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以下众多与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共同合作的组织：

Thorsten Pitt

Michaela 和 Thomas Bötefür

Autostadt Restaurants Mövenpick in Wolfsburg

Schützenhof Dötlingen

“一所强大的企业公司需要一个强大的
协会.身为莫凡彼 (Mövenpick) 集团旗
下在 Wolfsburg 市作业的 Autostadt
Restaurants 饭店公司的主管经理 对我来
说，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多方
面提供广泛的协助和解决疑难的意见。作为
我们行业的平台，它是绝不可少，其见解深
远，具有启发未来的领导力.”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不只是我们
的法律顾问，更且是一个令我们处身其
中感到舒适的团体。很多时在跟同行互
相交流当中，启发出众多对我们公司好
的主意.”

Chi Trung Khuu

Susanne Ostler

Mister Q, Hannover

Ringhotel Celler Tor **** 上级

“对我来说，在饮食行业最重要的是发
掘新秀人材.每一个有志向学习和愿意
为公司出力去争取成功的新秀，我们与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联手，
可以保证能给予他一个去实现志向的
机会.”

iiO check

“从职业训练，到酒店分级，直至能源
咨询，我们都利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提供的服务，感到安全可靠.自
从减低增值税以後，我们更能够持久地为
雇员和我们公司投资.”

Hotelbewertungs-&Qualitätsmanager

ConsultiiO
creating quality

Thomas Kubitza
Diskothek Inkognito, Celle

“加入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而获得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百份之二十的收费折扣，单
这一点，加盟就已经获益良多.除此以
外，我们经常利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所提供的会员讯息，去获取最
新的同行信息和举办活动信息.”

加盟有好处！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
我门伴着您！

10 个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一个强大的团体需要一个强大的伙伴。请您加入我们的协会，
成为本协会的会员，您可享受众多好处.

Yorckstraße 3
30161 Hannover
Landesverband@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查询电话:
加盟 DEHOGA

05 11 - 33 70 60

研究班和进修班

05 11 - 33 70 6-33

DEHOGA 法律咨询

05 11 - 33 70 6-20

年份：2013年4月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10 个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您自己的律师

1

4

7

极端减价

对您公司便宜的电费和煤气费。这是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能
源主动的目标.我们德国的会员，由专业的能源经纪来照护.首先，由德
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电源集池来 集结所有会员公司的总电
力要求量，然后以这个总用量去跟电力供应公司进行价钱谈判.所得的结
果，是获得大型顾客的价钱条件，从而为会员节省电费.另外，跟地区供
电公司达成基本协定.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除外在“
食宿行业能源推行运动”中，还能获得专家提供的指点和建议.

5

如果涉及公司经营的经济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专家，是您的伙伴.您不妨让他们中立地分柝一下您的公司状
况.您必然会获得对您公司有利的实际建议.

在德国大约 70.000 多位的饮食企业家和旅店企业家都知道：
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是一件好事。因为会员众多会结成一个强大的团体。
和因为强大的企业家团体会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多为行业出力，尤其是为了您！

免费

在下萨克森州 7,000 多位的会员，是一个强大的根基，去现时和将来为您提供众多信赖可靠的
服务。当中最好的是：对您绝对不会有任何风险，和加盟条件，的确是极具吸引力.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它是

课费折扣
研究班上

aktuell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随时都会获得极好的信息.会
员报“DEHOGA Niedersachsen 时事”，直接送达去给会员，另外，网上
新闻经常报道有关食宿行业的消息.在 网页的 DEHOGA 会员区，会员
可以免费下载重要的信息和合同样版.

10









减低住宿行业的增值税
取消小费税
引进 400 欧元小型劳工条例
获得星期日、节日和夜班加班费
使款待宾客开支费获得退税性认可
在小型酒馆许可吸烟的特别批准
阻止饮料抽税条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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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有一个强大的伙伴！

Zu den Trends der Branche?
Sie kennen den Weg.

1002-DEHOGA_aktuell_1-Mrz10.indd 1

免费简短

您行业里的强大伙伴
您当地的同行团体
您个人的服务者

免费
H 70429 · Ausgabe 2 · März / April 2010

德国酒店辨别等级
您自己的公司法律顾问

一个强大的团体.为您利益.

您身为食宿行业的企业家，往往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对您和您
的雇职员来说，经常进修是必不可少的.您可从我们的经验和专业
知识获益，利用您的机会.我们提供多样化的研究班，课题针对跟
食宿业有关的知识.

第一手资料

9

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的 10 个好处 －
和更多优点！





您自己的进修班部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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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的促进会设有保险顾问部，为您解答保险事
务的疑问.在这个项目，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与
ERGO Versicherungsgruppe AG 保险企业集团携手合作.

减价

以协会会员，您可将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下一次的收费
账单，扣除 20 % 的费用，节省开支，又或是节省其他众多版权监护
组织的费用，例如是 VG-Media 或 ZWF，因为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也可以节省 20 % 的收费.除此以外，德国酒店和饭店
协会 DEHOGA 的专家，会帮助您寻找最适合您的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
权协会 GEMA 的收费表等级，能为您节省费用！

掌握能源费用开支

买新车折扣高至 28 %，酒店定等级 50 ％，Lexware 软件
20 %，便宜的信用卡费，便宜的电 话包费，酒店和饭店报求职
聘请栏 20 % ，和会员从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储蓄
存折 更能获得其他众多的利益：www.dehoga-sparbuch.de

保险事务援助

免费

跟雇员发生劳工法律抖纷，很可惜是无法可以完全避免.当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时，您可安心：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以
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您效劳，亲自上劳工法院代 表您打官司.您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对劳资协约法和劳工法，具有权
威性的专业知识.

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折扣 20 % 收费

3

6

公司日常作业，经常都会出现众多的法律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的确是为您们食宿行业解决法律疑难的专家.当
您有法律疑问或遇到法律难题时，他们为您审查合同和着力援助您.
您的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律师，会亲自解答您的法律疑
问，他们在我们八个区域协会分行驻守，总是在您的左右.

代理劳工诉讼官司

2

40 多个省钱益处

免费

大量减价

25.02.2010 15:55:17 Uhr

会员费：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 e.V. 的会员费，是根据您公司全年净
营业额计算的。以您自我估量等级，有 10 个会员费组供您选择.
最新的会员费资料，您可查阅会员费规章，或网上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查阅.
会员费有全年或半年交付的选择，它必须以银行抽款的方式去预先交付.个别的区域协会和城市协
会，还会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另外收取附加费.

我们颁发的 DEHOGA 等级星，是您顾客订房间时可靠的决择协助.它
提供顾客对旅馆有安全 感和透明度.您旅馆应参加定等级，利用德国酒
店等级星作为最佳广告去吸引顾客.您可 在网页 www.hotelsterne.de
查阅有关的功效.

会员费不含增值税.
报税时，您当然可以将会员费作为公司开支费用地处理.

10 个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您自己的律师

1

4

7

极端减价

对您公司便宜的电费和煤气费。这是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能
源主动的目标.我们德国的会员，由专业的能源经纪来照护.首先，由德
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电源集池来 集结所有会员公司的总电
力要求量，然后以这个总用量去跟电力供应公司进行价钱谈判.所得的结
果，是获得大型顾客的价钱条件，从而为会员节省电费.另外，跟地区供
电公司达成基本协定.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除外在“
食宿行业能源推行运动”中，还能获得专家提供的指点和建议.

5

如果涉及公司经营的经济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专家，是您的伙伴.您不妨让他们中立地分柝一下您的公司状
况.您必然会获得对您公司有利的实际建议.

在德国大约 70.000 多位的饮食企业家和旅店企业家都知道：
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是一件好事。因为会员众多会结成一个强大的团体。
和因为强大的企业家团体会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多为行业出力，尤其是为了您！

免费

在下萨克森州 7,000 多位的会员，是一个强大的根基，去现时和将来为您提供众多信赖可靠的
服务。当中最好的是：对您绝对不会有任何风险，和加盟条件，的确是极具吸引力.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它是

课费折扣
研究班上

aktuell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随时都会获得极好的信息.会
员报“DEHOGA Niedersachsen 时事”，直接送达去给会员，另外，网上
新闻经常报道有关食宿行业的消息.在 网页的 DEHOGA 会员区，会员
可以免费下载重要的信息和合同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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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己的公司法律顾问

一个强大的团体.为您利益.

您身为食宿行业的企业家，往往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对您和您
的雇职员来说，经常进修是必不可少的.您可从我们的经验和专业
知识获益，利用您的机会.我们提供多样化的研究班，课题针对跟
食宿业有关的知识.

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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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的 10 个好处 －
和更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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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的促进会设有保险顾问部，为您解答保险事
务的疑问.在这个项目，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与
ERGO Versicherungsgruppe AG 保险企业集团携手合作.

减价

以协会会员，您可将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下一次的收费
账单，扣除 20 % 的费用，节省开支，又或是节省其他众多版权监护
组织的费用，例如是 VG-Media 或 ZWF，因为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也可以节省 20 % 的收费.除此以外，德国酒店和饭店
协会 DEHOGA 的专家，会帮助您寻找最适合您的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
权协会 GEMA 的收费表等级，能为您节省费用！

掌握能源费用开支

买新车折扣高至 28 %，酒店定等级 50 ％，Lexware 软件
20 %，便宜的信用卡费，便宜的电 话包费，酒店和饭店报求职
聘请栏 20 % ，和会员从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储蓄
存折 更能获得其他众多的利益：www.dehoga-sparbuch.de

保险事务援助

免费

跟雇员发生劳工法律抖纷，很可惜是无法可以完全避免.当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时，您可安心：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以
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您效劳，亲自上劳工法院代 表您打官司.您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对劳资协约法和劳工法，具有权
威性的专业知识.

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折扣 20 % 收费

3

6

公司日常作业，经常都会出现众多的法律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的确是为您们食宿行业解决法律疑难的专家.当
您有法律疑问或遇到法律难题时，他们为您审查合同和着力援助您.
您的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律师，会亲自解答您的法律疑
问，他们在我们八个区域协会分行驻守，总是在您的左右.

代理劳工诉讼官司

2

40 多个省钱益处

免费

大量减价

25.02.2010 15:55:17 Uhr

会员费：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 e.V. 的会员费，是根据您公司全年净
营业额计算的。以您自我估量等级，有 10 个会员费组供您选择.
最新的会员费资料，您可查阅会员费规章，或网上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查阅.
会员费有全年或半年交付的选择，它必须以银行抽款的方式去预先交付.个别的区域协会和城市协
会，还会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另外收取附加费.

我们颁发的 DEHOGA 等级星，是您顾客订房间时可靠的决择协助.它
提供顾客对旅馆有安全 感和透明度.您旅馆应参加定等级，利用德国酒
店等级星作为最佳广告去吸引顾客.您可 在网页 www.hotelsterne.de
查阅有关的功效.

会员费不含增值税.
报税时，您当然可以将会员费作为公司开支费用地处理.

10 个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您自己的律师

1

4

7

极端减价

对您公司便宜的电费和煤气费。这是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能
源主动的目标.我们德国的会员，由专业的能源经纪来照护.首先，由德
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电源集池来 集结所有会员公司的总电
力要求量，然后以这个总用量去跟电力供应公司进行价钱谈判.所得的结
果，是获得大型顾客的价钱条件，从而为会员节省电费.另外，跟地区供
电公司达成基本协定.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除外在“
食宿行业能源推行运动”中，还能获得专家提供的指点和建议.

5

如果涉及公司经营的经济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专家，是您的伙伴.您不妨让他们中立地分柝一下您的公司状
况.您必然会获得对您公司有利的实际建议.

在德国大约 70.000 多位的饮食企业家和旅店企业家都知道：
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是一件好事。因为会员众多会结成一个强大的团体。
和因为强大的企业家团体会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多为行业出力，尤其是为了您！

免费

在下萨克森州 7,000 多位的会员，是一个强大的根基，去现时和将来为您提供众多信赖可靠的
服务。当中最好的是：对您绝对不会有任何风险，和加盟条件，的确是极具吸引力.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它是

课费折扣
研究班上

aktuell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随时都会获得极好的信息.会
员报“DEHOGA Niedersachsen 时事”，直接送达去给会员，另外，网上
新闻经常报道有关食宿行业的消息.在 网页的 DEHOGA 会员区，会员
可以免费下载重要的信息和合同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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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住宿行业的增值税
取消小费税
引进 400 欧元小型劳工条例
获得星期日、节日和夜班加班费
使款待宾客开支费获得退税性认可
在小型酒馆许可吸烟的特别批准
阻止饮料抽税条例通过

84. INTERNORGA, 12. –17. März 2010

Die Leitmesse für
den Außer-Haus-Markt
www.internorga.com

Einheitliche Sterne
für Europa

Gewinner im Designwettbewerb Niedersachsen

Mehrwertsteuer
Aktueller Sachstand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咨询

成绩：

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有一个强大的伙伴！

Zu den Trends der Branche?
Sie kennen den Weg.

1002-DEHOGA_aktuell_1-Mrz10.indd 1

免费简短

您行业里的强大伙伴
您当地的同行团体
您个人的服务者

免费
H 70429 · Ausgabe 2 · März / April 2010

德国酒店辨别等级
您自己的公司法律顾问

一个强大的团体.为您利益.

您身为食宿行业的企业家，往往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对您和您
的雇职员来说，经常进修是必不可少的.您可从我们的经验和专业
知识获益，利用您的机会.我们提供多样化的研究班，课题针对跟
食宿业有关的知识.

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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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的 10 个好处 －
和更多优点！





您自己的进修班部门

8

会
和饭店协
店
酒
国
德
DEHOGA 点
其他优
储蓄存折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的促进会设有保险顾问部，为您解答保险事
务的疑问.在这个项目，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与
ERGO Versicherungsgruppe AG 保险企业集团携手合作.

减价

以协会会员，您可将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下一次的收费
账单，扣除 20 % 的费用，节省开支，又或是节省其他众多版权监护
组织的费用，例如是 VG-Media 或 ZWF，因为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会员也可以节省 20 % 的收费.除此以外，德国酒店和饭店
协会 DEHOGA 的专家，会帮助您寻找最适合您的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
权协会 GEMA 的收费表等级，能为您节省费用！

掌握能源费用开支

买新车折扣高至 28 %，酒店定等级 50 ％，Lexware 软件
20 %，便宜的信用卡费，便宜的电 话包费，酒店和饭店报求职
聘请栏 20 % ，和会员从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储蓄
存折 更能获得其他众多的利益：www.dehoga-sparbuch.de

保险事务援助

免费

跟雇员发生劳工法律抖纷，很可惜是无法可以完全避免.当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时，您可安心：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以
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您效劳，亲自上劳工法院代 表您打官司.您德国
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对劳资协约法和劳工法，具有权
威性的专业知识.

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折扣 20 % 收费

3

6

公司日常作业，经常都会出现众多的法律问题。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的律师，的确是为您们食宿行业解决法律疑难的专家.当
您有法律疑问或遇到法律难题时，他们为您审查合同和着力援助您.
您的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律师，会亲自解答您的法律疑
问，他们在我们八个区域协会分行驻守，总是在您的左右.

代理劳工诉讼官司

2

40 多个省钱益处

免费

大量减价

25.02.2010 15:55:17 Uhr

会员费：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 e.V. 的会员费，是根据您公司全年净
营业额计算的。以您自我估量等级，有 10 个会员费组供您选择.
最新的会员费资料，您可查阅会员费规章，或网上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查阅.
会员费有全年或半年交付的选择，它必须以银行抽款的方式去预先交付.个别的区域协会和城市协
会，还会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另外收取附加费.

我们颁发的 DEHOGA 等级星，是您顾客订房间时可靠的决择协助.它
提供顾客对旅馆有安全 感和透明度.您旅馆应参加定等级，利用德国酒
店等级星作为最佳广告去吸引顾客.您可 在网页 www.hotelsterne.de
查阅有关的功效.

会员费不含增值税.
报税时，您当然可以将会员费作为公司开支费用地处理.

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以下众多与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共同合作的组织：

Thorsten Pitt

Michaela 和 Thomas Bötefür

Autostadt Restaurants Mövenpick in Wolfsburg

Schützenhof Dötlingen

“一所强大的企业公司需要一个强大的
协会.身为莫凡彼 (Mövenpick) 集团旗
下在 Wolfsburg 市作业的 Autostadt
Restaurants 饭店公司的主管经理 对我来
说，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多方
面提供广泛的协助和解决疑难的意见。作为
我们行业的平台，它是绝不可少，其见解深
远，具有启发未来的领导力.”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不只是我们
的法律顾问，更且是一个令我们处身其
中感到舒适的团体。很多时在跟同行互
相交流当中，启发出众多对我们公司好
的主意.”

Chi Trung Khuu

Susanne Ostler

Mister Q, Hannover

Ringhotel Celler Tor **** 上级

“对我来说，在饮食行业最重要的是发
掘新秀人材.每一个有志向学习和愿意
为公司出力去争取成功的新秀，我们与
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联手，
可以保证能给予他一个去实现志向的
机会.”

iiO check

“从职业训练，到酒店分级，直至能源
咨询，我们都利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提供的服务，感到安全可靠.自
从减低增值税以後，我们更能够持久地为
雇员和我们公司投资.”

Hotelbewertungs-&Qualitätsmanager

ConsultiiO
creating quality

Thomas Kubitza
Diskothek Inkognito, Celle

“加入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而获得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协会
Gema 百份之二十的收费折扣，单
这一点，加盟就已经获益良多.除此以
外，我们经常利用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所提供的会员讯息，去获取最
新的同行信息和举办活动信息.”

加盟有好处！

下萨克森州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Niedersachsen.
我门伴着您！

10 个好理由去成为德国酒店和饭店协会
DEHOGA 会员

一个强大的团体需要一个强大的伙伴。请您加入我们的协会，
成为本协会的会员，您可享受众多好处.

Yorckstraße 3
30161 Hannover
Landesverband@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www.dehoga-niedersachsen.de

查询电话:
加盟 DEHOGA

05 11 - 33 70 60

研究班和进修班

05 11 - 33 70 6-33

DEHOGA 法律咨询

05 11 - 33 7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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