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
索妮娅丽笙酒店位置便捷，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利杰伊内伊大街 5/19 号，191187
+ 7 812 406 00 00
《罪与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知名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俄罗斯精神的化身，也是索妮娅丽笙酒店内部陈
设设计的灵感来源。索妮娅丽笙酒店的主要元素为变革。“蜕变”餐厅提供各种传统俄餐。


酒店距离普尔科沃机场 17 公里，距离莫斯科市火车站 3 公里，距离芬兰火车站 1 公里。



173 间客房的独特设计灵感来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



“蜕变”餐厅获得“2010 年最佳酒店餐厅”和“2010 年最独特内部设计餐厅”大奖。餐厅为顾客提供现代美餐和

传统俄餐，吧台提供小吃和饮料。


免费高速 Wi-Fi。



早上 5 点起提供早餐，餐厅工作日 6:30-10.30、周末 6:30-11:00 点为早餐时间。住客享受 24 小时客房服务。



酒店设有设备齐全的健身室以及两间土耳其桑拿室。



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索妮娅丽笙酒店可承办商务会议，酒店共设有四间会议厅，设备完善。



索妮娅丽笙酒店获得“绿色钥匙”国际环保证书。



酒店禁止吸烟。

客房
索妮娅丽笙酒店为住客提供设计独特的客房：共 173 间时尚 客房，包括 130 间标准客房、41 间商务客房和 2 间宽
敞豪华套房。酒店设有残疾人客房。每间客房提供免费 Wi-Fi、互动卫星电视、空调系统、浴室的可加温地板和
镜子。住客享受洗衣店和干洗店服务。24 小时客房服务。客房内部陈设灵感来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
罚》。每间客房都有来自该小说中的细节：《西斯廷圣母》、模仿陀斯妥耶夫斯基办公桌的桌子、彩色盒子以
及独特的墙纸。
标准客房
客房面积约：16-23 平米 | 最多住客：3 人
酒店共有 130 间标准客房，适于一至三人。每间客房里有洗漱用品、擦鞋海绵和针线包。
您所享受的服务


空调系统



保险箱



免费高速 Wi-Fi



吹风机和化妆镜



浴室可加温镜子和地板

商务客房
客房面积约：25-33 平米 | 最多住客：3 位成人，1 名儿童
客房特别适合商务旅行者。商务客房服务包括自助早餐、每日报刊、免费市话、免费高速 Wi-Fi。
您所享受的服务


浴袍与拖鞋



保险箱



免费高速 Wi-Fi



免费市话



吹风机和化妆镜

豪华套房
客房面积约：50 平米 | 最多住客：4 人
“主我”套房正对利杰伊内伊大街。客房的设计独特，适合 VIP 贵宾。“仁爱”套房朝向酒店内院。每间客房宽敞，
有客厅、桑拿室和两台液晶电视机。套房适合家庭住客以及在圣彼得堡长待的住客。
您所享受的服务


浴袍与拖鞋



每日报刊



保险箱



客厅、卧室、桑拿室



熨烫服务



免费高速 Wi-Fi



市话免费

残疾人客房
本酒店注重设施的无障碍性。酒店设有专门的残疾人客房。请联系酒店服务员，以确保客房内的设备符合您的
需求。
您所享受的服务


卫生间扶手



澡盆扶手



报警信号音响视频系统



客厅和浴室的加宽大门



适于二轮车椅的前厅



适于二轮车椅的入口



适于二轮车椅的卫生间



按需求提供二轮车椅

酒吧餐厅
索妮娅丽笙酒店“蜕变”酒吧和餐厅的灵感也来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设计体现了“再生”的概念，各种
原汁原味的俄罗斯风格的材料、面料和墙纸无不突显着这一概念。
“蜕变”餐厅
“蜕变”餐厅提供俄餐和欧餐。菜单以书的形式呈现，分为“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结语”。住客可以一边品
尝美食一边看书。餐厅以独特设计的内部陈设和考究的俄罗斯传统美食而闻名。总厨弗拉索夫使用本地食材，
推出当季特惠。
营业时间
早餐：
06:30-10:30（工作日）
06:30-11:00（周末）
在大堂就餐
商务午餐：
12:00-16:00（工作日）
点菜：
12:00-24:00（每天）

订位
电话：+7 812 406 0006
“蜕变”酒吧
“蜕变”酒吧位于酒店大堂，可容纳 30 人。为住客提供高端服务和各种小吃饮料。“蜕变”酒吧特别适于朋友聚餐和
商务会议。
营业时间
09:00-01:00（每天）
服务
免费 WI-FI
丽笙酒店遵循“简单连接”的服务宗旨，提供免费 Wi-Fi 服务。所有住客在酒店境内享受免费高速/无线网络。
超级早餐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也是每名住客退房之前对酒店留下的最后印象。丽笙酒店超级自助早餐让住客品
尝各种欧洲大陆、北欧及美式美食。
延时退房
在丽笙酒店可以延时至 18:00 退房（前提是酒店有空余客房），无需额外费用。本酒店的宗旨为满足顾客的所有
要求，为住客灵活解决问题。
统一按键服务
住客所需要的服务（如客房服务、呼叫服务员、特殊要求等）只需按键便可解决。您只要按下房间电话机上的
服务按键，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
外带早餐
总是匆匆忙忙、没有时间享受传统早餐的住客可以选择外带早餐：每日大堂提供一次性杯装茶/咖啡、新鲜水果
和营养棒，让住客不会错过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快速退房
为了节约住客的宝贵时间，本酒店也提供快速退房：账单可通过电子邮件和普通信件发送，或提前在前台准备
好。
特快洗衣
本酒店住客一般住店时间不超过两天，洗衣成了比较麻烦的事情。为此丽笙酒店提供 3 小时特快洗衣。如果您
在 20 点之前把服装交给洗衣店，当天晚上就能把您的衬衫、袜子、内衣、裤子等洗好交还您。
100%满意度
丽笙酒店追求顾客的 100%满意度，保证顾客的 100%满意度。如果您入住酒店时出现了任何问题，请通知酒店服
务员，本酒店会尽快处理。在您的问题解决之前，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健身
健身室配有现代高端设备，设有两间土耳其桑拿室，每间可容纳 8-10 人。
6:00-23:00（每天）
签证服务
成功订房的住客可免费享受酒店提供的签证服务。取消订房或不入住酒店时住客必须缴纳 2200 卢布/人的罚金，
以补偿签证费用。
办理签证，您需要：
1、填写签证服务申请表，并把申请表发回酒店。
2、将护照首页复印件发给酒店。

3、将带有签名的银行卡双面复印件发给酒店。
俄罗斯联邦规定，酒店必须在住客入境 7 天内进行登记。登记的目标是告知移民机构住客在俄罗斯的停留地。
为了尽快登记，请住客出示护照、俄罗斯签证和入境时发放的移民卡。登记费用为 300 卢布。
为了获得办签证所需要的文件，请联系订房部：
电话：+7 812 406 00 07
+7 812 406 00 08
传真：+7 812 406 00 02
电子邮箱：sonya.sales@radissonblu.com
门房服务
本酒店门房能帮助住客了解圣彼得堡市，制定游览计划，买票，组织个人/团体参观，预定机场接送服务（专车
和司机，包括经济汽车、商务汽车和厢式旅行车）。
电子邮箱：reception.sonya@radissonblu.com
活动
索妮娅丽笙酒店适于组织各种规模的活动。所有会议厅装配了现代设备，可以举办宴会、会议和庆祝活动。酒
店共有四间会议厅，总面积为 280 平米。在酒店内院可以举行 90 人的宴会和 150 人的鸡尾酒会。在任何会议厅
可以举办 70 人的商务会议或座谈会。可协调酒店住客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
住客享受
大堂有很高的天花板和自然采光，为顾客提供活动空间。这里可举行婚礼和画展。色彩和家具让设计主题更加
突出。酒店员工将协助顾客组织活动。为每位参与者免费提供饮水。总厨弗拉索夫制定专门的菜单。


四间会议厅，面积为 12-142 平米。



顾客免费享用液晶放映机、黑板、挂纸白板、文具、音响系统。

前言
适于商务会议和企业培训。内部陈设独特，配有现代设备。
大概面积：12 平米
最高活动人数：8
第一章和第二章
两间会议室又多功能又舒适。可以用隔壁把每间会议厅分成两个空间。
大概面积：46 平米
最多人数：40
结语
酒店的最大会议厅，适于各种活动（“教室”或“剧场”），特别适于宴会厅和鸡尾酒会。
大概面积：84 平米
最多人数：70
内院
内院设计灵感来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结语，这里的主题是西伯利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大都市生活
的对照。内院适于早餐会、商务会议和鸡尾酒晚会。
大概面积：142 平米
最多人数：150

联系信息
索妮娅丽笙酒店，圣彼得堡市
利杰伊内伊大街 5/19 号
191187
圣彼得堡市
俄罗斯联邦
订房部
电话：+7 812 406 0007
电话：+7 812 406 0008
传真：+7 812 406 0002
电子邮箱：sonya.sales@radissonblu.com
前台
电话：+7 812 406 0000
传真：+7 812 406 0001
电子邮箱：reception.sonya@radissonblu.com
销售部
电话：+7 812 406 0017
传真：+7 812 406 0002
电子邮箱：sonya.sales@radissonblu.com
“蜕变”餐厅酒吧
电话：+7 812 406 0006
玛利亚·库谢娃，餐厅酒吧经理助理
电子邮箱：maria.kushcheva@radissonblu.com
会议活动
电话：+7 812 406 0019
安娜·格利戈利耶娃，会议活动组织经理
电子邮箱：anna.grigoryeva@radissonblu.com
总经理办公室
Тел.: +7 812 406 0010
电子邮箱：rohit.karunakaran@radissonbl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