配有 25 米恒温游泳池、专业瑜伽室、设施齐全的更衣室、按摩浴池、蒸汽房及

桑拿室。诺金健身还提供单人、双人及家庭健身会员计划，是全家健体强身的理想之所。 

红旗礼宾服务和诺金旅行 

作为诺金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打造的“诺金旅行”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最优质的旅行服务, 并为全球的诺金酒店开发专属的高端礼宾服务。 

诺金旅行为北京诺金酒店提供的豪华车队，可满足酒店贵宾们的各项出行需求。宾客乘坐酒

店的红旗高级轿车时可以使用车载PAD浏览网络、关注酒店信息并享用欢迎茶品服务。 

红旗轿车对于国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汽车品牌，它作为国产自主品牌的代表，见证了

“中国制造”的发展历程。从60年代开始，红旗轿车即被定为接待来访外宾的国宾车以及政

府活动用车，近几年中更是在技术与配置上与国际豪车接轨，成为代言中国的东方豪车典

范。尽显“高档商务行政座驾”风范的“红旗H7”，沿承了诺金品牌打造民族自主品牌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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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让“中国制造”成为现代中国的新名片。 

除了为诺金各酒店宾客提供独一无二的礼宾用车服务以外，诺金旅行首创“NUO LIFE”环球

礼宾系统，该系统使用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收集全球优质服务资源，为宾客打造一站式、全

方位的生活风尚礼宾服务。诺金旅行的交通和旅游网络将覆盖中国的33个城市和海外的57个

机场，使诺金酒店的贵宾在世界各地的旅程中享受全方位的奢华服务。此外，诺金旅行与世

界各地最优秀的服务团队都有合作，包括厨师、翻译、私人管家、私人保镖、私人飞机和游

艇服务等，为见多识广的环球旅行家们打造一场全新的旅行体验，从独特的角度重新发现世

界。 

细味北京 

798艺术区 

北京蓬勃发展的当代艺术社区，改建自50年前的电子工业老厂区，经大批艺术家进驻改造

后，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798艺术区距离北京诺金酒店仅5分钟车程。 

颐和园 

颐和园，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

大型山水园林，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也是国家重点

景点。距北京诺金酒店25公里，约35分钟路程。 

圆明园 

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圆明园坐落于北京西郊，与颐和园毗邻，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

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也称旧夏宫。距酒店20公里，约30分钟路程。 

天坛 

天坛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乾隆、光绪曾重修改建，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

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诺金品牌的全球启幕盛典，也是在天坛祈年殿庄严背景的衬托下

举行。距离酒店18公里，约30分钟车程。 

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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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于明成祖朱棣于西元1406年开始建设，明代

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

的木质结构的宫殿型建筑。故宫同时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距离酒店12公里，约20分钟车程。 

雍和宫 

雍和宫位于北京市区东北角，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并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

三年（1725年），改为行宫，称雍和宫。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

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

为喇嘛庙，是清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

教全国重点寺院。距离酒店仅20分钟路程。 

基本信息—北京诺金酒店 

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  邮编 100016 

电话 +86 10 5926 8888 

传真 +86 10 5926 8889 

电邮地址 info.beijing@nuohotel.com 

官方网站 www.nuohotel.com 

开幕日期 2015年6月5日 

业主 首都旅游集团 

总经理 卢毅俊 Adrian Rudin 

房间总数 438间客房及套房 

设计公司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新加坡)，首席设计师Ian Carr 

合作伙伴  曾梵志（艺术），高意静（婚礼/宴会），戴爱群（茶），巴颜喀拉

http://www.nuo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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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洗浴用品），Christophe Laudamiel（香氛） 

餐饮场所： 

-缘亭（茶亭） 

-禾家（粤菜） 

-悦尚（国际全日制餐厅） 

-畅熙（创意日本料理） 

-欧吧（葡萄酒及调制鸡尾酒） 

-悠乐坊（可外带精制美食） 

-大堂吧（下午茶、咖啡和甜品） 

酒店服务及设施 

 宴会及会议设施包括1600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和14个多功能厅 

 专业艺术画廊 

 行政酒廊 

 配有精密的空气净化系统，采用欧洲标准化委员会认定的F8规格过滤器 

 诺金健身中心，包含时尚生活健身房和室内温水游泳池 

 位于酒店5层的2200平方米室外花园露台 

 诺金旅行提供的红旗豪华轿车礼宾服务和NUO LIFE环球礼宾服务 

 专业时尚生活礼宾服务 

 专用诺金新娘套房 

 5间专为女性旅客设计的客房  

 诺金特色系列：诺金茗品，诺金音乐，诺金花艺，诺金婚礼，诺金普洱精华洗浴用品 

值得关注 

 酒店靠近北京798艺术区、第三使馆区和望京高科技商业园，距首都国际机场仅20分

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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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诺金酒店品牌中式、奢华、现代、绿色的四大核心理念 

 酒店作为当代艺术目的地，拥有艺术画廊及诺金名誉艺术顾问曾梵志先生为其量身创

作的4件作品 

 设计与灵感来自明朝繁华盛世 

 设计受到中国明朝众多文人雅士历史名家的启发，如张岱、文震亨、文征明、朱权、

徐渭、郑和等 

 秉承对“低碳智慧型酒店”的承诺，酒店认真贯彻LEED（美国绿色建筑评价认证体

系）金级认证标准，并已获得金级预认证 

 食材采购自诺金绿色生态农场，把关食品质量，确保绿色健康 

 

媒体垂询敬请联系： 

朱潇潇，市场传媒总监 

北京诺金酒店 

电话: +86 10 5926 8888   

电邮: cindy.zhu@nuohotel.com 

  

王成然，市场传媒副经理 

北京诺金酒店 

电话: +86 10 5926 8592   

电邮: ranny.wang@nuohotel.com 

 

mailto:cindy.zhu@nuo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