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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条款我们的条款
	

您好，欢迎您！很⾼兴您抽出时间阅读这些服务条款（简称“条款条款”）。
	

这些条款⾮常重要，因为它们与您的预订确认电⼦邮件（简称“预订确认预订确认”）⼀起列出了通
过我们的服务向您提供旅游服务的法律条款。这些条款还涵盖了您通过我们的服务与我们
进⾏的任何互动或通信。
	

您对我们服务的使⽤需以您接受这些条款为前提条件。如需预订旅游服务，您也必须接受
这些条款。如果您不接受这些条款，则请勿使⽤我们的服务或预订旅游服务。
	

我们随时可能变更这些条款，⽽在这些条款变更后，您将来对我们服务的使⽤需以接受更
新后的条款为前提条件。我们建议您保存或打印这些条款的副本。
	

在这些条款中：
	

“我们我们”、“我⽅我⽅”或“我们的我们的”是指	Hotels.com,	LP，⼀家德克萨斯州有限合伙公司，注册地
址为	5400	LBJ	Freeway,	Suite	500,	Dallas,	Texas	75240,	USA，由其提供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公司集团我们的公司集团”是指我们、我们的⼦公司和关联公司。
“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指通过我们的公司集团提供内容或服务的任何关联公司、联合品牌或
链接⽹站。
“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是指提供我们的⽹站、应⽤程序和在线⼯具。
“旅游服务旅游服务”是指相关旅游服务提供商通过我们的服务为您提供的旅游服务，例如住宿。
“旅游服务提供商旅游服务提供商”是指通过我们的服务向您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服务提供商。
“您您”是指您，即使⽤我们的服务或通过我们的服务进⾏预订的旅客。



	

请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第第	1	节节	规则和限制规则和限制
	

除这些条款外，旅游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其他条款和条件（例如住宿的条款和条件等）也适
⽤于您的预订（简称“规则和限制规则和限制”）。
	

如需进⾏预订，您必须接受所选择的旅游服务提供商的规则和限制（例如按应付⾦额付
款、可退款条件、罚款、供应限制及票价或服务的使⽤等）。相关规则和限制会在您进⾏
预订之前提供给您，并通过引述将其纳⼊这些条款。
	

如果您违反了旅游服务提供商的规则和限制，您的预订可能会被取消，并且您可能会被拒
绝使⽤相关的旅游服务。您也可能会损失为此类预订所⽀付的款项，我们或旅游服务提供
商可能会从您的帐户中扣除我们或他们因此类违规⾏为⽽产⽣的任何费⽤。
第第	2	节节	使⽤我们的服务使⽤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规则
我们提供我们的服务，是为了帮助您查找有关旅游服务的信息并协助您预订这些旅游服
务。我们不出于其他⽬的向您提供我们的服务。
您同意：
	

您仅会将我们的服务⽤于个⼈和⾮商业⽬的
您必须年满	18	岁并具有签订合同的法定权⼒
您将在合法并遵守这些条款的前提下使⽤我们的服务
您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最新且完整
如果您注册了我们的帐户，您将：
保护您的帐户信息
对您或其他⼈使⽤您的帐户负责
如果您代表他⼈预订：
您将在代表他们⾏事之前获得他们的授权
您将告知他们适⽤于预订的条款（包括规则和限制）并确保他们同意这些条款
您对于⽀付应付款项、提出任何变更/取消请求及与预订有关的所有其他事项负责

	

您还同意不进⾏以下⾏为：



	

进⾏任何虚假或欺诈性预订
使⽤任何机器⼈软件、爬⾍软件、刷屏软件或其他⾃动⽅式或任何⼿动流程获取、
监视或复制我们的服务中的任何内容
违反我们的服务中任何机器⼈排除标头中的限制，或绕开或回避旨在阻⽌或限制访
问我们的服务的其他措施
实施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我们的基础设施出现不合理或过⼤负荷的⾏为
指向我们的服务中任何部分的深度链接
以“框架”、“镜像”或其他⽅式将我们的服务的任何部分并⼊任何其他⽹站

	

访问
	

我们可能出于任何正当理由随时拒绝任何⼈访问我们的服务。我们也可能随时对我们的服
务进⾏改进和变更。
	

我们如何对您的搜索结果排序
	

我们的服务提供许多旅游选项，我们希望使您的搜索结果尽可能相关。在搜索结果⻚⾯
上，您可以选择如何对结果进⾏排序，并使⽤筛选条件根据您选择的偏好（例如价格、客
⼈评分或其他标准）对结果进⾏优先级排序。如果您决定不使⽤这些功能，那么您将看到
我们的默认排序，即按此处所述结果。
	

在您的搜索结果中，我们有时还会显⽰来⾃我们的旅游服务提供商的付费商业展⽰的旅游
选项。此类旅游选项被清楚地标记为“⼴告”或类似的等效标签以供您参考，以便您将它们
与其他旅游选项区分开来。
	

重定向和第三⽅预订服务
如果您从我们的服务重定向到第三⽅预订服务以预订旅游产品，请记住，通过此类预订服
务进⾏的任何预订都将由第三⽅⽽⾮我们完成。对于通过第三⽅预订服务进⾏的预订，我
们概不负责，并且我们对此类预订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服务提供商的条款和条件将列
出您针对第三⽅所拥有的权利，并将解释他们对您的责任。
第第	3	节节	确认预订确认预订
	

您的预订确认包括预订的基本信息，例如预订的旅游服务的描述和价格。
	

https://service.hotels.com/zh-CN/#/article/25098


我们会将您的预订确认和任何相关的旅⾏证件发送到您在预订时所提供的电⼦邮箱地址。
如果您在预订后	24	⼩时内未收到预订确认，请联系我们。
第第	4	节节	付款付款
	

价格
	

旅游服务的价格即为在我们的服务中所显⽰的价格，除⾮出现明显错误。
旅游服务的价格是动态的，随时可能发⽣变化。价格变化不会影响已接单的预订，除⾮出
现明显错误。我们显⽰许多旅游服务，并致⼒于确保所显⽰的价格准确⽆误。我们保留纠
正我们的服务中的任何定价错误的权利。
如果有明显错误且您已进⾏预订，我们将为您提供机会通过⽀付正确的价格来保留您的预
订，否则我们将取消您的预订且免于因此受到处罚。如果价格错误对您来说⾮常显⽽易
⻅，则即使您已收到预订确认，我们也没有义务以不正确（较低）的价格向您提供旅游服
务。
税款
	

通过我们的服务显⽰的价格可能包括税款或代缴税款。此类税款或代缴税款可能包括与增
值税、商品和服务税、销售税、住宿税及其他类似性质的税款相关的款项。
您确认除了以下关于从您处收到的款项的税款义务（包括根据下⽂第	6	节（住宿）适⽤的
便利费和服务费）的规定外，我们的公司集团不会为向适⽤的税务机关汇款⽽收取税款。
⽹上付款的预订的代缴税款是我们的公司集团向旅游服务提供商⽀付的因旅游服务提供商
提供的服务的应缴税款（例如客房租赁费⽤）的预估代缴税款。旅游服务提供商负责将适
⽤的税款汇⾄相应的税务管辖区。不同管辖区的可征税性和相应的税率会有很⼤差别。我
们的公司集团向旅游服务提供商⽀付的实际⾦额可能与代缴税款⾦额不同，这取决于在实
际使⽤旅游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时⽣效的税率、可征税性等。
销售税、使⽤税和/或当地酒店住宿税是针对我们的公司集团在某些管辖区为其提供的服务
收取的⾦额（服务费和/或便利费）征收的。对由我们的公司集团所提供的服务征收的实际
⾦额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旅游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时的⽣效费率。在某些管辖
区，我们的公司集团负责收取和汇付整套价格的销售税、使⽤税和/或当地酒店住宿税，包
括我们为我们的服务及旅游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旅游服务收取的⾦额。
在某些管辖区，您可能有责任⽀付当地税务机关所征收的地⽅税（如城市税或旅游税
等）。我们的公司集团或旅游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向您收取此类地⽅税。我们的公司集团将
在您完成预订之前通知您应缴纳的任何当地税款，⽽此类税款是由旅游服务提供商告知我
们的公司集团。
	

当地税款⾦额可能会在从预订⽇期⾄⼊住⽇期的这段时间内发⽣变化。如果在您的⼊住⽇
期之前税费发⽣了变化，则有可能出现需要以更⾼的税率缴纳税款的情况。

https://service.hotels.com/zh-cn/


	

付款流程
	

当您在预订时进⾏⽀付并以我们的服务的当地货币（如适⽤）付款时，接受该付款（通过
第三⽅付款处理商）并通过您的付款⽅式向您收取费⽤的公司将是以下表格中所列出的我
们的服务相关地点旁对应的公司。

地点地点 收取您款项的收取您款项的
我⽅公司我⽅公司

奥地利、巴林、⽐利时、保加利亚、中国、丹⻨、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匈⽛利、冰岛、印度尼⻄亚、爱尔兰、意⼤利、约旦、科威特、黎巴嫩、⻢
来⻄亚、摩洛哥、荷兰、挪威、阿曼、卡塔尔、菲律宾、葡萄⽛、罗⻢尼亚、沙
特阿拉伯、南⾮、⻄班⽛、瑞典、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其、阿拉伯联合酋
⻓国、越南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S.L.

澳⼤利亚
Travelscape,
LLC.（注册在
澳⼤利亚的公
司）

巴⻄

Expedia	do
Brasil
Agência	de
Viagens	e
Turismo
Ltda.

阿根廷、智利、哥伦⽐亚、哥斯达黎加、厄⽠多尔、萨尔⽡多、巴拿⻢、秘鲁、
委内瑞拉

Travelscape,
LLC.

加拿⼤ TPX	Travel
Canada	ULC

中国⾹港特区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Hong	Kong
Limited

印度
Hotels.com
India	Private
Limited



⽇本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Japan	KK

韩国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Korea	Co.,
Ltd.

墨⻄哥
Expedia
Mexico,	S
de	R.	L.	de
C.V.

新⻄兰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New
Zealand
Ltd.

新加坡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Singapore
Pte.	Ltd.

瑞⼠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Switzerland
Limited

英国
Travel
Partner
Exchange
UK	Limited

美国 Travelscape,
LLC.

尽管本条款第	15	节（⼀般原则）中有管辖法律和管辖权段落，但如果我们的⼀家公司（如
上表所列）（通过第三⽅付款处理渠道）收取您的款项并通过您的付款⽅式收取费⽤，则
将由该公司所在地点的法律管辖该⽀付交易。



存储的付款信息
当您选择允许我们存储信⽤卡或借记卡或其他付款⽅式以供将来使⽤时，我们的隐私声明
提供了有关我们如何使⽤您的付款及帐户信息的内容。
付款验证
您授权相关公司（如上表所列）或旅游服务提供商：

1.	 通过获得预授权、收取象征性费⽤或通过其他验证⽅式来验证您的付款⽅式，及
2.	 验证时，通过您的付款⽅式收取费⽤。

银⾏收取的费⽤
⼀些银⾏和发卡机构会收取国际或跨境交易费⽤。例如，如果您使⽤与旅游服务提供商所
在地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的卡进⾏预订，或者您选择使⽤与我们的服务的当地货币不同的
货币进⾏交易，您的发卡机构可能会向您收取国际或跨境交易费⽤。
此外，⼀些银⾏和发卡机构会收取外币兑换费。例如，如果您以不同于信⽤卡默认币种的
货币进⾏预订，您的发卡机构可能会将预订⾦额换算成您的信⽤卡默认币种并向您收取兑
换⼿续费。
如果您对此类费⽤或预订所适⽤的汇率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银⾏或发卡机构。我们的
公司集团不对与不同汇率和发卡机构费⽤相关的任何费⽤承担任何责任。
替代付款⽅式
我们可能会与替代付款⽅式的提供商（例如消费⾦融公司）合作，为我们的旅客提供替代
付款⽅式。我们的公司集团不宣传或推荐任何替代付款服务提供商或其产品或服务。我们
的公司集团对任何替代付款服务提供商的内容或⾏为或疏漏概不负责。使⽤任何此类提供
商的付款⽅式时，⻛险由您⾃⾏承担，且需要遵从此类提供商的条款和政策。
货币转换
我们的服务中显⽰的任何货币转换汇率均基于公共来源和当前汇率，可能会在旅⾏时发⽣
变化。	此类汇率仅供参考，我们的公司集团不保证此类汇率的准确性。
欺诈
如果预订或帐户显⽰出欺诈、滥⽤、与受政府制裁的个⼈或实体有关联或其他可疑活动的
迹象，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额外信息。
如果我们合理地断定预订或帐户与欺诈或可疑活动有关，我们可能会：

取消与您的姓名、邮箱地址或帐户相关的任何预订
关闭任何关联帐户，及
采取法律⾏动，包括追究您对任何损失的责任

请联系我们处理有关取消预订或关闭帐户的事宜。
第第	5	节节	取消或变更预订取消或变更预订
	

https://www.hotels.cn/lp/b/privacy?locale=zh_CN&
https://service.hotels.com/zh-cn/


由您取消或变更
您可以通过联系我们取消或变更预订（关于⾏程⽇期、⽬的地、⾏程出发地、住宿或交通
⼯具）。
除⾮相关旅游服务提供商根据其规则和限制（在您进⾏预订之前提供给您）允许，否则您
不会⾃动享有取消或变更预订的权利。
旅游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向您收取（全部或部分）取消或变更预订的费⽤。此类费⽤将在规
则和限制中列出。您同意⽀付由您造成的相关费⽤。请注意，对于变更，您新⾏程的价格
将按照您要求我们进⾏变更时的适⽤价格计算。此价格可能与您最初预订旅游服务时的价
格有所不同。价格往往会随着离变更的出发⽇期更加临近⽽上涨。
请阅读相关规则和限制，以便您了解哪些条款适⽤于您的预订。例如：

如果您预订了住宿，且您未在相关取消政策期限之前取消或变更预订，您可能需要
按照相关规则和限制中所⽰⽀付取消或变更费⽤
⼀些住宿⽅不允许在预订后取消或变更预订
如果您预订的是“到店付款”订单，且您没有按时出现或取消预订，则住宿⽅可能会
根据相关规则和限制以住宿所在地的当地货币收取“预订后未⼊住”或取消费⽤，及
如果您预订后未⼊住，或未能使⽤所预订的部分或全部旅游服务，根据相关规则和
限制，未使⽤的部分可能需由您⾃⾏承担费⽤

如果您希望取消或变更预订的任何部分，且相关旅游服务提供商允许此类取消或变更，则
除了旅游服务提供商收取的任何费⽤外，我们也可能向您收取管理费⽤。如果此类管理费
⽤适⽤，我们会在您同意进⾏变更/取消之前通知您。
其他取消或变更
如果预订的全额款项，或任何适⽤的取消/变更费⽤或与预订相关的费⽤未在付费期限内收
到，则我们（及相关的旅游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取消您的预订。
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因直连故障⽽导致超额预订，或由于飓⻛等原因导致住宿关闭），旅
游服务提供商或我们可能会取消或变更预订。如果发⽣这种情况，我们将尽合理努⼒尽快
通知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选择/协助或退款。
退款
任何退款将通过您最初预订时使⽤的付款⽅式退回给您。此类退款将由收取您最初付款的
⼀⽅处理。除⾮在预订过程中另有说明，否则我们的费⽤不予退还。
第第	6	节节	旅游服务特定条款旅游服务特定条款
	

本节提供了与旅游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特定旅游服务相关的条款的详细信息。这些详细信息
并⾮详尽⽆遗，也不能取代在您预订之前提供给您的相关规则和限制。
每项旅⾏服务均受旅⾏提供商的相关规则和限制的约束。本节同样适⽤于您的预订（如适
⽤），因此请仔细阅读。如果本节与相关规则和限制有任何不⼀致，以相关规则和限制为
准。

https://service.hotels.com/zh-cn/


	

住宿住宿
	

我们的服务可能会为您提供“⽹上付款”或“到店付款”的选项。房价（包括任何适⽤的税
费）会通过我们的服务在“⽹上付款”和“到店付款”的付款选项下向您显⽰。请注意，税费
可能会因您选择的付款⽅式⽽异。从预订⽇期⾄⼊住⽇期的这段时间内税率及外币汇率可
能会有所变化。
⽹上付款
		

如果您选择“⽹上付款”选项，相关公司（如第	4	节（付款）中所述）通常会在预订时通过
您的付款⽅式收取预订费⽤。
我们的公司集团为通过我们的服务进⾏的预订提供⽀持。您确认我们的公司集团为此类预
订提供⽀持是有偿的（简称“便利费”）。通过我们的服务显⽰的房价是旅游服务提供商收
取的费⽤（为他们的客房租赁服务）和便利费（由我们的公司集团收取并保留）的组合。
我们的公司集团还可能会在为您的预订提供服务时单独收取和保留额外的服务费，该费⽤
可能会根据预订的⾦额和类型⽽有所不同。
您同意我们的公司集团将通过您的付款⽅式收取预订总额的款项，其中包括通过我们的服
务显⽰的房价，加上代缴税款和服务费，或（如适⽤）房价税和/或我们的公司集团提供服
务的税费。在提出预订请求时，您授权我们的公司集团代表您进⾏预订，包括与旅游服务
提供商进⾏付款安排。
	

到店付款
	

如果您选择“到店付款”选项，旅游服务提供商将在您⼊住时以当地货币通过您的付款⽅式
向您收取费⽤。
	

押⾦
	

⼀些住宿旅游服务提供商要求在办理⼊住⼿续时提供付款卡或现⾦押⾦，以⽀付您在住宿
期间产⽣的额外费⽤。此类押⾦与相关公司针对您的预订所收取的任何付款（如第	4	节
（付款）所述）⽆关。
	

⾸晚未⼊住
	



如果您在预订住宿的第⼀晚没有⼊住，但计划在随后的⼏晚⼊住，请在原⼊住⽇期之前与
我们确认。如果您没有在事先与我们确认这⼀点，那么您的整个预订可能会被取消。未⼊
住的退款将仅根据住宿⽅的相关规则和限制向您⽀付。
团体预订
	

您在同⼀住宿⽇期内通过我们的服务在同⼀家住宿预订的客房不得超过	8	间。如果您分别
在⼏个订单中共预订超过	8	间客房，我们可能会取消您的预订。我们也可能会向您收取取
消费⽤，如果您⽀付了不可退款的押⾦，则该押⾦可能会被没收。如果您希望预订超过	8
间客房，请通过我们的服务中的“团体和会议”部分进⾏预订。我们可能会要求您签署⼀份
书⾯合同或⽀付不可退款的押⾦。
	

评级
通过我们的服务显⽰的评级表明对于显⽰该评级的住宿您可能有的相应期望，包括（如适
⽤）当地和国家星级评级机构评定的评级。这些可能与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标准不同。⽹站
显⽰的评级不代表或承诺任何特定的功能或服务设施。您可在住宿详情⻚⾯的“概述”或“服
务设施”部分找到更多详情。这些准则可能会发⽣变化，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不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服务不时显⽰的任何特定评级的准确性。
	

餐⾷
如果餐⾷是您预订住宿的⼀部分，则包含的餐⾷次数取决于您的住宿晚数。“含三餐/全
餐”通常包含早餐、午餐和晚餐。“含两餐”通常包含早餐，以及午餐或晚餐。如果⼀餐或多
餐未⽤，则不予退款。
Vrbo	度假短租度假短租
	

当您通过我们的服务从	Vrbo	或	Vrbo	品牌之⼀（Stayz、Bookabach、FeWo	Direkt	和
Abritel）预订度假短租住宿时，即指“Vrbo	度假短租度假短租”，这些条款适⽤于您对我们的服务
的使⽤，但我们在预订过程中向您提供的	Vrbo	条款和条件适⽤于您对	Vrbo	度假短租的
付款和预订。
	

第第	7	节节	国际旅游国际旅游
	

国际旅游
	

尽管⼤多数旅⾏都没有发⽣事故，但前往某些⽬的地的旅⾏可能⽐其他⽬的地涉及更多的
⻛险。在预订国际旅⾏之前，您必须查看相关政府发布的任何旅⾏警告/建议等。您还应该



在旅⾏期间和回程之前关注此类旅⾏警告/建议，以帮助避免和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扰。
健康
建议的接种/疫苗接种可能随时会有变化。在您出发之前应该就当前的建议咨询您的医⽣。
您有责任确保您：

满⾜所有⼊境健康要求
接受建议的接种/疫苗接种
服⽤所有建议的药物，并且
遵循与您的旅⾏有关的所有医疗建议

护照和签证
您必须咨询相关⼤使馆或领事馆了解护照和签证相关信息。要求可能会有变化，在预订和
出发之前，请查询最新信息，并为所有相关申请留出⾜够的时间。
如果您因您的⾏为（包括您没有携带任何旅游服务提供商、当局或国家/地区（包括您过境
的国家/地区）所要求的正确和充分的旅⾏证件）⽽被拒绝登机或进⼊任何国家/地区，我们
的公司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包括⻜机经停的所有地点，即使您没有离开⻜机或机场。
⼀些政府正在对航空公司提出新要求，要其提供⻜机上所有旅客的个⼈信息。航空公司将
在您于机场办理登机⼿续时或在某些情况下在您预订时收集这些数据。如果您对此有任何
疑问，请联系您搭乘的相关航空公司。
我们的公司集团不声明或保证前往国际⽬的地是适当的或没有⻛险的，并且不对前往这些
⽬的地可能造成的损害或损失承担责任。
第第	8	节节	责任责任
我们的责任
我们拥有并运营我们的服务，旅游服务提供商为您提供旅游服务。
在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对以下情况不负有责任：

旅游服务提供商向您提供的任何此类旅游服务
对于任何此类旅游服务提供商的⾏为、错误、遗漏、陈述、担保或疏忽，或
因上述原因造成的任何⼈⾝伤害、死亡、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或费⽤

旅游服务提供商向我们提供描述旅游服务的信息。该信息包括旅游服务详情、照⽚、价格
及相关规则和限制等。我们通过我们的服务显⽰这些信息。旅游服务提供商有责任确保此
类信息准确、完整和最新。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不对此类信息中的任何不准
确之处承担责任，除⾮且仅当我们直接造成此类不准确时（这也包括仅⽤作指导且可能不
是官⽅评级的住宿评级）。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不保证特定旅游服务的供应
情况。
我们的服务中的照⽚和插图仅⽤作向您展⽰住宿级别和类型的指南。
在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除⾮这些条款中明确规定，否则：

通过我们的服务显⽰的所有信息、软件或旅游服务均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条



件。这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关于令⼈满意的质量、适销性、适⽤于特定⽬的、所有权
或不侵权的默⽰保证和条件，以及
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否认所有此类保证和条件

通过我们的服务展⽰旅游服务并不代表我们的公司集团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此类旅游服务
的宣传或推荐。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否认我们的
服务、其服务器或从我们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发送的任何电⼦邮件没有病毒或其他有害成分
的所有保证和条件。
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并受这些条款的限制，均不对
因以下原因引起的任何直接、间接、惩罚性、特殊、附带或后果性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旅游服务
使⽤我们的服务
任何延迟或⽆法使⽤我们的服务，或
您使⽤我们的服务中的链接

⽆论是基于疏忽、合同、侵权、严格责任、消费者保护法规或其他原因，即使我们的公司
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已被告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的公司集团或我们的合作伙伴根据这些条款对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那么在
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我们仅对以下直接损害承担责任：

您和我们（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如适⽤）均可合理预⻅
您实际遭受或招致的损失，以及
直接归因于我们的⾏为（或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为，如适⽤）

如果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或我们的合作伙伴承担任何责任，则此类责任的⾦额总和不得超过
(a)	您为相关旅游服务⽀付的费⽤或	(b)	⼀百美元（100.00	美元）或等值的当地货币。
该责任限制反映了您与我们之间的⻛险分配。如果这些条款所述的任何有限补救未能达到
其基本⽬的，本节所述限制将继续有效并适⽤。这些条款中规定的责任限制符合我们的公
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利益。
每当发⽣不可抗⼒事件，包括通讯⽅式中断或航空公司、住宿或空中交通管制员罢⼯，都
将导致本条款中的义务受不可抗⼒事件影响⽽中⽌。在这种情况下，受不可抗⼒事件影响
的⼀⽅将不因⽆法履⾏该义务⽽承担责任。
赔偿
对于第三⽅因下列原因向我们的公司集团、我们的合作伙伴及其任何⾼管、总监、员⼯和
代理提出的任何索赔、诉讼、要求、追偿⾦、损失、损害、罚款、罚⾦或其他任何类型或
性质的费⽤或开⽀（简称“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法律费⽤和会计费⽤，您同意为
其进⾏辩护并进⾏相应赔偿：

您违反这些条款或条款中引⽤的⽂档
您违反任何法律或侵害第三⽅权利，或
您使⽤我们的服务

⽽此类损失不是由我们的公司集团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如适⽤）的⾏为直接造成。
第第	9	节节	点评、评论和照⽚点评、评论和照⽚



通过电⼦邮件、帖⼦或其他⽅式向我们的服务提交内容，包括任何提交内容中包含的任何
住宿点评、照⽚、视频、问题、评论、建议、想法或类似内容（统称为“提交内容提交内容”），
您：
	

确认您的所有提交内容都是您的原创作品，您拥有并将保留所有必要的权利，以允
许我们按照这些条款中的规定使⽤提交内容，并且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授予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排他性、免版税、
永久、可转让、不可撤销和多层级完全再许可权，以使⽤、复制、修改、改编、翻
译、分发、发布、创建衍⽣作品并公开展⽰及在现在已知和之后新⽣的全球任何媒
体上处理此类提交内容。

	

您还确认并同意，我们的公司集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决定以不可识别的⽅式使⽤
您在此类提交内容中提交的名字（例如在您提交的点评中列出您的名字和家乡）作为您提
交内容的创作归属。此类提交内容也可能与旅游服务提供商共享。
	

您还授予我们的公司集团对任何侵犯您或我们的公司集团在提交内容中的权利的个⼈或实
体进⾏法律追究的权利。
	

提交内容不具有机密性和专属性。
	

如果可能，您明确放弃您提交内容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和所有“精神权利”（包括归属权或完
整权）。您同意您不反对我们的公司集团、我们的合作伙伴或我们的任何其他被许可⼈发
布、使⽤、修改、删除或利⽤您的提交内容。
	

您对您的提交内容负全部责任。您不得向或从我们的服务发布或传输，并同意您的所有提
交内容不包含以下任何内容：
	

⾮法、威胁、诽谤、破坏名誉、淫秽、⾊情或会违反宣传或隐私权或任何法律的内
容
商业性（例如募集资⾦、⼴告或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营销等）内容
侵犯、盗⽤或违反任何第三⽅的任何版权、商标、专利或其他专有权利的内容，或
破坏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国家和谐的内容

	

您将对因不遵守上述规则⽽造成的任何损害，或因您向我们的服务发布提交内容⽽造成的



任何其他损害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可能会在不通知您的情况下对任何提交内容⾏使我们的权利（例如：使⽤、发布、展
⽰、删除等）。
	

如果您对同⼀家住宿提交了多条点评，则您最新的提交内容符合使⽤的条件。
所有提交内容还必须遵守以下准则，以及在内容提交过程中可能提请您注意的任何其他准
则：

切题	-	所有提交内容必须与住宿、餐厅、地点或⼀般旅⾏体验有关。
原创	-	您仅可提交⾃⼰的点评、照⽚和其他内容。禁⽌提交来⾃任何其他来源（个
⼈或商业）的内容。
⾮商业	-	请勿提交任何包括第三⽅商标、徽标、品牌、名⼈或其他可识别⼈物的图
像、宣传材料或任何其他⽤于商业⽬的的内容。
⽆有害⽂件	-	请勿提交任何包含病毒或其他有害代码的提交内容，这些病毒或代码
旨在或可能对我们的系统和/或这些系统的使⽤者造成损害。含有	HTML	标签或
URL	的评论在我们的⽹站上不会以正确的格式显⽰。
照⽚	-	图像必须为	BMP、PNG、GIF	或	JPEG	格式，⽂件⼤⼩不超过	5	MB。

我们不主张对您的任何提交内容拥有所有权、背书或从属关系。
第第	10	节节	知识产权政策和声明知识产权政策和声明
	

版权和商标声明
	

我们的服务的所有内容为	Expedia	Group	旗下公司	©2022	Hotels.com,	LP.	版权所
有。Hotels.com	和	Hotels.com	徽标是	Hotels.com,	L.P.	的商标。此处提及的其他徽标
和产品及公司名称可能是其各⾃所有者的商标。我们对⽹站上由其他⽅运营的内容不承担
任何责任。
我们的服务配有	Google®	翻译⼯具，使您能够翻译⽤户创作的点评等内容。Google®
翻译⼯具通过⾃动程序翻译⽂本，这可能使⽂本不准确。使⽤	Google®	翻译⼯具带来的
⻛险完全由您⾃⾏承担。我们对	Google®	翻译提供的翻译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做出承
诺、保证或保障。
我们的服务可能含有由我们以外的其他⽅运营的⽹站链接。此类链接仅供您参考。我们不
控制此类⽹站，对其内容或您对其的使⽤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包含此类链接不意味着我
们推荐此类⽹站的内容，或与其运营商有任何关系。
如果您知晓任何侵犯我们的品牌的⾏为，请通过发送电⼦邮件⾄
TrademarkComplaints@expediagroup.com	告知我们。此电⼦邮件地址只负责处理品
牌侵权的相关信息。

mailto:TrademarkComplaints@expediagroup.com


知识产权侵权政策和投诉
我们尊重他⼈知识产权，并期望我们的提供商、合作伙伴和⽤户（统称为“⽤户⽤户”）也能做
到这⼀点。我们的政策禁⽌⽤户发布侵犯他⼈版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材料，并且
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将终⽌重复侵害⾏为的⽤户帐户。可在此处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和
表格”中了解提交版权和商标投诉的要求和说明。
专利声明
我们或我们的公司集团拥有的⼀项或多项专利可能适⽤于我们的服务以及可通过我们的服
务访问的功能和服务。我们的服务的部分内容在⼀个或多个专利的许可下运营。其他专利
正在申请中。
第第	11	节节	我们的服务中可⽤的软件我们的服务中可⽤的软件
	

软件
从我们的服务或移动应⽤商店下载的任何可⽤软件（简称“软件软件”）均为我们的公司集团或
我们各⾃提供商的版权作品。您对此类软件的使⽤受最终⽤户许可协议（如有）的条款约
束，该协议与软件同时提供（简称“许可协议许可协议”）。您必须⾸先同意许可协议才能安装、下
载或使⽤任何软件。
对于未附带许可协议的任何软件，我们授予您有限的、个⼈的、⾮排他性的、不可转让的
和不可再许可的许可，以根据这些条款下载、安装及使⽤该软件，从⽽使⽤我们的服务，
且没有其他⽬的。此软件免费提供给您。
我们的服务中包含的所有软件（例如所有	HTML	代码和	Active	X	控件等）均归我们的公
司集团、我们的合作伙伴或我们各⾃的提供商所有。所有软件均受版权法和国际条约规定
的保护。任何复制和转发软件的⾏为均受到法律禁⽌，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事和刑事处
罚。任何违反此规定的⼈都将受到起诉。
在不限制上述规定的情况下，明令禁⽌将软件拷⻉或复制到任何其他服务器或位置以进⾏
进⼀步复制或重新分发。仅根据许可协议的条款对软件进⾏担保（如有）。
地图条款
您在使⽤我们的服务的地图功能时，须遵守	Google	使⽤条款、Microsoft	使⽤条款、
Google	隐私声明和	Microsoft	隐私声明。Google	和	Microsoft	有权随时⾃⾏变更他们
的使⽤条款和隐私声明。请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信息：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zh-cn/privacystatement

http://www.microsoft.com/maps/assets/docs/terms.aspx

http://www.google.com/privacy/privacy-policy.html

http://www.google.com/enterprise/earthmaps/legal/us/maps_AUP.html

https://maps.google.com/help/legalnotices_maps/

http://maps.google.com/help/terms_maps.html

https://www.hotels.cn/lp/b/IPcomplaints?locale=zh_CN&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zh-cn/privacystatement
http://www.microsoft.com/maps/assets/docs/terms.aspx
http://www.google.com/privacy/privacy-policy.html
http://www.google.com/enterprise/earthmaps/legal/us/maps_AUP.html
https://maps.google.com/help/legalnotices_maps/
http://maps.google.com/help/terms_maps.html


地图中所⽤的	OpenStreetMap	地理数据由	©	OpenStreetMap	提供，根据开放数据库
许可	(ODbL)使⽤。
第第	12	节节	您的隐私和个⼈信息您的隐私和个⼈信息
我们致⼒于保护委托给我们的个⼈信息的隐私、保密和安全。
请查看我们当前的隐私声明，该声明也适⽤于您对我们的服务的使⽤，并通过引述将其纳
⼊这些条款，以理解我们的做法。
第第	13	节节	奖励计划奖励计划
	

我们为我们的旅客提供免费的会员计划。有关我们的计划及其礼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
们当前的条款和条件。这些通过引述将其纳⼊这些条款。
在以下情况下，您将⾃动成为会员：

您创建⼀个帐户，或
如果您已有帐户但还不是会员，当您登录您的帐户或使⽤我们的服务时

	

第第	14	节节	联系我们和投诉联系我们和投诉
	

旅客⽀持和投诉处理
	

如需快速解答您的问题或联系我们，请点击此处访问我们的⽀持⻚⾯。
第第	15	节节	⼀般原则⼀般原则
管辖法律和管辖权
这些条款受新加坡法律约束。您同意新加坡法院对因使⽤我们的服务或这些条款⽽引起的
或与之有关的所有纠纷具有专属管辖权及作为审判地点。在任何不执⾏本条款所有规定的
司法管辖区（包括但不限于本段），使⽤我们的服务均被视作未经授权。
保险
除⾮另有说明，否则显⽰的价格不包括旅⾏保险。建议您购买涵盖某些取消情况和某些⻛
险（例如发⽣事故或疾病时的遣送费⽤）的后果的保险。您有责任确保购买的任何保险保
单充分满⾜您的要求。您可能会看到某些旅⾏保险产品。如果是这样，保险提供商的详细
信息、相关重要信息以及条款和条件将显⽰在我们的服务中。
执⾏失败
我们未能或延迟执⾏这些条款的任何规定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在未来执⾏这些条款的相同
或任何其他规定的权利。

https://opendatacommons.org/licenses/odbl/
https://www.hotels.cn/lp/b/privacy?locale=zh_CN&
https://www.hotels.cn/lp/b/hcom-rewards-terms?currency=CNY&eapid=42&locale=zh_CN&pos=HCOM_CN&siteid=300000042&tpid=3208
https://service.hotels.com/zh-cn/


不可执⾏条款
如果本条款的任何规定（或部分规定）被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部门认定为⽆效、⾮法
或不可执⾏，则该规定（或部分规定）应在必要时被视为不构成您的这些条款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不影响其他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执⾏性。
完整协议
这些条款构成您与我们之间就我们的服务达成的完整协议。它们取代您与我们之间关于我
们的服务的所有先前或同期通信（⽆论是电⼦、⼝头或书⾯）。
转让
我们可以（但您不得）转让、分包或委托这些条款下的权利、责任或义务。
第三⽅权利
除这些条款中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我们不希望这些条款的任何部分由⾮本条款⼀⽅的任何
⼈强制执⾏。放弃、更改或终⽌这些条款的任何部分均⽆需第三⽅同意。这些条款不产⽣
任何适⽤法律或法规规定的与第三⽅执⾏这些条款任何部分的权利有关的任何权利。
义务的存续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如果明确规定或根据其性质规定了本条款到期或终⽌后的义务，则在
到期或终⽌后仍然有效。
第第	16	节节	注册注册
	

纽约州税务注册
您应在⼊住住宿时缴纳纽约销售税和纽约市住宿税（如适⽤）。对于“⽹上付款”的住宿预
订，Travelscape,	LLC	的纽约销售税供应商注册号为	880392667，其纽约市酒店住宿税
注册号为	033960。
请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信息：
纽约州证书
纽约市证书

https://forever.travel-assets.com/flex/flexmanager/images/2022/02/07/NY_State_Certificate_2021.pdf
https://images.trvl-media.com/media/content/expus/graphics/other/travelscape_nyc_certificate_of_authority.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