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有很多舒适的酒店!

ザ・リッツ・カールトン大阪

梅田
酒店向 导

限定优惠券

Ritz-Carlton,Osaka
MAP P6C13

国际酒店集团丽思卡尔顿在日本
开设的第一家酒店。酒店服务细

优惠券信息随时更新。
预定陆续登场！

致入微，为您带来上乘的住宿体
验。

06-6343-7000
大阪市北区梅田2-5-25
http://www.ritzcarlton.com/zh-cn/hotels/
japan/osaka

盘点前往热门旅游景 点 梅 田 地 区 以
及大阪观光景点均很 方 便 的 酒 店 ！

扫一扫QR码可以获取购物中心店铺
的优惠券。

インターコンチネンタルホテル大阪

OSAKA
MAP P6E4

位于GRAND FRONT大阪内的
酒店。以获得一颗星的法国料

♦HOTEL

HANKYU INTERNATIONAL

ホテル阪急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P6I2

MAP

以舒心温馨的“花卉”为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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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NEW HANKYU OSAKA

大阪新阪急ホテル

MAP P6H5

与阪急、地铁梅田站直接连通，
地理位置绝佳。酒店南大门的前
面便是关西国际机场和伊丹机场
的机场巴士发车站和到达站，交
通也极其方便。
06-6372-5101
大阪市北区芝田1-1-35
http://www-a.global.hankyu-hotel.com/
new-hankyu-osaka/zh/

♦HOTEL
ホテル阪神

住宿信息

入住：15:00
退房：12:00

入住：15:00
退房：12:00

DAI-ICHI HOTEL

大阪第一ホテル

MAP P6G11

06-6341-4411
大阪市北区梅田1-9-20
https://www.osakadaiichi.co.jp/en/

♦FIRST CABIN Hanshin Nishi Umeda
ファーストキャビン阪神西梅田

梅田自不必说，整个大阪的观光信息都聚集于此。中心内还
备有外文的旅游手册，为在大阪逗留的海外游客提供方便。

JR R Osa hima
J kus
Fu

至 梅田駅→

To arrive
Umeda Station

ファーストキャビン
ホテル阪神 阪神西梅田

Hotel Hanshin

住宿信息

FIRST CABIN
Hanshin Nishi Umeda

阪神本線 福島駅

Hanshin Main Line
Fukushima Station

JR東西線 新福島駅
JR Tozai Line
Shinfukushima Station

入住：17:00
退房：10:00

HEP FIVE
P.9
P.7
NU
P.7
− 茶屋町／NU
− 茶屋町Plus
HERBIS PLAZA／HERBIS PLAZA ENT
P.7
GRAND FRONT大阪
阪急三番街

P.7

大阪市北区梅田3-1-1 JR大阪站大厅北侧（铁路·观光问询处内）
【营业】8:00〜20:00、12/31·1/2·1/3为10:00〜18:00 1/1休息
http://www.osaka-info.jp/jp/search/detail/office_4.html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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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口译服务

Gurunavi Information Lounge Osaka

ぐるなび情報ラウンジ 大阪

“GURUNAVI信息社交室 大阪”的搜店专家为您搜索符合您
要求的饮食店，并代为确认席位、预约。如有需要请随时咨询。

提供英语、汉语、韩语的电话口译服务。在购

大阪市北区大深町4-1 梅北广场1楼【营业】10:00〜21:00 不定休
（英文）http://gfo-eng.com/information/（中文繁体）http://gfo.com.tw/information/
（中文简体）http://gfo-cn.com/information/（韩文）http://gfo-kr.com/information/

务人员。由服务人员拨打电话给口译服务中

外币兑换·
取款服务

福岛站周边MAP

Naniwasuji
Street

※可使用各种信用卡、新韩、银联。详情请咨询各店铺。

06-6345-8424
大阪市福岛区福岛5-2-30
https://first-cabin.jp/zh-CHS/
hotels

从移动终端的Wi-Fi网络一览中选择
“HANKYU-HANSHIN WELCOME Wi-Fi”。
点击浏览器的图标，会显示登录页面。接下
来就按照页面的指示，简单登录即可。

物或用餐时若有任何问题，请告知身边的服
心，再由口译人员实时口译与说明。

住宿信息

なにわ筋

住宿信息

入住：14:00
退房：12:00

大阪観光案内所

入住：15:00
退房：12:00

島駅
線 福 Line
環状 Loop ation
大阪 ka St

酒 店。共 有2种 客 房，
同时设有咖啡酒吧。夜
晚可同时享用美酒及美
食。

下1000米 处 涌 出 的 天
然温泉的酒店。与JR大
阪站只有环状线一站的
距离。

Tourist Information OSAKA

可兑换外币的设施

以飞机商务舱为概念的

不 仅 在SPA温 泉 设 施，
所有客房均可享受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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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位于JR大阪站前的大阪丸大厦
内的酒店。从JR大阪站步行3分
钟即达，通过地下通道与各私铁、
地铁连接，极为方便。

HANSHIN

06-6344-1661
大阪市福岛区福岛5-6-16
http://www-a.global.hankyuhotel.com/hotel-hanshin/zh/

06-6377-2100
大阪市北区茶屋町19-19
http://www-a.global.hankyu-hotel.com/
hankyu-international/zh/

♦OSAKA

「HANKYU HANSHIN WELCOME Wi-Fi」

大阪 梅
·田

2

入住：15:00
退房：11:00

Free Wi-Fi service for overseas tourists

可利用阪急阪神免费WiFi的商业设施！

等，能够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住宿信息

阪急ツーリストセンター 大阪・梅田

这里不仅提供到阪急沿线的观光信息，还设置了可有偿租
用的个人电脑。工作人员也可应对4种语言，请您放心咨询。

SPOT

06-6374-5700
大阪市北区大深町3-60
https://www.icosaka.com/en/

Hankyu Tourist Center OSAKA-UMEDA

服装百货
5~20%
OFF

Wi-Fi热点

大阪市北区芝田1-2-1 阪急梅田车站场内
【营业】8:00〜17:00 12/30〜1/3休息
http://www.hankyu.co.jp/area_info/tourist/

豪 华 酒 店。从 客 房 眺 望 的 风 光，
以及各类餐厅提供的顶级美食

理餐厅等为代表，一切尽显高
大上。

美食
5~20%
OFF

INFORMATION

住宿信息

入住：15:00
退房：11:00
SPOT

♦INTERCONTINENTAL ®

有100种
以上
优惠券!

● GRAND

FRONT大阪 P.7
北馆B1F“Travelex GRAND FRONT大阪店”

● 阪急三番街

P.9
南馆B1F 三井住友银行 梅田北口办事处
梅田外币兑换柜面 池田泉州银行 梅田支行
南馆2F 瑞穗银行阪急梅田支行 ATM区内

可使用的信用卡

“

在梅田内移动时利用
”交通工具吧！

巡游梅田地区的巴士

“UMEGLE-BUS 梅田地区巡回巴士”
所需时间／约30分钟 公交车站／共12处
运行时间／8:00〜20:00、周六、假日 10:00〜
运行间隔／10〜12分钟
车费／100日元（儿童50日元）、一日乘车券200日元（儿童100日元）
※下车时，请将车费投入车费箱中。如果利用一日乘车券，请在下车
时出示给乘务员。
※如果利用IC卡（PiTaPa、ICOCA、hanica等）
，请
在上车和下车时刷读卡器。
URL／ http://bus.hankyu.co.jp/rosen/umegle.pdf
※经过车站请见P6地图

※本杂志所刊登的信息为截至2018年3月的信息。采访后商品内容、菜单、价格可能发生修订、变更，请事前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各设施确认。
※本杂志中所列金额均为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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