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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罗莱夏朵国际精品酒店联盟（ R e l a i s & C h â t e a u x ） 

于1 9 5 4 年在法国创立，共联合550家优秀酒店及餐厅。
联盟由独立的专业人士运营，他们对这一行业充满激情，力
求为顾客奉献最为贴心周到的服务。 

从纳帕山谷的葡萄园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再到印度洋美
丽海岸，罗莱夏朵国际精品酒店联盟覆盖全球各地，诚邀
您探索当地生活文化，领略独一无二的风土人情。 

罗莱夏朵国际精品酒店联盟会员致力于保护、促进和推广
本土文化与餐饮习俗多样发展。联盟会员于2014年11月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承诺保护本土历史遗产和自
然环境。 

我们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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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大事记 

罗莱夏朵宣言及20项
承诺  
 

 

 

1954 

由马塞尔·蒂卢瓦创
立的Relais de 

Campagne协会的诞
生以及第一条幸福
之路 

1960 

欧洲、比利时和西班
牙线路的开通 

1974 

Relais de Campagne与Rela

is Gourmands和Châteaux-H

otels的联合组成罗莱夏朵 

1975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线
路的开通 

2004 

中国线路的开通 

 

2008 

印度线路的开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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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美丽的故事，是关于那些投资了一间精品酒店，一家特殊餐厅的人们的故事。他们联合起来，只为更好地分享他们的激
情。故事开始于1954年。 

 

60多年前，位于罗讷河（Rhône）右岸的La Cardinale酒店餐厅所有者马塞尔（Marcel）和奈利·蒂卢瓦（Nelly Tilloy）这对音乐
厅演奏艺术家夫妻萌生了以 “幸福之路”（La Route du Bonheur） 为主题创办八间酒店餐厅的想法。 

 

最初位于巴黎至尼斯市郊的8间酒店，秉承着共同的价值观联合起来：高水平的服务、珍馐美食以及生活艺术的独特理念。这一
结合意味着享誉世界的全球性酒店联盟——罗莱夏朵（Relais & Châteaux）的诞生。 



 我们的组织 

罗莱夏朵  是一个非营利性联盟，由国际主席（Président 

International）统一管理，国际主席每四年由联盟会员选举产生。 

 

主席直接管辖两个团队，依靠它们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行政委员会 和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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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员会 

PHILIPPE GOMBERT,  

国际精品酒店联盟主席 

特恩城堡酒店（Château de la Treyne）
所有者 

法国 

GEORGE GOEGGEL,  

美洲地区第一副主席 

太阳山庄（Auberge du Soleil）所有
者 

美国 

SILVIA LAFER,  

欧洲地区副主席 

斯托姆博格（Johann 

Lafers Stromburg）酒店
所有者 

德国 

OLIVIA LE CALVEZ,  

秘书长 

Toira & Villa Clarisse别墅酒店所有者 

法国 

THOMAS MAECHLER,  

财务官 

美岸酒店（Beau-Rivage 

Hotel）所有者 

瑞士 

MAR SUAU,  

成员 

桑布鲁尔水疗酒店（Son 

Brull Hotel & Spa）所有者 

西班牙 

ANDREW 

STEMBRIDGE,  

成员 

楚顿格伦酒店
（Chewton Glen）首席

执行官 

英国* 

行政委员会，与主席同时选举产生，由酒店餐厅会员志愿者组成。其职能在于确定组织的战略纲要，
后由董事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确认生效。 

OLIVIER ROELLINGER,  

主厨副主席 

布里固尔别墅（Maisons 

de Bricourt）酒店所有者 

法国 
  

JAISAL SINGH,  

亚洲地区副主席 

Sher Bagh & the Serai Jasalmer酒
店所有者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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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委员会 

JEAN- FRANÇOIS FERRET,  

首席执行官 
FLORENCE COMAS,  

发展与网络质量总监 
BENOÎT JUILLET,  

总干事 

ISABELLE MICAL,  

公关总监 

执行委员会由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永久雇员组成，对行政委员会确定的战略纲要提供建议，深化并
促进其实施执行。该委员会由负责执行事务的首席执行官、负责管理监督的总特派员、负责发展与
网络质量的总监，以及负责公关的总监共同组成。  

总部 

58 – 60 rue de Prony, 75 017 Paris, France 

联系方式   01 45 72 9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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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前瞻性的、超越联盟本身的品牌定位，坚持分享生活艺术与
专业技艺，保护当地风土人情。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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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好客的精神 与 美食 使客户在每个罗莱夏朵会员的探索与经
历都格外独特。 

 

在罗莱夏朵，每间酒店餐厅都为 热情好客的精神 与 对分享的热
爱所驱动。每个成员酒店都自发地以热情宽厚的姿态欢迎我们的
客户，并为他们提供殷勤周到的服务，形成 情感上的共通。  

 

然而，没有体验过罗莱夏朵的饕餮美食算不上真正体验过品牌的
服务。美食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 承诺，是那
些树立了罗莱夏朵品牌理念并将其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加以践行的
人们所许下的承诺。  

 

这些天赋才华的手艺人怀着对生活环境与 生活品质的崇敬之心，
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  

 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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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于当地文化 

罗莱夏朵以活力诠释当地历史， 环境与文化。 

 

人性化 

每一个酒店均尊重参与当地文化的主体人群。 

 

分享 

品牌经营者与团队和顾客慷慨分享激情。 

 

承诺 

罗莱夏朵致力于促进酒店与餐饮业发展。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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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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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酒店-餐厅 

90 餐厅 

       2 不提供餐饮服务的酒店 

 

遍及60多个国家的近550间会员酒店和餐厅 

全世界最广的大厨网络 



 合作机构 

罗莱夏朵同众多机构合作， 积极履行 2014年11月在世界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发布的品牌愿景。  

以珍馐佳肴和热情之道，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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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合作伙伴与我们有着共同的追求： 

卓越 

“ 它们同罗莱夏朵一道，致力于 我们共同价值观 的传播，为我们的客人提供独一无二的体验。它们同罗莱夏朵共同形成
了 一个顶级品牌联盟，每个成员都把提高工艺、崇尚技艺与处世技能作为品牌理念。" 

官方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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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Emmanuelle Mananne 

媒体关系负责人 

+33 1 45 72 90 13 // +33 6 27 25 38 96 

e.mananne@relaischateaux.com  

Isabelle Mical 

通讯总监 

+33 1 45 72 90 11 // + 33 6 10 56 40 55 

i.mical@relaischateaux.com  

www.relaischateaux.com 

www.relaischateaux.com/magazine 

Apple Store : https://itunes.apple.com/fr/app/relais-et-chateaux-officiel/id346844763?mt=8 

Android :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relaischateaux.android&hl=fr 

 

https://www.facebook.com/relaischateaux.fr/
https://www.instagram.com/relaischateaux/
https://twitter.com/RelaisChateaux
https://www.relaischateaux.com/fr/
https://www.relaischateaux.com/us/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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