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川旅饭协〔2019〕3 号 
2018 年四川省旅游住宿业 

“先进企业”、“先进工作者”入选名单 

 

全省各参选单位： 

根据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川旅饭协〔2018〕31 号

文件《2018 年四川省旅游住宿业“先进企业”和“先进工作

者”评选活动通知》要求，结合企业自荐、资格审查和专家

组评审，最终评选出 2018年四川省旅游住宿业“先进企业”

65 家，“先进工作者”78名。现予公布如下： 

一、先进企业（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 

1 四川锦江宾馆 

2 四川盛嘉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3 绵阳富乐山九洲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4 四川省人民政府金牛宾馆 

5 西藏饭店（成都） 

6 四川岷山饭店有限公司 

7 四川成都天府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8 迪阁瑞酒店（集团）公司 

9 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 

10 成都润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1 德阳市旌湖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12 四川自贡汇东大酒店有限公司 

13 成都家园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4 成都首座万豪酒店 

15 成都金河宾馆 

16 成都望江宾馆 

17 凤凰湖天泉酒店 

18 青城山尊酒店 

19 金堂七维华可酒店有限公司 

20 四川凯优雅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1 成都城市名人酒店（成都中铁名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2 泸州南苑宾馆 

23 四川旅投锦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4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空港大酒店 

25 成都尊悦豪生酒店有限公司 

26 九寨沟星宇国际大酒店 



27 四川省巴中市江北宾馆 

28 眉山岷江东湖饭店有限公司 

29 遂宁市明星酒店有限公司遂宁宾馆 

30 四川岷山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 四川尚锦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32 成都大鼎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33 明宇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34 成都郦湾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35 明宇商旅（南充）股份有限公司明宇丽雅酒店 

36 成都黉联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7 新津城市名人酒店（成都市荣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8 成都博瑞花园酒店 

39 四川铁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40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41 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芙蓉饭店 

42 成都京川宾馆 

43 成都新东方千禧大酒店有限公司 

44 友邦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友豪锦江酒店） 

45 四川省友豪罗曼酒店有限公司 

46 成都十八步岛酒店有限公司 

47 总府四川宾馆 

48 成都世代锦江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49 成都世外桃源酒店有限公司 

50 成都兴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都江堰分公司 



51 成都市合江亭翰文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52 成都天仁大酒店有限公司 

53 成都成飞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54 成都向阳凯宾斯基饭店有限公司 

55 成都百伦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6 成都金陵嘉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7 成都建工集团旅游有限公司青城国际酒店 

58 攀枝花市人和花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9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王子大酒店 

60 绵阳市绵州嘉来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61 隆昌市金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62 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金海棠大酒店 

63 四川长虹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64 南充万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65 广汉华可酒店有限公司 

 

二、先进工作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四川锦江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陈红 

2 绵阳富乐山九洲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申小婷 

3 峨眉山市红珠山宾馆 刘爱萍 

4 四川省人民政府金牛宾馆 马菊 

5 西藏饭店 刘俊杰 



6 四川岷山饭店有限公司 崔莲 

7 成都天府阳光酒店 杨欢欢 

8 迪阁瑞酒店（集团）公司 邱海 

9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世纪

天堂洲际大饭店 
金金 

10 成都润邦国际酒店 周明月 

11 德阳市旌湖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陈恩芳 

12 四川自贡汇东大酒店有限公司 张丽娜 

13 成都望江宾馆 李小西 

14 成都家园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罗丹 

15 成都首座万豪酒店 钟永珍 

16 成都金河宾馆 李金伟 

17 
成都市好日子幸福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酒店分公司（凤凰湖天泉酒店） 
耿立梅 

18 
四川君颐山尊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青

城山尊酒店） 
沈吉 

19 金堂七维华可酒店有限公司 李一丁 

20 四川凯优雅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陈启明 

21 凯优威尔 468店 张小菊 

22 四川旅投锦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张利 

23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空港大酒店 唐轲 

24 九寨沟星宇国际大酒店 黄英 

25 四川省巴中市江北宾馆 何力 

26 眉山岷江东湖饭店有限公司 曾令英 

27 遂宁市明星酒店有限公司遂宁宾馆 宋月红 



28 绵阳富临桃花岛酒店有限公司 罗秀琼 

29 成都大鼎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蒋双键 

30 成都盛世君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罗丹 

31 成都郦湾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曾琼芳 

32 
明宇商旅（南充）股份有限公司明宇丽雅

酒店 
张雪莲 

33 
成都尚方嘉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金玉阳光

大酒店 
毛晓雷 

34 明珠国际酒店 周丽 

35 
新津城市名人酒店（成都市荣望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田甜 

36 成都市城市名人酒店 张园 

37 成都市隐秀尚庭酒店 李佳 

38 怡东国际酒店 李香蕾 

39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唐胜 

40 成都芙蓉饭店 赵大秀 

41 成都京川宾馆 方建明 

42 成都新东方千禧大酒店 文祥芳 

43 四川绿洲大酒店 吴利华 

44 
友邦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友豪锦江酒

店） 
杨倩 

45 四川省友豪罗曼酒店有限公司 邱爽 

46 成都十八步岛酒店 赵龙福 

47 成都金陵嘉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王皓宇 

48 成都世代锦江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马顺蓉 

49 成都世外桃源酒店有限公司 尹欢 



50 成都兴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都江堰分公司 杨开志 

51 四川安泰安蓉管理有限公司 郑杨杨 

52 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 张陶 

53 上海恒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任腊梅 

54 四川铁道大酒店 陈锋 

55 成都市合江亭翰文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周虹霞 

56 成都天仁大酒店有限公司 万敏 

57 成都成飞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曾名斌 

58 成都凯宾斯基饭店 刘媛 

59 成都百伦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刘宜 

60 总府四川宾馆 李筱 

61 泸州沣泽苑宾馆有限公司 程卓 

62 泸州王氏大酒店 桑治均 

63 广汉华可酒店有限公司 何丽 

64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王子大酒店 黄勇 

65 四川长虹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郭彪 

66 四川梓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陈红芹 

67 遂宁市瑞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冯光明 

68 乐山市燃气责任有限公司金海棠大酒店 王红 

69 南充万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谢国强 

70 南充东方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吕施洪 

71 宜宾竹海世外桃源度假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王林 



72 广安世纪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吴建明 

73 巴中市恒丰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王玉凤 

74 
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光雾山名人

度假酒店 
岳礼川 

75 四川雅安倍特星月宾馆有限公司 辜勇 

76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孟园媛 

77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彭彤 

78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严宇琦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2019 年 1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