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无限可能的度假
体验

酒店简介

康斯丹毛里求斯贝尔玛尔酒店



康斯丹毛里求斯贝尔玛尔酒店

放松及重新发现自我之旅。在这间充满毛里求斯风情的五星酒店内沉浸自我，锦标
赛级高尔夫球场，被大自然环抱的独特环境，无论您是否是高球爱好者，都会沉醉
于这里迷人的风景及优美的海岸线。在7个餐厅及酒吧里享尽美食美酒。彻底的放
松，或尽情的玩耍。您都会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度假酒店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乐趣。

地理位置

酒店坐落在15公顷的热带花园内，拥有延绵两公里长白沙滩，带
有两个18栋锦标赛高尔夫球场，总面积高达140公顷。沙滩被远
离海岸的珊瑚礁保护着，是游泳，水上活动和浮潜圣地。

精彩的度假体验

高尔夫球及大自然爱好者将在著名的锦标赛级高尔夫

球场Legend看到成群的野生鹿。

亦或尝试一些新奇的娱乐项目：水下漫步，双体船日落

游，风帆，烹饪课程等… 

体验毛里求斯东海岸被木麻黄树点缀的丝绒般的细腻

沙滩

在举办Bernard Loiseau美食节的酒店进行味蕾享受

设施

联系方式

Constance Belle MarePlage
Belle Mare, Poste de Flacq, Mauritius – Indian

Ocean  Telephone number: (230) 402 2600
Administration Fax: (230) 402 26
26  info@bellemareplagehotel.com

Constance Hotels, Resorts &Golf
Belle Mare, Poste de Flacq, Mauritius – Indian

Ocean www.constancehotels.com

Central Reservation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230) 402 27 77 / 402 27 72

Fax: (230) 402 26 16
resa@constancehotels.com

Head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230) 402 29 99

Fax: (230) 415 10 82
mkt@constancehotels.com



住宿体验

所有房间都使用现代暖色的家具装潢，营造了清新和时尚的氛围。每间房间都带有设施齐全的阳台，空调，卫生间自带分开的淋浴
室，厕所以及浴缸，吹风机，电视、卫星频道，无线网络，配有语音信箱的电话，MINI吧，接线网络，苹果系统，私人保险柜，书
桌，休息区，洗衣服务及24小时客房服务。所有房间和套房都面朝印度洋，坐落在3层高的楼栋里，酒店内无电梯或升降梯。

104 至尊房
面海 (45 m2)

面海，带阳台，洗浴室带淋浴和浴缸，厕所和梳妆台。可提供连通房。房间内的茶和咖啡为免费
供应。

可容纳2位成人及1位成人或12岁以下儿童

149 初级套房
面海 – 96 (68 m2), 沙滩 – 53 (68 m2)

96套面海套房以及53套沙滩套房，带有宽敞阳台（包括沙发床和就餐空间）。卫浴间带有步入式
更衣室，浴缸和淋浴，厕所和双人梳妆台。房间内供应免费的茶及咖啡器具，以及Nespresso咖啡
机及收费的咖啡胶囊。可安排连通房，2间初级套房适合残障客人入住

可容纳2位成人及2位18岁以下儿童或1位成人



18 栋私人泳池别墅
- 2 栋海景别墅 (375 m2 – 2卧室)
- 14 栋热带花园别墅 (375 m2 – 2卧室)
- 2 栋热带花园别墅 (525 m2 – 3 卧室, 独立起居室，带私人泳池和庭院).

• 独立办理入住手续。
• 别墅私人管家：应要求安排，别墅管家可安排别墅内免费欧式早餐，也可安排午餐，晚餐，烧
烤和其他个性化服务。

• 房间内供应免费的茶及咖啡器具，以及Nespresso咖啡机及咖啡胶囊。

• 别墅区私密性极高，客人可自由享受各项设施和服务。
• 地面楼层：1卧室，室外淋浴，起居室、卧室带有卫星电视和音响设备，DVD/PS（免费提供，
需提前预约），免费影碟（提前预约），无线网络，客人卫生间，专属小厨房，Mini吧，带私
人恒温泳池和型撑伞的阳台。

• 二楼：1或2间卧室带套内卫生间。
• 所有卧室都有空调设备，带有双人床，沙发床，休息区域，有卫星电视，套内卫生间，独立淋
浴空间/浴缸/厕所和双人梳洗台。

2卧室：可容纳4位成人及2位12岁以下儿童，加1位2岁以下婴儿
3卧室：可容纳6位成人及3位12岁以下儿童，加2位2岁以下婴儿

6 套豪华套房
面海 (96 m2, 带独立起居室)

豪华套房设有独立的起居室，卫生间自带独立淋浴室和侧或，大型浴缸，宽敞阳台。房间内供应
免费的茶及咖啡器具，以及Nespresso咖啡机及收费的咖啡胶囊。可安排与至尊房连通的房间。

可容纳2位成人及2位18岁以下儿童或1位成人，加1位2岁以下婴儿



1 栋总统别墅
852 m2 (沙滩海景 – 5 间卧室, 独立起居室，饭

厅，私人加热泳池和花园)

• 被别墅区环绕，坐落在私密的细腻白沙滩上，享有最佳印度洋海景，可俯瞰热带花园景观。.

• 总统别墅有5间卧室，每间都带有套内卫生间，淋浴，起居室、卧室带有卫星电视和音响设备，
DVD/PS（免费提供，需提前预约），免费影碟（提前预约），无线网络，设施齐全的厨房，
Mini吧，两个私人恒温泳池和型撑伞，可俯瞰泳池和沙滩。

• 房间内供应免费的茶及咖啡器具，以及Nespresso咖啡机。
• 独立办理入住手续。
• 私人专属别墅管家服务。

可容纳10位成人及5位12岁以下儿童，加1位2岁以下婴儿



请提前咨询我们的餐饮周计划，有关餐厅和酒吧的每日开放时间。
我们强烈推荐您提前预约点餐餐厅。私人活动和特别晚宴都可以
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安排。

La Citronnelle
450个作为 /开放时间: 07h00 – 10h30 and 18h30 – 23h30 (最后点
餐时间 22h30)
餐厅将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聚集在一起。餐厅被美丽的沙滩所围绕，
在您享受美食同时，欣赏泳池及海洋风光。每日都提供不同主题
的自助餐，现场烹饪更将传统及现代化美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满足每位客人的味蕾。

Indigo
220个座位 /开放时间: 12h00 – 17h30 and 19h00 – 23h30 (最后点
餐时间21h30)
这家海边餐厅供应午餐，下午茶，点餐菜单/星空下的主题晚餐。
餐厅完美坐落在海边，您可一边享受湛蓝色的海洋景观以及泳池
景观，一边享用新鲜美味的寿司，肉类，用木炭烤箱制作的海鲜，
和东南亚菜，以及直接从传统烤炉中烤出的正宗风味披萨。在这
家由法国设计师Marc Hertrich设计的都市时尚Indigo餐厅里，您
可躺坐着享用一杯我们精选酒单里的清新饮品。

Deer Hunter
110个座位 /开放时间: 07h00 – 10h00, 12h00 – 17h30 and  
19h00 – 23h30 (last order 21h30)
坐落在Legend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内，从餐厅望出去不仅可以欣
赏到球场第18洞的美景，还可以看到在球场上闲逛的麋鹿。餐厅
为早起打球的客人们提供带有毛里求斯特色的欧陆早餐，下午提
供午餐及零食，晚餐时间提供点餐菜单/固定菜单和烧烤美食。

LAKAZE
80个座位 /开放时间: 12h00 – 15h00 and 16h00 – 18h00
“LAKAZE”在克里奥语的意思为“家”，一家充满活力的海滩
餐厅，您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体验裸足进餐的轻松和舒适。
您可在这里一边看着泻湖的美景，一边享用沙拉，美味的三明
治，各式现场烤肉和海鲜，以及甜品自助区。也可在沙滩享用
下午茶，我们会提供烤薄饼，华夫饼，蛋糕以及冰淇淋 (16h00 –
18h00).

La Spiaggia
60个座位 /开放时间: 19h00 – 23h30 (last order21h30)
餐厅坐落在别墅区，并设在木制甲板上，坐拥迷人的海景。从我
们的香槟推车上取一杯香槟，享用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心美食，同
事聆听着印度洋的海水轻拍着细腻白沙滩。

Blue Penny Cellar
50个座位 /开放时间: 19h00 – 23h30 (last order21h30)
一家位于新装修的酒窖内的精致餐厅，提供一系列精心烹制的
美食，从冷盘，芝士，自制佳肴，到葡萄酒鉴赏等等。在放松
的氛围里制造一次酒与美食的难忘探索。这里藏酒多达15,000瓶，
选自世界各地1,300个不同的酒厂。Blue Penny Cellar是一个充满
美食芳香，提供创意料理和拥有卓越藏酒的传奇之地

Le Swing
40个座位 /开放时间: 12h00 –15h00
坐落在Links高尔夫球场，可将整个壮丽的高尔夫球场风景尽收
眼底。为客人供应午餐，您可在下午茶时间，挥杆之际，享用
我们为您提供的一系列零食，沙拉，三明治。

沙滩服务

我们为在沙滩放松的客人提供系列的零食和饮料。

24小时房间内/ 别墅内用餐服务
适用于早午晚餐（深夜轻食菜单从零点开始，收取服务费）

餐厅



酒吧

The Bar:开放时间: 08h00 – 00h30
这家充满活力的酒吧位于整家酒店的中心区域，可俯瞰泳池。吧台长达10米，更有超过200款来自
世界各地的朗姆酒和2个位于泳池的时髦漂浮酒吧间。酒吧供应经典和创新的鸡尾酒，现场的娱乐
演出更增添了酒吧风采。

The Blu酒吧:开放时间: 10h00 – 00h30
以蔚蓝的海水和热带的天空命名的Blu酒吧装饰独特格调，毗邻Indigo餐厅。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健
康果汁，自制冰茶，有我们获奖调酒师制作的独创Tiki Chick鸡尾酒。喜欢咖啡的客人可以试一试
Barista角。 一边沉浸在迷人蓝色海洋中，一边休闲地听着精选音乐，品尝Blu酒吧为您精心提供的
零食小吃。

LAKAZE酒吧:开放时间: 10h00 – 18h00
LAKAZE 酒吧带给您“家”的体验，这里提供一系列朗姆类酒精饮品，和色彩缤纷的鸡尾酒。酒吧
位于至尊房区域旁。这里的热茶，冰茶，奶昔和冰沙都非常值得一试。

La Spiaggia酒吧:开放时间: 19h00 – 23h30
位于La Spiaggia餐厅内，坐拥迷人海景，是品尝开胃酒和开胃小食的最佳位置。酒吧提供精选的苦
艾酒，雪莉酒和必打士酒，还有招牌的草本鸡尾酒和地中海特色饮品。

Deer Hunter酒吧:开放时间: 07h00 –23h30
位于Legend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内，打球挥杆之际或结束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后，都可来这里喝一
杯。健康的果汁为你助力，下午可一边休闲观赏鹿群，一边享用酒类和小食，夜晚点一杯金汤力和
招牌鸡尾酒，感受浓烈的印度洋风情。

Le Swing酒吧:开放时间: 07h00 – 19h00
位于Links高尔夫球场内，可眺望毛里求斯北部风光。这里有鹿群出没，酒吧提供一些列啤酒喝鸡尾
酒，还有健康的果汁为您挥杆助力。



免费设施

陆地活动Land Sports
• 4 个网球场(合成地板/ 租借球拍&购买网球) –乒乓球 –法式保龄球 – 9洞迷你高尔夫练习场

高尔夫
• 2个18洞锦标赛高尔夫球场: LEGEND & LINKS
• 入住康斯丹贝尔玛尔的客人免果岭费畅打，球车需付费使用，两个球场不强制需要球车

- Legend 球场: par72/6018m
- Links 球场: par71/5942m

• Legend高尔夫俱乐部可享用设施: 高尔夫学院，高尔夫练习场，餐厅，酒吧，高尔夫用具商店，
更衣室，器材租借

• Links高尔夫俱乐部可享用设施:高尔夫练习场，餐厅，酒吧，高尔夫用具商店，更衣室，器材
租借

• 免费为住店客人提供往返球场的接送
• 每周免费为住店客人提供高尔夫启蒙课
• 为住店客人存储和运输高尔夫球袋

水上活动

船屋为客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滑水•风帆•水上滑板• 滑翔伞 • 皮划艇 • 脚踏船 • 激光船• 玻璃
底船• 浮潜 • 风帆 • 风筝冲浪 • 潜水中心• 深海垂钓 • 独木舟 • 水下漫步•  快艇

付费项目
私教课程: 网球，划水活动，风帆冲浪，帆船，风筝冲浪，高尔夫

潜水中心

潜水中心 (可预约针对初学者和中级潜水员的PADI 和 CMAS 课程，潜水介绍)另行计费

探索康斯丹Uspa水疗的静谧氛围，这里远离餐厅和酒吧的喧闹，您将在私家花园中得到充分的休息
和放松。您可在这里进行休闲放松，恢复活力，排毒养颜，深层洁净，充分补水或单纯享受。我们
技艺精湛的团队会帮助您选择哪种理疗最适合您。每位宾客会收到一张水疗体验卡，我们会记录您
的理疗目的，从而为您量身定做您的Spa体验。

理疗体验
U Spa为您提供多种选择，经典按摩，脸部和身体理疗，选用由印度洋草本提炼而成的芬芳天然产
品，或选择让您身心放松的Ymalia品牌系列。每个疗程都为您的身心带来全面的放松及深层的滋
养。我们也提供手部和足部特别护理，还有专业的Brice Nicham工作室护理团队为您服务。

SPA设施
• 6 间单人按摩室, 4间双人按摩室, 桑拿，蒸汽室，2个按摩浴缸，冷水池，提供专业足部护理的

Brice Nicham工作室
• 美发沙龙: 提供一系列美发服务，包括染发和婚礼造型等。

健身中心设施

• 艺术健身房，提供有氧运动器材，技术器材和Queenax设备，集成电视和USB接口

• 可预订私教课程，该项目为收费项目
• 单车租借
• 每周免费团体健身课程，包括健身操，瑜伽和普拉提，水上健身等等

开放时间:
U Spa 理疗: 每日 09h30 – 20h00  
健身中心: 每日 06h30 – 20h00
美发沙龙: 周一至周六10h00 – 20h00 需提前预约
Brice Nicham 工作室: 周三及周五11h00 – 20h00需提前预约

U SPA BY CONSTANCE SPORT &
LEISURES



4至11岁的儿童客人会被邀请前去康斯丹儿童俱乐部释放天性和 培
养冒险精神。经验丰富的儿童俱乐部老师会带领孩子们进行 岛屿
探险，制作当地手工艺品，参加烹饪课程或有趣的清道夫 狩猎活
动。发现与探索将会是这里每一个活动最重要的主题。

康斯丹儿童俱乐部的设施和服务包括 :

- 入住期间随时报名，保证孩子可以马上加入俱乐部开心活
动。

- 安全和安保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 儿童游泳池畅游，更会安排接力，标签游戏等等项目
- 开放游戏区展示才艺，进行互动游戏，播放电影，营造孩
子们的马戏团! 

- 电脑区域用于游戏，互联网接入等活动
- 制作传统当地工艺品
- 白天和晚上不同的主题节目
- 主题日进行自制比萨饼，制作冰淇淋，冰沙糖果和甜点的
制作

- 酒店为年龄更小的4-6岁的小客人们创造出一个启发生活
想 象的玩耍空间，包括模拟小剧场，小厨房，玩具工具
车间甚至各种小模拟交通工具等。

- 特别考量安置小小洗手间。
- 户外空间用于进行接力游戏，有小型游乐场设施，和家长
们的观察区域。

- 可预约保姆服务

• 入住前/离店前的休息室：配备更衣室，淋浴间/厕所，网络，
卫星电视

• 4 个游泳池，配备躺椅，遮阳伞及免费的沙滩毛巾（其中一
个为恒温泳池）

• 娱乐活动柜台：提供陆地及出海活动，如双体船，深海垂钓，
越野车骑行，风筝冲浪，皮划艇，水下行走，水上滑翔伞，
潜水艇深潜，及定制出游。可预约租车服务。

• 佳通设施：可预约直升飞机和机场接送服务
• 飞机场休息室：可提前预约，该项目为收费项目。
• 洗衣和干洗服务：每周7天提供此服务，洗送衣物当天送还，
干洗衣物隔天送还。

• 医生：随叫随到
• 免费无线网络：房间内及公共区域都提供无线网络
• 会议室：空调及现代技术设备齐全的会议室可容纳高达100人

(剧院形式)，有独立露台可供茶歇
• 系列精品商店坐落在主大楼，“棕榈滩精品店”位于酒店入口
正对面。您可在精品店内购买到休闲和沙滩着装，沙滩搭配单
品，运动服，针织品，洗浴用品，香料，工艺品和纪念品以及
珠宝。

岛上电压:220伏
当地货币:毛里求斯卢比

所有价格都以毛里求斯卢比结算，包括15%的政府税(GST)和专
属服务费。
入住时间: 14h00 & 退房时间:中午
提早办理入住或推迟办理退房都会产生额外费用。
距离机场：50公里 (乘坐直升飞机15分钟& 乘坐汽车60分钟)
如需租车请出示有效的国际驾照
时差：-4小时
温度：夏天在28°C 到34°C之间，冬天在20°C 到 30°C  中间
信用卡:美国运通卡，万事达卡，VISA卡

康斯丹儿童俱乐部 设施 实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