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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兰市中心出发：Lagosta广场——地址：Viale Zara，国道S.S.36 
Milano-Lecco隧道，Monza centro出口，Virgilio广场，转向米兰
方向。

从雷克出发：国道36 Milano-Lecco，Monza centro出口，米兰方向

从都灵出发A4高速公路，科莫A9高速公路，Varese和马尔本萨A8：
高速公路威尼斯方向，Cinisello Balsamo/Sesto San Giovanni出
口，国道S.S.36 Milano-Lecco隧道，Monza centro出口，Virgilio广
场，转向米兰方向。

从热那亚出发A7高速公路，博洛尼亚A1高速公路，里纳特机场：东
环路威尼斯方向，随后北环路科莫方向，Monza/Villa Reale出口，
国道S.S.36 Milano-Lecco隧道，Monza centro出口，Virgilio广场，
转向米兰方向。

从威尼斯和欧利欧-阿尔-塞里欧机场出发A4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米
兰方向，Cinisello Balsamo/Sesto San Giovanni出口，国道S.S.36 
Milano-Lecco隧道，Monza centro出口，Virgilio广场，转向米兰
方向。

米兰
AS Hotel Cambiago | Cambiago
AS Hotel Sempione Fiera | San Vittore Olona

蒙扎和布里安扎
AS Hotel Limbiate Fiera | Limbiate
AS Hotel Dei Giovi | Cesano Maderno
AS Hotel Monza | Monza

会议室
可用于各种会议

会议设备：基础，活动黑板、电脑、屏幕、投影仪、扬声器、 活动台和任何其他会议需要。

我们在哪里
如何到达

AS Hotel Monza
Viale Lombardia, 76/78 - 20900 Monza (MB)
国道 S.S.36 Milano - Lecco,
Monza centro 出口, 米兰方向
电话. +39 039.27.28.31
传真 +39 039.27.28.32.00
monza@ashotels.it
www.ashotelmonza.it

信息与预订
电话. +39 0362.64.40.444 
传真 +39 0362.64.40.333 
centroprenotazioni@ashotels.it
www.ashotel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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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ANA: il capolinea della linea verde (M2) 
della metropolitana “Gessate” dista solo 6 km dall’Hotel.

距离

地铁：红线 (M1) 总站“Sesto Fs”距离酒店
仅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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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45°34’58.0”N 9°15’00.6”E

欢迎您的到来 

接待方式绝对与众不同 

会议室名字 平米 高度 (米) 自然光线 剧院 课卓 大桌 U型

5 家 四 星 级 酒 店 ， 6 0 0 间 房 间 遍 布 在 米 兰 北 部 地 区



无论是品尝意大利美食、地中海美食还
是国际美食，味道小馆 (Taverna dei 
sapori) 餐厅都是您的理想选择，暖色调的
石材颜色使得环境温馨私密，拥有高品质
的美酒佳肴，窖藏丰富的葡萄酒。

菜单种类多样，可以按菜单选择，也提供
商务套餐和根据要求准备的个性化套餐，
您可以完全按照工作时间就餐。

大厅拥有50个座位用于午餐、早餐和工作
晚餐，节日和公司聚会；私人聚会、毕业
聚会、生日聚会和其他等等。

此外，舒适的酒吧适于会见合作方和客
户，您可以在热烈的气氛中品尝美味小吃
或是与众不同的开胃酒。

报价中还涵盖一个典雅的会议厅服务，即
蒙扎，配备最现代技术，提供全包式服
务，可支持多达50人的会议和活动。会
议、产品发布会、培训课程、公司和私人
聚会以及其他等等。

您可以在此休息和吃饭，为您的重新出发
续足电力，停车场对所有客人免费开放。

汽车赛道上的会后建议绝对新颖， 那是速
度的圣地和重大体育赛事的舞台，位于皇
家别墅的绿色停车场：从环形赛事到安全
驾驶课程，从模拟进站到令人兴奋的“驾
驶体验”——赛道上驾驶高速GT赛车驰
骋。

会议和活动量身定制的雅致、实用和舒适
令人难忘的感官体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永远触手可及的款待 您的成功，我们所关注的细节
味道小馆

AS Hotel Monza酒店位于蒙扎的战略性
位置，在布里安扎的中心，靠近国际赛车
场，临近高速公路交汇处，距离米兰和机
场仅几公里之遥。可以轻松到达Rho-Pero
展览中心。

客房——66间客房中包括有商务间、旅
行间和套间——环境温馨——全部房间配
备双人淋浴和水疗，我们注重将所关注的
细节和您的习惯结合起来：即专属类型住
宿，从极具舒适感并精益求精的住宿条件

到最关注预算范围的住宿环境您都可以在
此找到。

美妙的自助早餐提供各种口味的丰富高品
质天然食品供您选择，温馨的酒吧，迷人
的味道小馆 (Taverna dei sapori) 餐厅。

报价中包括停车场及前厅服务和提前约定
时间的班车服务，在主要展览期间每天往
返于Rho-Pero展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