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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从“榕”探索世界 
悦榕集团成立 27 周年里程碑 

 

 
 
【新加坡，2021 年 9 月 6 日】近日，为了迎接集团成立 27 周年志庆，悦榕集团诚邀全球旅行者“从

‘榕’探索世界”，为暌违已久的假期整装出发。随着越来越多的目的地重新开放，2021 年 9 月 7 日

起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期间，悦榕集团将于全球范围内推出专属优惠，最高可享套餐金额 50%的超

值附加礼遇，可用于餐饮、养修体验或房型升级，集团旗下多元化的各类产品组合也将同时推出限定

优惠或及缤纷赠品，与集团曾经与未来的宾客们，一同庆祝这一里程碑的达成。 
 
自 1994 年成立以来，悦榕集团秉承不变的初心与承诺，始终坚持倡导可持续发展并以健康养修的旅宿

体验为核心，逐步从单体酒店发展成多品牌并行的酒店集团，现如今已在 22 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多家酒

店、度假村、Spa、艺品阁、高尔夫球场，更引以为豪的是各产业与当地自然和社区和谐共存，共荣发

展。 
 

本次周年庆以“从‘榕’探索世界”为主题，邀请宾客们感受焕然一新的旅宿体验，重新从旅行中发

现美好。集团旗下的每家酒店都精心设计了富有当地特色的体验项目，无论是在杭州西溪悦榕庄乘坐

传统摇橹船，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泛舟，欣赏沿途水墨江南连绵山水，品尝美味可口的下午茶，

还是在普吉岛悦榕庄经典的户外凉亭中体验历史悠久的传统水疗，亦可在伊瑚鲁悦椿度假村或瓦宾法

鲁悦榕庄踏上一场激动人心的黄昏海钓探索之旅。 
 
“从‘榕’探索世界”礼遇亮点： 
 
1. 畅享美味：不论是重新体验本地美食或开启期待已久的环球美食之旅，都可恣意享受酒店餐饮服

务折扣。 
2. 畅享健康：在悦榕集团屡获殊荣的悦榕 Spa，体验放松舒缓的护疗时光。亦可从艺品阁中挑选备受

青睐的芳疗产品，将这份体验延续至家中——我们提供免费的配送服务，活动期间还可获得 1.5 倍

积分。 
3. 畅享逸趣：房型升级至迷人舒适的海景别墅，亦可在套餐中选择免费的机场接送服务。或是尽享

乘船游览、潜水、高尔夫等娱乐体验活动的折扣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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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止，访问此处，在悦榕集团旗下各酒店与度假村，尽情探

索诸多专属礼遇。入住有效期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完– 

 

参与周年庆酒店列表： 

 

“从‘榕’探索世界”专属礼遇条款与条件： 

1. 至少入住 2 晚。 

2. 不可与其他优惠促销及礼券同享。 

3. 任何增值服务均不可折现。 

4. 预订此套餐不可取消、变更及退款。 

5. 入住日期不可更改。 

6. 入住时须支付全款。（通过微信小程序预订时，须支付全款。） 

7. 更多预订详情请咨询各酒店。 

8. 预订日期为 2021年 9月 7日至 2021年 10月 15日。入住日期为 2021年 9月 7日至 2022年 7月 31 日。 

 

中国 印度尼西亚 老挝 

杭州西溪悦椿度假酒店 民丹岛悦榕庄 老挝 Maison 桑维纳方姆饭店 

西安临潼悦椿温泉酒店 民丹岛悦椿度假村  

珠海凤凰湾悦椿酒店 民丹岛悦梿酒店 摩洛哥 

西双版纳悦椿温泉度假酒店 巴厘岛布罕悦榕逸境 摩洛哥悦椿楼阁 

安吉悦榕庄  塔姆达湾悦榕庄 

重庆北碚悦榕庄 韩国  

杭州西溪悦榕庄 首尔悦榕庄 卡塔尔  

黄山悦榕庄  多哈悦榕庄 

九寨沟悦榕庄 马来西亚  

丽江悦榕庄 槟城直落巴港悦椿度假村 泰国 

仁安悦榕庄 吉隆坡悦榕庄 普吉岛乐古浪悦椿度假村 

三亚悦榕庄 吉隆坡柏威年酒店·悦榕管理 普吉岛悦椿别墅度假村 

上海外滩悦榕庄  曼谷悦榕庄 

腾冲玛御谷悦榕庄 马尔代夫 甲米悦榕庄 

天津海河悦榕庄 伊瑚鲁悦椿度假村 普吉岛悦榕庄 

阳朔悦榕庄 微拉瓦鲁悦椿度假村 苏梅岛悦榕庄 

衢州悦苑酒店 瓦宾法鲁悦榕庄 普吉岛悦梿酒店 

   

希腊 墨西哥 越南 

科孚岛悦椿度假村 西卡纳徒恩悦椿度假村 越南中部兰珂悦椿度假村 

 卡布马盖斯悦榕庄 越南中部兰珂悦榕庄 

 玛雅哥巴悦榕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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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悦榕集团 

悦榕集团（“悦榕控股有限公司”或“集团”）是全球领先的独立运营，多品牌并行发展的酒店集团。悦榕集团旗下拥有 5

个屡获殊荣的品牌：悦榕庄、悦椿、悦梿、悦苑和乐古浪度假村，其产业包括：酒店、度假村、Spa、艺品阁、高尔夫球场和

住宅组合，旨在为当今和未来的全球旅行者打造设计为先的非凡旅行体验。 

 

从 1994 年创立旗下首家普吉岛悦榕庄，悦榕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多元化的企业，致力于为宾客打造焕活身心的休憩之所

。同时集团倡导“拥抱环境，关爱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致力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其物业、产品和品牌所在社区及目

的地的发展创造长期价值。悦榕集团目前在全球 22 个国家拥有超过 7,800 名员工，悦榕管理学院(BTMA)于 2008 年成立，并

致力于通过促进人才发展、卓越管理和有意义的学习来支持集团的目标。 

 

至今，悦榕集团已获得超过 2,759 个行业奖项和荣誉，其悦榕全球企业社会基金（BTGF）为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也得到广泛的认可，集团的努力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根据区域化增长战略，集团的全球足迹持续扩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除了目前在 13 个国家已运营的 48 家酒店外，还有 35 家新酒店和度假村正在设计和建设中。 

 

悦榕集团于 2016 年与雅高酒店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和管理悦榕酒店和度假村旗下酒店，同时也加入了雅

高酒店集团全球预订和销售网络以及客户忠诚计划雅高心悦界 。悦榕集团也于 2017 年与万科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专注于养

老、养生以及酒店领域业务的拓展。 

 
www.banyantree.com    www.angsana.com    www.cassia.com    www.dhawa.com    www.lagunaphuket.com 

 

悦榕集团委托国信传播发布以上信息，如需获取详细资料及高清图片，欢迎垂询： 

 

悦榕酒店和度假村 

张静 / 中国区品牌传播助理副总裁 

电邮：vivian.zhang@banyantree.com 

 

国信传播 

钟诚 

电邮：roy.zhong@greatx.cn 

孟小意 

电邮：meng.meng@greatx.cn 

刘辰楠 

电邮：chennan.liu@great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