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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

辽阔而美丽的坦桑尼亚位于维多利亚湖和

印度洋的莹莹水色之间，这片土地上栖息

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几乎未经人类文

明侵蚀。充满异域风情的桑给巴尔香料，

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山峰乞力马扎罗山，

这一切都让世人为之着迷。

坦桑尼亚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被划为野生

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其中最为世人熟知

的有：广袤的塞伦盖蒂平原——每年秋季上

演着震撼人心的动物大迁徙；蛮荒之地赛卢

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恩戈罗戈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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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施

餐厅，酒吧和接待中心

餐厅的选择包括：大气的l'oliveto

地中海美食餐厅拥有广受好评的明

信片式菜单；24小时营业的塞伦盖

蒂餐厅每天变换的国际主题和原汁

原味的本土膳食令人耳目一新；海

岛商人酒吧餐厅坐落在阳光泳池的

露台旁，提供各类休闲小吃；还有

“篮子”法式面包店和咖啡店。充满

动感活力的基博酒吧餐厅，可以看

到乐队现场演出，极具人气，餐厅

白天和夜间的菜单、饮品选择都极

其丰富。

健身设施

酒店配备一个游泳池，一个健身中

心（内置健身房，桑拿室，定制健

身），附近就是一个18洞的高尔夫

球场，还配有壁球，桌球和网球

场。我们亦可为您安排海边垂钓或

体验达累斯萨拉姆游艇俱乐部帆船

项目。

活动与文化互动

城市观光，植物园，国家博物馆，扎

那基的街头食品小摊贩、餐馆和酒吧，

游艇，渔船，海滩，水上运动，潜水，

艺术画廊，各类商场购物，现场音乐

和戏剧

购物

我们的礼品店和报摊提供品种丰富

的旅行装备用品，礼品，图书，当

地特色时装和文化工艺品。

商务支持

商务中心、私人会议室和办公室，

多语种翻译秘书、24小时全球通信。

会议及活动设施

达累斯萨拉姆酒店拥有全市最领先

的企业和社会活动场地。可容纳550

人的会议场地，完备的设施，我们

将为您度身定制各种商业活动。酒

店拥有最先进的视听设备，商务中

心，无线网络连接，专员支持，活

动策划，餐饮服务和旅游服务台，

全方位服务设施无懈可击。

婚礼和蜜月

我们为您提供一个量身定制的婚礼会

场，蜜月套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特别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房，儿童膳食和保姆服务。

社会责任

酒店作为塞雷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的重要部分，对教育和公众医疗提

供有力支持。

达累斯萨拉姆塞雷纳酒店是一

所国际化的大酒店，她是市中

心的典雅绿洲。酒店在业内享

有非常高的声誉，定期举办各

种国内国际大型活动。达累斯

萨拉姆被称为热带花园，毗邻

印度洋。酒店内设施虽国际化，

装潢却别有非洲风情。酒店氛

围时尚而轻快，实为举办企业

和社会活动的理想之所。

位置

位于商业区中心，提供便利的夜生

活，商业，餐饮，购物，文化娱乐，

酒店距达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仅十

分钟路程，步行即可到达市中心。

住宿

酒店提供230宽敞时尚的客房（包

括配备独立酒廊36间行政房，9间

套房，3个外交套房和1间豪华的

总统套房）。

房间设施包括：

空调，直拨电话、语音信箱，无线网

络，卫星电视，室内娱乐或家庭影院

（可选），吹风机，迷你酒吧，保险

箱，茶具和咖啡机，24小时客房服务，

代客洗衣服务，免费报纸。行政楼层

（第七层）专门提供私人管家服务，

行政会议室（可容纳8人）和私密网咖

服务。

达累斯萨拉姆塞雷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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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设施:
餐厅，酒吧和酒店

典型乡村风格的餐厅和吧台配备壁

炉、客人在用餐时可以欣赏到美丽

的湖光山色，餐厅氛围轻松而愉

悦。菜品包括当地风味和国际性菜

肴。每个周末露台上有自助餐饮提

供。

健身设施

我们提供引导健行，划独木舟，徒步

旅行，登山，山地自行车和一系列的健

康与美容项目。

活动与文化互动

杜鲁提湖观鸟，咖啡农场参观，傍

晚湖边游猎，湖边早餐，山地自行

车，皮划艇，徒步和登山（须弥山

和乞力马扎罗山）。游览阿鲁沙和

乞力马扎罗山国家公园。您可在河

边享用早餐和晚餐，饱览保护区晨

光暮色。

购物

提供特色礼品店；旅行用具，礼物，

图书，时装和文化工艺品。

商务支持

提供商务中心；私人会议室和办公

室，多语种翻译秘书、24小时全球

通信。

会议及活动设施

帐篷会议室位于湖畔的咖啡种植园

内,在此提供全方位视听技术支持服

务。亦囊括餐饮、会奖和组织支持。

婚礼和蜜月

我们为您提供一个量身定制的婚礼会

场，蜜月套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特别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房，儿童膳食，户外散

步和儿童教育式交流。

特别体验

咖啡农场参观，湖岸山地自行车，

皮划艇，徒步和登山（须弥山和乞

力马扎罗山）。

社会责任

在阿鲁沙地区的一些村庄属于文化

旅游计划的一部分，提供旅游，当

地村庄，艺术品市场等当地社区互

动。酒店与当地的农场和种植广泛

生产的本地采购的有机产品。

正对着草木葱茏的须臾山坡，酒店就

静立在杜鲁提河畔的咖啡种植园中。

酒店的接待中心、休息室、吧台和餐

厅都位于一座殖民时期风格的石质建

筑中，与咖啡园整体风格融为一体。

一幢幢风格别致的方形包厢式客房隐

蔽在草坪和花圃之间，成为一个中央

村落。

酒店位于著名的坦桑尼亚北部游猎圈

的外围入口，为客人提供丰富多彩活

动和行程：徒步、山地自行车、水上

独木舟、阿鲁沙莫鲁山国家公园行程。

位置

酒店距离阿鲁沙20公里，距离乞力

马扎罗机场60公里。

住宿

酒店风格独特，环境优雅，经典的乡

村别墅风格让人感觉宾至如归。42间

客房配有大理石浴室、对开的法式大

门通向美丽私家花园、落地窗、有设

计感的工作区和舒适大床。

房间设施

包括：24小时客房服务，吊扇，步

入式蚊帐，工作空间，迷你酒吧，

茶和咖啡设备，电话及无线网络，

卫星电视，吹风机，洗衣和熨烫服

务。

杜鲁缇湖塞雷纳酒店



6 7

旅馆设施

餐厅，酒吧和酒店

宽敞的餐厅之中有一个内部酒吧区，

中央为自助餐区，外围是露台座位。

餐厅是典型的马赛的风格，餐厅白

色墙上刻有旋转螺纹，再加上传统

的马赛珠宝饰品、葫芦和皮革制品

点缀，极具非洲大陆热情原始的质

感。

健身设施

我们配备游泳池、日光浴和一系列

的健康与美容服务。

活动与文化互动

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驱车游猎，探

秘自然，森林远足，骑山地自行车

和皮划艇。文化项目包括：前往当

地人（Iraqw人）村庄观看非洲传统

舞蹈表演。

购物

我们的礼品店和报摊提供品种丰富

的旅行装备用品，礼品，图书，当

地特色时装和文化工艺品。

商务支持

提供商务中心；私人会议室和办公

室，多语种翻译秘书、24小时全球

通信。

会议和活动设施

度假村拥有专门的帆布帐篷会议

室，并配以空调，为您的会议和活

动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场地。全方位

视听技术支持，提供餐饮，奖励和

组织支持。

家庭特别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房，儿童膳食，户外

散步和儿童教育式交流。

特别体验

驱车游猎，邂逅爬树狮。湖上泛舟、

划船（水位允许情况下），崖边漫

步，山地自行车，文化讲座，乡村

旅游和乡村午餐，在悬崖顶上烧

烤，在悬崖观赏日落的壮丽景色。

社会责任

酒店作为塞雷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

项目的重要部分，对教育和公众医

疗提供有力支持。

游猎度假村位于高地之上，尊享马

尼亚拉湖水域粼粼波光壮丽之全景。

整体氛围宁静，可以捕捉到野生动

物和鸟类的踪迹。度假村被一个无

边泳池环绕, 中央餐厅风格就像马赛

博马的翻版。宽阔的景色，绝佳的

用餐场所，湖景酒吧和令人惊叹的

美景观测点，横穿大裂谷。这里的

特色是，房间被安置在传统的圆形

塞雷纳马尼亚拉湖游猎度假村
茅屋内，大幅度的隔开悬崖，从而

感受到湖面之美景。从酒店短途驱

车可以去到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

坐拥森林和平原湖泊的怀抱，这里

的珊瑚粉色的火烈鸟数以千计，也

是世界闻名的攀树狮的家园。

位置

度假村位于MTO WA MBU，坦桑

尼亚北部，距离阿鲁沙130公里。

住宿条件

位于悬崖之上，装饰成五彩缤纷的圆

形复式带浴室房间内置私家湖景大露

台，度假村还提供独立套房。

房间设施

包含：吊扇，电话，无线网络，蚊

帐，代客洗衣及干洗服务，专用卫星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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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设施

餐厅，酒吧和医院

餐厅酒吧和大堂都是分层石质建

筑，大型玻璃墙非常有特色。俯

瞰着陨石坑变幻多端的壮丽景色。

典雅的双门将客人引向观景大露

台，这里能看到令人窒息的落日

美景。你也可以在合欢林（也称

相思林）中用早晚餐。

健身设施

我们配备游泳池、导引徒步和一系列

的健康与美容服务。

活动与文化的互动

驱车游猎，导引徒步，观鸟，热气

球之旅，丛林烧烤，丛林野餐，傍

晚游猎。

购物

我们的礼品店和报摊提供品种丰富

的旅行装备用品，礼品，图书，当

地特色时装和文化工艺品。

商务支持

提供商务中心；私人会议室和办公

室，多语种翻译秘书、24小时全球

通信。

会议和活动设施

酒店有专用的帐篷会议室，位于在

火山口边缘绝佳地理位置使客人们

可以饱览迷人景色，直击会议室下

方的开阔平原。会议室空调设施完

备。为客人提供与众不同的的会议

地点；全方位视听技术支持。餐

饮，奖励，和会议活动组织支持。

婚礼和蜜月

我们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的婚礼会

场，蜜月套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特别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房，儿童膳食，户外散

步和儿童教育式交流。

独享体验

包含：火山口河马池边的野餐，火

山口边的英式早餐，游览马赛村

落，欣赏火山口的落日美景。

社会责任

度假村与马赛当地社区合作无

间，提供教育和医疗支持。促

进和保护当地遗产及手工艺品。

雇佣当地导游和表演者，帮助

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塞雷纳恩格罗戈木屋度假村
赛琳娜恩格罗戈木屋度假村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之一，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度假村坐落于宏伟的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边缘，此火山口

是地球上最大和最完美的火山口。度

假村整体为长条型的联排别墅，木屋

的原材料取自当地河流中的沙石，外

围种植着当地常见的植物，使建筑群

完全融入于自然环境之中。建筑的灵

感来自“人类摇篮”，模仿附近Décor

峡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装饰风格参

 

考石窟艺术，酒吧和餐厅由岩石建造，

还带有一个火山口边缘之观景露台和

中央篝火，不论昼夜灯火通明。恩戈

罗恩戈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

界“第八奇迹”，从黎明时刻起便是超

过25000只大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位置

位于恩戈罗恩戈罗火山自然保护区，

毗邻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距阿鲁沙

大约180公里路程。

住宿

度假村位于火山口边缘，每间房间都

有独立的火山岩封闭式阳台，欣赏火

山口景观，75间风格独特的客房宛如

刻满壁画的史前岩洞，由马塞当地的

传统艺术品装饰。度假村也提供套房。

房间设施

包含：客房服务，电话和无线网络，

洗衣熨烫服务，公共卫星电视观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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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施

餐厅酒吧和休息室

穿过绿树成荫的长廊，环绕于中央

的圆型烧烤中心，度假村的餐厅就

位于此，（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

挑高的圆顶大厅由两根堂皇的治沙

草制成的柱子支撑，圆柱上美轮美

奂的雕刻。外围则是一个圆型露

台，可以看到面朝游泳池的空地。

健身设施

游泳池，导引徒步，和一系列美容

健身套餐服务。

活动和文化交流

驱车游猎，导引徒步，观鸟，热气

球游猎，灌木林中烧烤，灌木林野

餐，游猎观日落。

购物

礼品商店提供：旅游纪念品，礼物/

时尚小物件和传统文化手工艺品

商务支持

我们的商务中心提供多语种秘书服

务和24小时全球通信。

会议及活动设施

度假村提供一系列内部相连通的会

议和活动场地，私家车接送服务，

观景台和额外的膳食提供。所有会

议室都配备全方位视听技术支持。

用餐和奖励奖品提供。

婚礼和蜜月

我们提供婚礼接待和司仪蜜月套房和

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套房 儿童菜单保姆服务

散步和陪同教育式谈话。

独家体验

年度野牛大迁徙，热气球游猎，参

观石器时代遗址，丛林落日观赏，

丛林烧烤活动

社会责任

度假村与周边社区通力合作，促进

当地教育和医疗建设，发扬传统文

化遗产，雇佣本地导游和表演者，

缓解当地就业问题

塞伦盖蒂塞雷纳游猎木屋度假村

坐落于植被茂密的山脊之上，度假

村坐拥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壮美全

貌。非洲传统建筑工艺与现代化国

际化风格的完美融合的酒店风格让

度假村在国际旅游杂志最佳酒店评

选中屡获殊荣。度假村位于野牛大

迁徙的途径路线上，同时毗邻被称

为人类文明摇篮一一距今已有两百

万年的OL DUVAI石器时代遗址。

我们为客人展示非洲历史悠久的传

统文化遗产和传统艺术。完全融入

至今依旧生生不息的自然文化群落，

酒店的客房被设计成传统圆型建筑

“rondavels”，散落在巨大的无边泳

池周围。

位置

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距离阿

鲁沙335公里，距离赛荣勒拉停机

点27公里。

住宿

酒店配有66间特色房间，清一色为

当地传统“rondavel”风格并配有私

人露台。度假村还提供一间套房和

两间卧室作应急配换。

房间设施

包含：客房服务，吊扇，电话及无

线网络，卫星电视（公共卫星电视

间内），吹风机（可向前台索取，

保险箱，洗衣熨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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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设施

餐厅酒吧和休息室

中央敞篷休息室配有与众不同、

设计感强烈的吧台和木椅。帐篷

餐厅带有大理石露台，可以将谢

伦盖蒂草原美景尽收眼底。而我

们为您专门策划的落日游猎和丛

林用餐活动，可以让您一探保护

区深处奥秘，更加接近原始自然。

健身设施

我们提供导引徒步和一系列健身美

体项目

活动和文化项目

驱车游猎，引导徒步，观鸟，热

气球游猎，丛林烧烤，平原观日

落，参观石器时代壁画，维多利

亚湖垂钓和传统手工艺品之旅

购物

礼品商店提供：旅游纪念品，礼

物/时尚小物件和传统文化手工

艺品

婚礼和蜜月

我们提供多样化的婚礼及接待场所，

蜜月套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保姆服

务，散步和陪同教育式谈话。

独家体验

年度野牛大迁徙，热气球游猎，参

观石器时代遗址，欣赏丛林落日，

丛林烧烤活动，徒步，登山，维多

利亚湖垂钓

生态文化

营地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建造，仅使用

环保材料。营地与周边社区通力合

作，促进当地教育和医疗建设，发

扬传统文化遗产。雇佣本地导游和

表演者，缓解当地就业问题。

塞伦盖蒂西部 穆词瓦马帐篷营地

位于有苏格兰之春美誉的林间空地，

风景如画，周围三百万年的花岗岩

石塔巍然伫立。我们拥有此间独一

无二的豪华营地。 每年有一百万头

野牛，五十万只斑马和瞪羚穿越塞

伦盖蒂草原上的这条走廊，浩浩荡

荡的迁徙场面震撼人心，而食肉动

物们早已准备好利齿键爪虎视眈

眈。这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国

家公园的中心地带。我们的房间是

帐篷式的，呈现传统的游猎风格，

特征是中央的帐篷大厅，岩石边的

露台和夜晚篝火鸡尾酒晚会。

位置

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距阿鲁

沙335公里，与色荣勒拉火拉伯停

机点连通。

住宿

16顶独家定制的大帆布帐篷错落于

岩间空地中，帐篷内部空间十分宽

敞，门外的石子路四通八达。每顶

帐篷都落成在石头基座上，每个阳

台上都配有观赏野生动物的专门座

椅，和可以悠闲晒太阳的休息区域。

卧房后面是宽敞的浴室双人浴缸，

大莲蓬头和流动厕所设施齐全。主

卧内豪华的皇后四柱床，带有蚊帐，

保证您安睡无忧。

帐篷设施

包括：客房服务，吊扇，步入式蚊

帐，洗衣熨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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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拿室，写字台和纯铜吊灯，四柱

床及地毯。浴室用桃花木装潢，双

人浴缸让您充分享受私密沐浴时光。

淋浴和抽水式坐便器。

棚内设施

包含： 客房服务，私人办公用品和

写字台，吊扇，步入式蚊帐，电吹

风，洗衣及熨烫服务。

酒店设施

餐厅酒吧和休息室

传统爱德华式装修的双帐餐厅有着

浓厚的殖民风格。旋转楼梯，传统

木制家居，精致青花瓷装饰，优雅

的银器。我们的员工统一穿着经典

殖民风格的白袍和长头巾。特制的

长桌上摆放着早、午、晚餐；晚餐

和午餐都有五道大菜，提供品种繁

多的酒类和软饮选择。

健身设施

我们提供导引徒步，泳池，和一系

列健身美体项目

活动和文化互动

驱车游猎，导引徒步，观鸟，热气球

游猎，灌木丛烧烤，丛林晚餐，平原

观落日，维多利亚湖垂钓

购物

礼品商店提供：旅行装备、旅游纪念

品、书、礼物/时尚小物件和传统文化

手工艺品 摆放着

婚礼和蜜月

我们提供一系列婚礼接待场所，蜜月套

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独家体验

酒店距离塞伦盖蒂西走廊咫尺之遥，

可近距离观赏野牛大迁徙和诸多虎

视眈眈的食肉动物，古鲁门提河上

观赏鳄鱼，定制丛林用餐，维多利

亚河垂钓行程

家庭服务

我们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保姆服

务，散步和陪同教育式谈话。

生态文化

营地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建造，仅使用

环保材料。营地与周边社区通力合

作，促进当地教育和医疗建设，发扬

传统文化遗产。雇佣本地导游和表演

者，缓解当地就业问题。

世界精品酒店组织成员 TM

我们专门的游猎驿站，世界精品酒

店组织成员，基拉维拉为客人们提

供“走出非洲”经典豪华行程，让您

在不长的时间中体验非洲大陆的神

奇魅力。定制的游猎行程让客人们

仿佛化身传说中的白色猎人 Denys 

Finch Hatton 和 Baron Bror Blixen,。

营地坐落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享

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秀场”之

称的西部走廊。从这里我们能直击

一年一度的百万野牛大迁徙。典型

的爱德华式建筑，优雅的帐篷休息

室富有品味的内部装饰，非洲大陆

的游猎古董，钢化玻璃和桃花心木

玻璃，双人大帐篷，石头大露台饱

览塞伦盖蒂美景。

位置

西塞伦盖蒂，距离色容纳拉停机点110

公里，距离咕噜门提停机点16公里，

距离阿鲁沙399公里 。

住宿环境

营地有25个宽敞豪华帐篷，搭建于

木制平台上，每间帐篷都有瞭望平

原的绝佳视角。客房配有特制甲板

通往古典爱德华式的卧房，蒸汽床，

基拉维拉塞雷纳帐篷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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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酒店将建筑业艺术与当地原生美景

完美结合，12顶帐篷极尽奢华，就

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白色猎人Denys 

Finch Hatton 和 Baron Bror Blixen,的

打猎帐篷。每位客人都能享受到帝

王般的服务。酒店客房的陈设豪

华：如同奶油般轻柔的地毯，华丽

的枝型吊灯和带有青纱帐的四柱大

床。洗浴设施十分完善，备有双重

金边前伸式碗状洗手池等。

帐篷设施

包含：客房服务，24小时热水供

应，抽水马桶，步入式淋浴间，

吊扇，四柱大床，衣帽区，休息

区，私人空间，迷你吧台，咖啡

壶/咖啡机和茶具，电话及无线网

络，吹风机，衣物清洗和熨烫服

务。

营地设施

传统的爱德华式建筑，公共休息

室图书馆和酒吧空间，螺旋式楼

梯皮质沙发靠背椅和游猎古董等

复古物件营造了帐篷内殖民时期

的风格。餐厅面朝泳池，提供露

天座位和观景甲板。餐厅菜单为

顾客量身定做。

健身设施

我们提供：导引徒步，游泳池和一

系列健身美体项目

活动和文化互动

包含：细致游猎向导及游猎车，徒

步大自然观鸟，丛林漫步（武装护

林员陪同），温泉浴，拜访弗雷德

里克.塞洛斯Frederick Selous之塚

婚礼和蜜月

营地为您提供浪漫婚礼之旅，为

情侣或夫妇安排烛光晚餐，日落

双人划船和温泉浴。

独特体验

您将有专门的游猎导游和车辆，指引

您去到您想去的地方。游猎/丛林漫步，

徒步河马池，观鸟或者垂钓，行程丰

富多彩等您体验。训练有素的猎犬将

会陪伴你左右，你可以接近大象和非

洲最好的野生动物。
塞洛斯保护区辽阔而原始，大面积未开

垦过处女地的世间少有，被评为世界遗

产，也是非洲最大的游猎保护区，它的

面积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四倍，浩浩

荡荡的鲁道夫及河为他提供了丰沛的水

源，这里居住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象

群。

深藏在林地中央，塞洛斯豪华营地是一

个圆形的卡其布帐篷群落。帐篷顶为传

统的密编织物。营地被蜿蜒的甘苦河床

所包围，视角绝佳，位置良好。爱德华

式的休息室图书馆和吧台/餐厅别具一

格。花岗岩石阶将客人引至一个月芽形

的泳池，上方一个小型瀑布为泳池注入

水源。

 

树枝吊灯和隐藏在草丛中的小矮灯散发

着柔和的光芒。

位置

塞洛斯国家公园距离Dar es Salaam国

际机场。距离Stiegler停机点半个小时

车程，酒店提供营地到停机点的接机

服务。

塞洛斯塞雷纳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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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格勒停机点接机服务，从停机点驱

车半个小时便可到达度假村。

住宿条件

12间宽敞的木屋沿河岸一字大幅排

开，各有私人观景台，太阳椅，按摩

池和淋浴。舒适柔软的特大号床位于

卧房中央，配备写字台，江景休息室，

液晶电视，更衣区和维多利亚爪足浴

缸浴室。度假村还提供独家的鲁菲吉

河皇家套房，提供三间双人卧室，餐

厅，酒吧，私人游泳池和专用的日光

浴。

房间设施

包括：专用细致管家服务；优质葡萄

酒和烈酒；全包游猎行程；河船游猎

和丛林晚餐体验；细致的野生动物引

导，客人甄选菜单及用餐体验；迷你

酒吧；茶饮和咖啡设施；电话及无线

上网，液晶电视，吹风机，吊扇；洗

衣和熨烫服务。

酒店设施

餐厅酒吧和休息室

餐厅用餐时可以尽情俯瞰河流，无边

游泳池和日光甲板无不带着悠闲的氛

围。餐厅有着传统的茅草屋顶装饰，

提供一个独特的用餐体验，特点是客

人甄选菜单及灌木丛中或河边午餐可

供选择。在休息室慢品鸡尾酒，用圣

火在甲板上，河的沙洲，或丛林中点

燃篝火。

健身设施

选项包括导引徒步，温泉浴和一系列

灵感来源于大自然的塞洛斯水疗。

活动与文化互动

包含：细致的游猎向导和游猎车，沿

河游猎，丛林用餐，霍斯特河垂钓，

漫步自然和观鸟，游猎区散步（武装

护林员陪同），温泉浴，造访弗雷德

里克.塞洛斯Frederick Selous之塚。

婚礼和蜜月

度假村为您呈现浪漫婚礼目的地，为

情侣或夫妇安排烛光晚餐，日落双人

划船和温泉浴和双人按摩疗程

独家体验

您可以夫基沿河游猎，在荒原上享用

午餐。沙滩野餐，点亮河灯。您有机

会观赏到独一无二的大象，训练有素

的猎狗为您一路保驾护航。在这里你

可以欣赏到非洲最佳的野生动物群落。

度假村建于鲁夫基河岸上的木甲板

上，居高临下俯瞰波澜壮阔的河道。

度假村拥有十二间农舍客房，每间

客房都配有独立的观景甲板，雨帘

和私家游泳池。传统的密编制茅草

屋顶制造出宽敞高耸的穹顶，彩绘

窗独具匠心。每间房间都陈设有传

统的优质古董和后现代主义皮具以

及藤编家具。度假村还提供专属鲁

夫基河皇家套房，套房内置三荐双

人房，餐厅休息室和私家游泳池和

定制日光甲板。

在三角甲板上方是一个巨大的无边

泳池，泳池边有一个小瀑布，SPA 

和日光浴理疗中心，造型独特的中

央餐厅通向公共休息室和酒吧，在

这儿你可以躺在柔软富有弹性的皮

制沙发上欣赏大好河川。夜晚，休

息室被光芒柔和造型华丽的枝形吊

灯照亮，此时，你便可以在露天甲

板上享用鸡尾酒荧荧篝火照亮你的

脸庞，而鲁夫基河不知疲倦的歌唱。

塞洛斯保护区辽阔而原始，大面积未开垦

过处女地的世间少有，被评为世界遗产，

也是非洲最大的游猎保护区，55000平方公

里的草原三角洲河流遍布，湖泊如星辰般

散落，它的面积是扫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四

倍，这里居住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象群。

位置

度假村位于塞洛斯国家公园，距离达

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 45分钟航程。斯

塞雷纳米佛莫河上木屋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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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贾瓦尼沙滩俱乐部

桑给巴尔未经现代文明破坏的天然

海岸，大面积的白沙滩、海鲜烧烤，

豪华沙滩吊床和许多设施：如游泳

池、浮潜设备，水肺潜水，海椰子，

自然探秘和帆船之旅。你还可以去

探索造访曼贾瓦尼著名的奴隶洞穴。

健身设施

游泳池，美甲，人体绘画，曼贾瓦

尼海滩俱乐部的水上运动，以及一

系列的健康与美容设施。

活动与文化互动

包括：单桅帆船出海行程，海岛旅

游，海豚、海龟和鲸鱼观赏，斯瓦

希里语宴会与传统塔拉比乐团演出

欣赏，香料园林和古石城旅游（包

括各大奇观奇观如苏丹的宫殿，

利文斯通小屋，国家博物馆，体验

哈尼姆浴，参观丘垮尼、摩托尼

和马路比宫殿、大教堂和旧奴隶市

场（包括波斯浴和老药房文化中

心）。游览奔巴岛群岛，坟墓，

监狱岛、蛇岛。在这儿你可以体

验潜水（包括沉船潜水）观赏奔

巴海峡闻名世界的珊瑚礁，游览

乔扎尼森林自然保护区，那里是

世界上最后的红疣猴庇护所。

购物

礼品店供应：旅行用品，礼品，图

书，时装和文化工艺品。

商务支持

我们的商务中心提供多语种秘书和

24小时全球通讯支持。

会议及活动设施

呈现传统桑给巴尔风格的专用会议

室可容纳40位客人。服务包含：全

方位视听和技术支持服务，餐饮，

会奖和组织支持。

婚礼和蜜月

我们提供一系列婚礼接待场所，蜜月

套房和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出游

我们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和保姆

服务。

生态文化

桑给巴尔是斯瓦希里文化里最古老

也是最持久的庇护所和摇篮，酒店的

建筑包含了深厚的历史意义，作为

阿加汗文化最后的载体，酒店是桑

给巴尔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酒店已联合当地社区发起教育，卫

生普及和社区关系的项目。

酒店坐落在古石镇风景优美的海岸

线之前，侧面是极具异域风情的苏

丹宫殿。葡萄牙堡垒，古代魔鬼港，

光明集市，桑给巴尔赛琳娜酒店是

一个宁静的庇护所。处于非洲古老

而富裕的地带，它是世界精品酒店

的成员之一，酒店已成为代表的斯

瓦希里语风格的缩影，亦是欧洲优

雅和阿拉伯富裕的结合。

位置

位于中石镇，距桑给巴尔国际机场

7公里（达累斯萨拉姆20分钟航程）

住宿条件

我们提供各式标间，行政套房，总统

套房和蜜月套房。每间客房洋溢着古

色古香的的桑给巴尔风格，卧室配备

传统拉姆风格的四柱和私人阳台。

房间设施

包括：24小时客房服务，空调，无

线网络和室内现代联播网，直拨电

话，语音留言，免费报纸，室内卫

星电视，迷你酒吧，私人保险箱，

茶具和咖啡机，吹风机，蚊帐，洗

衣和熨烫服务，机场接送大巴，接

送机服务。

酒店设施

餐厅，酒吧和酒店

在印度洋声声波浪与习习海风的洗礼

中，巴赫利亚餐厅提供24小时国际和

斯瓦希美食和每周的泳池边自助餐。

我们独家的露天阳台餐厅位于上层，

能俯瞰海湾美景，你还可以享用到新

鲜捕获的最高质量的海鲜。酒店的玛

莎哈尼吧台是传统的斯瓦希里风格，

酒吧特色传承塔拉比管弦乐队的表演

为客人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休闲氛围。

室内和露天都有座位，吧台毗连泳池，

奈德尔咖啡店提供传统斯瓦希里咖啡

和新鲜出炉的点心。

桑给巴尔塞雷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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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安布塞利塞雷纳野营山庄,Kilaguni塞雷纳野营山庄

Ol Pejeta旅馆,埃尔曼提亚湖塞雷纳露营地（纳库鲁酒店）

马拉塞雷纳野生动物园山庄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游猎度假村酒店，塞雷纳恩戈罗戈游猎度假村，塞伦盖蒂

乌干达

卢旺达
基加利塞雷纳酒店，基伍湖塞雷纳酒店

莫桑比克
波兰那塞雷纳酒店

塞雷纳销售中心
恩贡大道4号威廉森大楼4楼
邮政信箱： 49690-00100肯尼亚，内罗毕。

电话：+254 20 2842000/28423333
传真：+254 20 2718103. 电子邮箱：cro@serena.co.ke

桑给巴尔预定办公室
钻信大楼 2楼
邮政信箱2551
电话: +255 27 2545555.  传真: +255 27 2545369.
邮箱: reservations@serena.co.tz

格雷斯顿岭公园（C座，办公楼），

144凯瑟琳街，桑顿，约翰内斯堡，

南非

电话：+ 27 21 2607 / 8 / 9 / 10. 传真：+ 27 86 666 3508. 
邮箱: reservations@serenahotels.co.za

联系我们

www.serenahotels.com

Safari Lodges and Luxury Camps • Hotels • Resorts

约翰内斯堡预订办公室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塞雷纳海滩度假胜地与水疗中心

塞雷纳山旅馆（树屋酒店），甜水塞雷纳野生动物保护区露营地

达尔斯萨拉塞雷纳酒店，杜鲁缇湖塞雷纳酒店，曼雅拉湖

游猎度假村，穆茨瓦玛营地，基拉维拉塞雷纳营地，塞洛斯

塞雷纳营地，塞雷纳米佛莫河度假村酒店，桑给巴尔塞雷纳酒店

坎帕拉塞雷纳酒店，维多利亚湖塞雷纳度假酒店与水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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