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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兰出发: 高速公路A8 Varese-Malpensa方向,Legnano口出。右
转,照直,就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后酒店在左侧。

从南米兰,热那亚高速公路A7,博洛尼亚公路A1,利纳特机场出发: 西环路
Torino-Malpensa方向,顺高速公路A8 Varese-Malpensa方向,Legnano
口出。右转,照直,就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后酒店在左侧。

从东米兰,威尼斯高速公路A4,贝尔格莫机场出发: 高速公路都灵方向.顺
高速公路A8 Varese-Malpensa方向马尔本萨机场,Legnano口出。右
转,照直,就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然后酒店在左侧。

从都灵高速公路A4出发: A4高速公路威尼斯高方向,顺A8高速公路 
Varese-Malpensa方向马尔本萨机场,Legnano口出。右转,照直,就
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后酒店在左侧。

从科莫A9高速公路出发: A9高速公路米兰方向,A8 Varese-Malpensa高速公
路,Legnano口出。右转,照直,就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后酒店在左侧。

从速VareseA8公路-马尔本萨机场出发: A8 Varese-Malpensa高速公
路,Legnano口出。右转,照直,就第一个周围左转。照直1,5千米后酒店在左侧。

从Rho-Pero米兰展览出发: 顺del Sempione国路,9千米后到达酒店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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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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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儿

如何到达

AS Hotel Sempione Fiera
S.S del Sempione国路,320号
20028 San Vittore Olona市(米兰)
A8高速公路, Legnano口出, S.S del Sempione国路方向
电话. +39 0331.51.20.01
传真 +39 0331.51.78.63
sempione@ashotels.it
www.ashotelsempionefiera.it

预定中心
电话. +39 0362.64.40.444 
传真 +39 0362.64.40.333 
centroprenotazioni@ashotels.it
www.ashotel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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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ORD公司: 舒适快速到达米兰Porta 
Garibaldi火车站。Parabiago火车站距酒店
仅3千米。

米兰POrtA 
GAribALdi车站

米兰CentrALe
车站

米兰CAdOrnA
车站

大教堂

PArAbiAGO
市 rhO展览

A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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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的到来 

在这儿好客是特色的

GPS: 45°34’31.9”N 8°57’14.3”E

商务 | 会议和活动 | 餐订
蒙扎 | 米兰 | 展览中心



会议室名字 平米 高度 (米) 自然光线 剧院 课卓 大桌 U型

Milano 100 4 √ 90 50 40 30

为味好吃意大利菜,Sempione320餐厅等你
在舒适和典雅风格也建议高级菜。
 
不同菜单: 菜点,商务建议和订制菜单为满足
你的需要。

完全一新的Sempione320餐厅,在这儿可以

来酒店客人和外客想尝一系列传统和意大
利菜。

餐厅容纳及100人所以可以主持工作午饭,
早饭和晚饭,盛大晚会,公司晚饭,仪式,圣洗
礼,圣餐和坚振圣事。

酒店包括一间典雅会议室叫Milano,用有最
高技术也可以容纳90个人。 会议,培训班,公

司活动或商务约会。我们准备咖非休息和会
议菜单为镇兴。免费舒服外车库场对客人。

会议和活动高雅,实用性和定做的舒适
在哪儿味好吃饮食优越的地理,在手伸得到的好客 不但见面人,而且
Sempione320餐厅

AS Hotel Sempione Fiera在优越的地理
(Sempione国路)距Rho-Pero展览中心(9千
米),马尔本萨展览和马尔本萨机场很小分钟;
米兰,马焦雷湖和奥特来斯邻近。
 
在客房里- 82间客房其中标准房或商务房或
经济房-混合一板三眼和注意对你们的习惯: 
不同类的住所,从最高级(用有很多好处)到住
所可以遵守低的预算。

丰 富 自 助 早 餐 提 供 充 满 高 级 自 然 食
品。Sempione320舒适和典雅的餐厅。
 
酒店的服务包括扩大停车场（也地下),班车
达到展览中心有重要展览的时候,达到马尔
本萨机场(MXP)和Parabiago市火车站（舒
服抵达米兰中心）。

会议设备：
活动挂图板、电脑、屏幕、投
影仪、扬声器、扩音机、活动
台和任何其他会议需要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