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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H12 生活的艺术 
 

H12 是一个独具艺术和生活格调的全球性酒店系列，品牌诞生于“将床设于艺术馆中”的独特理念。H12 的每一

间酒店都与 12 位当地及国外艺术家合作并叙说其独特的故事，创造出“全球本土化”的艺术氛围。数字“12”呼

应了昼与夜的 12 个小时，一年中的 12 个月，东西方的 12 生肖与星座。而“H”代表着酒店员工对待每一位宾客

的用心服务，把他们当成最好的朋友，并带来快乐、谦逊、友好、健康、幽默、自然和时尚的酒店体验。 

 

作为奥地利首家国际酒店品牌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Walter Junger于2012年在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

（Carinthia）开设了H12original酒店。 

 

H12将奢华重新定义，作为“新奢华”主义的代表, H12并没有布满大理石的大堂和水晶吊灯，但会将灯饰悬挂在

树上作为浪漫晚餐的装饰品。H12酒店的选址，或是远离喧哗，亦或是都市地标，而Walter Junger的格言更加印

证了品牌的精髓：“把服务放在首位，成功自然随之而来”。 

2014 年，中国著名酒店集团铂涛集团（Plateno Group）开始寻求国际发展，七天连锁酒店与铂涛集团创始人兼

联席董事长郑南雁开始找寻优质的酒店项目。与 Walter Junger 的交谈使他对艺术与生活格调类酒店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2014 年 12 月 12 日，Walter Junger 与铂涛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 H12(HK)）Ltd., 并将总部设在香港。

目前，公司在广州、上海、柏林、萨尔斯堡和内罗毕均设有办公室。由此开始，H12 成功签订了来自四大洲的十

个项目管理合同和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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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会将秉持独特艺术和生活格调的酒店扩展到 30 家。在标志性的地区，配合艺术和温馨的环境，轻松而高效的

服务会让我们的客人成为朋友。严格挑选优质的本地食材，提供自酿葡萄酒，加上炫酷音乐，将东西方文化完美

融合。 

 

H12 – 寝于艺术长廊 

 

毕加索说：“有艺术家将太阳画成了一个黄色的圆点，但也有艺术家，由一个圆点创造出了太阳。” 

 

H12 是一个艺术中心，每一间 H12 酒店都与 12 位艺术家合作。每一间酒店同时也是一个艺术馆，陈列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艺术品。H12 设有“驻场艺术家”项目，让宾客有机会零距离与艺术家交流甚至参与到艺术创作中。 

 

H12 的发现之旅让人叹为观止，让你情不自禁的成为讲述故事的人。 

 

H12origional 酒店 

 

于 2012 年开业，H12original 酒店位于奥地利的克恩顿州（Carinthia），耸立于海拔 1750 米的阿尔卑斯山上，

紧邻一个长达 63 千米的滑雪道。 

 

从一个山间旅馆到一个当代艺术品： 

…第 12 个转角 

…12 个房间和套房 

…12 位国际设计师 

…一幅由 12 位奥运及世界滑雪冠军组成的 12 米艺术肖像 

…以中国 12 生肖命名 

…呈现 12 个独特空间 

…12 分的吸引力 

 

H12original 酒店拥有特别的房门艺术设计，包括奥地利艺术家 Robert Roubin 设计的绘于箔纸上的老鼠，

Rupert Gredler 设计的黑色山羊图案。中国艺术家谢艾格的生肖鸡树脂雕像位于两间全景套房之一的房门前，另

一间全景套房则摆放有 3D 金属马蹄雕塑，象征着十二生肖中的马。而在奥地利，人们相信马蹄会为人们带来好

运。这间套房更是凸显了艺术家 Walter J. Junger 的艺术造诣，他也是 H12 品牌创始人的父亲。酒店所有的套房

都设有一个独立浴室，浴缸，壁炉和可饱览美景的私人露台。 

 

酒店共陈列了超过 130 件当代艺术作品，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农夫画作的私人系列和一个来自中国著名雕塑家任哲

创作的高达 3 米、重达 1 吨的不锈钢雕塑。德国杂志 Times Magazine 评价道：“这间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精品

酒店，其艺术收藏在欧洲众多酒店中首屈一指”。此外，被誉为“奢华酒店米其林指南”的“Kiwi Collection”

评价 H12original 为“全世界最有趣的 10 间艺术酒店之一”。 

 

酒店的建筑设计将原材料与保暖材料相结合，映衬着质朴的自然景象与田园诗般的山地风光。宾客在 H12original

酒店舒适的私人客房内，可享受就近采集的健康食材和 H12 Cuvée。不仅如此，宾客还可在全景露台上倚靠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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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椅，小酌一杯，点上一根 H12 手卷雪茄，融入酒店 DJ 为 H12original 量身打造的“Aprés Chic”音乐中，

欣赏湖光景色，享受别样奢华。 

 

H12 品牌发展 

随着 H12 香港有限公司的成立，H12 目前已经成功签订了十个酒店管理合同，其中包括位于非洲肯尼亚的四个野

生度假茅草屋酒店。 

H12 Delta Dunes位于塔纳河（Tana River）的三角洲区域，而H12 Kipalo Hills则坐落于西察沃国家公园

（Tsavo West National Park），皆为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超乎想象的“赤脚奢华式”度假小屋。此外，位于

Vipingo的H12 The Beach 和H12 Kipalo Camp 将于2018年开业。为了保护周边自然环境，H12团队尽最大努力

确保设备与所有运营资源的合理运用，并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为民众提供工作机会，也为当地的供应商带来发

展机遇。  

 

在中国，2017年6月1日，全新的Paper feat. H12 （H12法租界）加入了H12大家庭。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原法租

界的Paper Shanghai是一间全服务式工作空间和社交俱乐部，H12与其合作推出Paper feat. H12，成为H12在中

国的第一个开业酒店项目。此外，H12横沙亦将于2018年底落成，地处长江三角洲上海市崇明区，距离上海市区

不到一个小时车程。该酒店坐落在一个小村庄，原是一处旧军事掩体，周边湖泊围绕，翠竹丛生。由于得天独厚

的地理环境，酒店完全采用太阳能和地热能。另外，近期签署的酒店管理合同还包括位于中国武汉的H12长寿谷

酒店（H12 Long Life Valley）。该酒店将设有100间旧石屋客房，环绕美丽的湖泊与山丘，更有几处温泉，在宁

静的大自然中增添一份健康与愉悦。 

 

在南非，位于高山之上的H12 Leshiba即将于2017年7月1日开业，地处私人自然保护区的H12 Leshiba位于一片

面积达400公顷的未经开发的处女之地。这里也是全球野生动物最佳投喂及观赏圣地之一，拥有近距离观察白犀牛

家族的难得机会。瀑布，池塘与石器时代的洞穴内画作一同构成了极佳的入住观赏体验。 

 

在亚太地区，H12猎人谷（H12 Hunter Valley）拟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开业。这家酒店将拥有72间套房，位于

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红酒产区，距离悉尼仅两小时车程。 

 

H12 的第一间酒店 H12original 位于奥地利，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宾客的到来。客房将由 12 间增至 48 间，多

数为套房。酒店扩建计划于 2018 年底完成。届时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多功能活动空间，一个两层全水疗中心（配有

干湿桑拿室和按摩室）及一个无边泳池。 

 

资料概览 - H12 酒店项目 

 

H12original 

位于奥地利盖里岑山，于 2017/2018 年进行扩建。第一批扩建的 18 间客房将于 2018 年 7 月开始迎宾，第二批

扩建的 30 间奢华套房将于 2018 年 12 月完工。 

• 30 间奢华套房，18 间客房 

• 140 米长的全景露台，饱览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及三个绿松湖泊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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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场艺术家 

• 扩建后超过 300 件当代艺术作品 及“行走的艺术”专题中来自 12 位国际艺术家的 12 件雕塑和艺术作品 

• 多功能会议室、冬季全景花园、雪茄酒廊及恒温无边游泳池 

• 一个双层水疗中心，设有干湿桑拿房及理疗室 

• 酒店的雪茄酒廊里，宾客可享受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H12original 酒店的原 12 间客房和餐厅将在酒店扩建期间正常营业 

 

H12 Delta Dunes 

坐落于肯尼亚塔纳河三角洲，已于2017年1月1日开业。 

• 7 间别墅 

• 位于肯尼亚塔纳三角洲地区的巨大白色山丘上，周边棕榈树与猴面包树环绕，白色沙滩绵延60公里，无人

造灯光，无人打扰。天然的三角洲上栖息着“非洲五霸”（水牛、猎豹、大象、狮子、河马）以及其他野

生动物，这里还栖息着全球最大的鸟类种群之一 

•    驻场艺术家 

• 离网电力供应 

• 泳池 

• 私人沙滩俱乐部。丰富的活动包括：游船观赏鸟类与野生动物，在专业向导的指引下体验丛林漫步、垂

钓、滑水、皮划艇、水上飞舟、游泳、冲浪与沙滩帆船，以及探索神秘的 Pokomo 和 Orma 部落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酒店其中一间餐厅依山傍河，另一间餐厅位于区域内最高的沙丘，俯瞰壮丽的三角洲及大海 

 

第二期 

• 第 12 间别墅将建于一叶浮舟之上，宾客每天早上醒来都能欣赏到塔纳河的别样景色 

• 4 间全新别墅，以天然有机材料打造 

• 招牌水疗，选用当地植物草本 

 

H12 Kipalo Hills 

Kipalo 的含意是“去过还想再去的地方”。酒店坐落于肯尼亚西察沃国家公园（Tsavo West National Park），

已于2017年1月1日开业。 

• 由 8 间别墅改建为 11 间豪华别墅，由环保再利用木材打造，例如树木浸入河中的部分等再利用木材 

• 位于肯尼亚的西察沃国家公园内。度假村位于私人保护区，内有茂密的猴面包树和大象石 

• 在西察沃国家公园内的首个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超过 500 只大象和“非洲五霸”（水牛、猎豹、

大象、狮子、河马）的家 

•    驻场艺术家 

• 中心游泳池建造于岩石中，可眺望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 

• 可供参与的活动有：夜驾、丛林徒步、在林中享用日出早餐、参观当地 Taita 村庄、游玩东西察沃国家公

园。其中，这两处国家公园是肯尼亚最大的大象栖息地 

• 不可错过：在加拉纳河（Galana）和察沃（Tsavo）河畔参加一夜（或更多）营地活动 

• 餐厅的招牌菜品为本地自制佳肴，选择丰富而健康有机的食材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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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别墅将改为 11 间套房（90 m²），拥有超过 100 平方米并设有巨大岩石的花园和可眺望乞力马扎罗山

（Kilimanjaro）的泳池 

• 第12个树屋套房，设有私人厨师；每一间套房都靠近一个为动物设置的水潭。在这儿，白天和黑夜都可以

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H12 法租界 (Paper feat. H12) 

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原法租界的 Paper Shanghai 是一间全服务式工作空间和社交俱乐部，H12 与其合作推出

Paper feat. H12，成为 H12 在中国的第一个开业酒店项目。酒店已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业。 

• 5 间非凡的艺术设计客房 – 1 间花园套房、2 间阁楼套房和 2 间花园客房 

• 酒店位于上海中心地段的淮海中路，是原法租界地区最为时尚的街区 

• 驻场艺术家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俱乐部酒廊与私人起居室，提供免费饮品和一些列精选设计书刊、艺术品和黑胶唱片 

 

H12 Leshiba 

位于南非 Leshiba，将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开业 

• 三处拥有 4-12 间套房的茅草屋 

• 位于高山之上，地处私人自然保护区，拥有一片面积达 400 公顷的未经开发的处女地 

• 珍稀野生动物白犀牛的家园 

• 驻场艺术家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野生动物投喂及观赏 

• 丰富多样的运动及娱乐设施 

• 游泳池 

• 餐厅及水疗 

• 私人飞机起降跑道 

 

H12 Kipalo Camp 

坐落于肯尼亚西察沃国家公园，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开放。 

• 20顶具有传统特色的豪华帐篷（双人入住）及狩猎旅行区的特色淋浴 

• 位于 H12 Kipalo 内，被丛林环绕，从每顶帐篷望出去，都可以欣赏非洲独特的景致 

• 驻场艺术家 

• 帐篷之间备有镜球和 DJ 表演 

• 可供参与的活动有：夜驾、丛林徒步、在林中享用日出早餐、参观当地 Taita 村庄、游玩东西察沃国家公

园。其中，这两处国家公园是肯尼亚最大的大象栖息地 

• 不可错过：在加拉纳河（Galana）和察沃（Tsavo）河畔参加一夜（或更多）营地活动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餐厅的招牌菜品为本地自制佳肴，选择丰富而健康的有机食材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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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The Beach 

坐落于肯尼亚Vipingo，将于2018年的第二季度开放。 

• 20 间客房与套房 

• 地处蒙巴萨（Mombasa）和马林迪（Malindi）之间 

• 驻场艺术家 

• 原生岩浆岩石上的海景泳池 

• 白沙遍布的私人沙滩 

• 毗邻高尔夫球场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水疗中心，提供非洲佳肴和国际美食的餐厅，选用健康有机食材 

 

H12 猎人谷 

坐落于澳大利亚Pokolbin的猎人谷（Hunter Valley），将于2019年的第一季度开放 。 

地处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极致美丽的风景是举办婚礼的理想之地。 

• 72 间客房与套房 

• 地处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的猎人谷（Hunter Valley），距离悉尼 2 小时的车程 

• 位于澳大利亚热带雨林与灌木丛林地中，其间还可观赏蜿蜒河流景致 

• 驻场艺术家 

• 艺术画廊与工作室、烹饪学校、婚房、热带花园、餐厅、酒吧和休息室 

• 葡萄园之旅，室外自行车活动 

• 玻璃婚礼教堂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设有两个餐厅，一个农场餐厅和一个提供有机食物与当地葡萄酒的高级餐厅 

 

H12 横沙 

位于中国上海的横沙岛，将与2018年底开放。 

• 99 间客房 

• 19 间豪华套房，皆具备中国式村庄特色 

• 42 个带有阳台和湖泊景观的客房 

• 15 间带有阳台和湖泊景观的竹林木屋 

• 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小岛上 

• 驻场艺术家 

• 保留原始的农庄结构 

• 地堡将改造成各种主题活动地点：温泉区，雪茄酒吧，酒窖，娱乐中心，音乐厅，艺术家驻地住所 

• 配备网球、山地单车、瑜伽、钓鱼、划独木舟及高尔夫等活动的运动区 

• 工业外观的宴会厅 

• 温泉区内带有浮池 

• 一间主餐厅与一间湖畔咖啡厅 

• 岛中央建有一间雕塑公园，由 12 位国际艺术家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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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最佳的婚礼场地，并设有烹饪及农业知识课堂 

• 餐厅菜单提供的全是手作佳肴 ，由有机食物制成 

 

H12 长寿谷 

坐落于华中地区的武汉，将于2018年的第四季度开放 

•    100 间客房 

•    坐拥波澜壮阔的湖景 

• 旧石屋，前政府招待所，周边还有酒庄与有机蔬菜种植园 

• 驻场艺术家 

• 多种户外运动设备，如撞球、网球、骑马、远足与射箭 

•    距离武汉市中心仅两小时车程 

•    大型水疗中心，超过 20 个室内室外温泉池，干湿桑拿等 

• 雪茄酒廊，提供 H12 自家手卷雪茄和自家红酒 

• 餐厅以本地自制佳肴为招牌，选择丰富而健康的有机食材 

 

合作伙伴 

 

铂涛集团 

铂涛集团（Plateno Group）是中国具有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集团成立于 2005 年，2013

年则推出了首个高端酒店。2015 年，铂涛集团与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达成合作关系，拥有并管理全球 55 个国家超

过 6000 家酒店的 640,000 间客房。如今，集团拥有超过九千四百万名忠实会员。 

 

2016 年，铂涛集团创办 Lifestyle Lab，是面向追求多样高端住宿体验的消费者所推出的主打生活方式的酒店品牌

群。Lifestyle Lab 旗下品牌包括 H12、安珀（Maison Albar）亚美隆（Ameron）、巴塞罗（Barcelo）和铂涛菲

诺（Portofino）。 

 

Lifestyle Lab 

Lifestyle Lab是铂涛集团旗下主打生活方式的高端酒店品牌集中平台，区别于传统标准化五星级酒店，Lifestyle 

Lab的酒店品牌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住宿体验。Lifestyle Lab目前拥有来自五个国家、引领生活方式的高

端品牌，其中包括源自奥地利、享有国际声誉的顶级艺术酒店H12; 融合法式优雅与巴黎文化的高端精品酒店安珀

（Maison Albar）; 来自德国的亚美隆（Ameron），为商务和休闲旅客打造现代舒适的居住环境；将西班牙精神

与个性带向全世界的巴塞罗（Barcelo）; 及中国高端经典品牌铂涛菲诺（Portofino）。 

 

Liberty 国际旅行社 

Liberty 国际旅行社是全球领先的目的地管理公司，1991 年由 Mario Enzesberger 创立并一直为他私人所有，他

的理念是“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Think Global, Act Local”）。Liberty 在 42 个国家拥有 57 间办公

室，员工数超过 700 人。目标是为旅行者提供休闲、会议、大型活动等专属服务。 

  

Soul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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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 of Art 于 2005 年在柏林创立。近期，董事总经理 Jane Straley 和联合创始人 Lori Lee 在香港设立新的总

部。Soul of Art 是国际著名的当代艺术品平台，一个艺术爱好者和设计师聚会的完美去处。 

Soul of Art HK 是展示年轻艺术家以及国际著名艺术家的舞台，以此发展人才并展示非凡、有趣的艺术品。从视觉

图像、油画到摄像和红酒绘画，Soul of Art HK 最为注重当代艺术。 

除了公共展出、艺术品展卖和私人收藏，Soul of Art HK 还向酒店、餐厅和其他商业项目提供艺术顾问，同时也涉

及艺术品租赁、概念化艺术活动和艺术家驻场计划。目前，Soul of Art HK 拥有来自亚洲、欧洲及非洲的超过 50

多位艺术家。 

 

H12 – 团队 

总部： 

H12 品牌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Walter Junger 

他拥有在四大洲 30 年的酒店工作经验，曾在众多著名的酒店集团工作，如威斯汀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等，并在丽

思卡尔顿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一职长达十年。同时也是宝格丽酒店品牌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品牌构建者。伴随

着位于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Carinthia）的 H12original 酒店的开业，Walter 于 2012 年成立了 H12 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办公室： 

首席运营官，Christoph Knichel 

Christoph Knichel 拥有超过 20 年丰富的酒店从业经验，曾经服务过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酒店品牌，包括凯悦

（Hyatt）、喜达屋（Starwood）和万达集团。在泰国和中国担任酒店总经理的经历让他对亚太酒店市场的发展

和经营管理有着非常深入的见解。 

市场营销副总裁 吴志忠(Thomas Ng) 

技术服务总监 金恩美(Shannon Kim) 

公共关系总监 迟铭（Maggie CHI） 

 

广州办公室： 

大中华区发展副总裁 卢小丽(Joanna Lu) 

 

德国办公室： 

运营经理 Melanie Achterberg 

 

内罗毕办公室： 

总经理 Richard Corcoran 

 

H12 图片 

H12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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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Delta Dunes 

 
 

H12 Kipalo Hill 

 
 

H12 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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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问题及需要高清图片，敬请联系： 

H12 (HK) Ltd.      

迟铭  

公关总监                                                                                                                                                                                                                                                                                                                 

香港九龙湾宏照道 33 号国际交易中心 19 楼 03-05                                                                                                                                                                                                                                                     

+852 3468 7799 

maggie.chi@platenogroup.com  

www.h12artof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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