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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中国饭店产业第一盛会”美誉的中国饭店 2015 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

饭店全球论坛（以下简称：本盛会）于 3 月 25-27 日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广

州大剧院举行。

本盛会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指导，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全联房地产

商会酒店投资商会、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酒店协会、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中国饭

店业名人俱乐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饭店杂志社承办，

各地房地产商会、各地饭店及餐饮行业协会协办。

本次盛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有：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第十五届中国饭

店金马奖晚会、2015 中国饭店品牌展、2015 魅力中国·名流飨宴、全商联高协

成立大会暨名人邀请赛，以及旅游地产项目、知名酒店与餐饮企业参观考察与美

食体验等系列活动。

据统计，各地知名旅游、酒店和餐饮集团的董事长及高管代表，投资旅游地

产或“酒店 + 房地产”的开发商，酒店或餐饮品牌招商需求项目、大型旅游娱乐

综合体以及参与及支持饭店业发展的金融界、国际著名投行、国内外主流媒体等

各界精英共逾 600 人出席了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2000 多位杰出人士参加

了广州大剧院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晚会。

万众瞩目，群贤毕至，盛誉载道，商机无限！

  The 2015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Hotel Industry was held from March 25th to 27th in Grand 

Hyatt Guangzhou and Guangzhou Opera House. It was held and guided by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RECC, Asia Pacific Hotel Association, 

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isine, China Hotel Industry Celebrity Club, Tourism Research 

Center of CASS and China Hotel Magazine. Over 600 people from international hotels, famous 

investment banks and financial fields attended this splendid activity and 2000 people attended the 

15th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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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创
共赴新常态“破局”之约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旅游饭店业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求得更好发展，是全行业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又是一年春光好，3月25日中国饭店2015年会在美丽的珠江畔再度盛大启幕。全国工商联会员部副部长张新武在开幕式上表示，

行业协会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行业发展功不可没。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致力于为商会成员及战略合作伙伴提供最优

质、最高端的定制营销策略，提供“品牌与资本、资金与项目、人才与企业、产品与渠道”四大对接。其中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

是商会今年来下功夫推进的一大重点，提倡“带着项目”、“拎着资金”来参会，实现了大批的项目与资金成功对接。

作为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本年度的深度战略合作伙伴，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上

海巴丽赞冰酒有限公司、维也纳酒店集团、明辉集团、嘉信福实业集团、假日东方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安兴酒店用品

集团、广州锦龙奥迪家园、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 10 家机构在本盛会上与商会举行了签约及年度深度合作启动仪式。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Views about New Normal

Coming in our expectation, the 15th CHF was held in Guangzhou on Mar.25th by the Pearl River. Mr. Zhang Xinwu, Vice Minister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tated that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made contributions on pushing forward government reform and boosting 

industrial growth. The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RECC aims at providing members with connections between brand and capital, money and 

projects, talents and enterprises, products and channels.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10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Country Garden Phoenix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Company, Gani 

Ceremics Company have signed the contract to become the annual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

①

② ③

① 2015 年度商会与十大战略合作伙伴缔约仪式
Contract Assignments between the associations & Partners

     签约代表（部分）：
     Contract Assignment Representatives (Part)
②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钟彬（左 3），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玉（左 2）

Contract Assignment between Zhong Bin, Secretary General of CRECC & Dai Yu, Country Garden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Company
③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奇峰（左 3），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邱文胜（左 2）

Contract Assignment between  Jeff Ning, Wanda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o. & Qiu Wensheng, General Manager of Marketing, Gani Ceremic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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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圆桌会议：著名地产商代表与饭店领

导人对话】成为本届论坛亮点，同时【头脑风暴：

国际品牌与民族品牌领军人对话】也备受瞩目；

本届盛的【圆桌论坛】共有 6 场同步分会场环节，

分别围绕“‘大数据’触发新商机”、“酒店业

迈入‘精品化’时代”、“餐饮新智道‘逆’势

飞扬”、“中国服务，开启宴会私人订制时代”、

“酒店设计的回归之路”以及“酒店资产管理的

价值坐标”等话题展开探讨。万达、富力、保利、

碧桂园、鲁能、招商、华侨城、维也纳、洲际、

喜达屋、凯悦、美高梅、锦江、金陵、粤海、港

中旅等知名地产开发商与酒店领导人，以及北京

宴、阿兴记、外婆家等知名餐饮企业领导人，在

圆桌会议上均有精彩的发言，并就产业摆脱困境

及共赢思维，展开深度交流，开智启迪！ 

权威聚首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的主题仅仅围绕“大旅游，新常态，饭店业‘破局’之约”展开。聚焦行业热点、关注发展趋势、

纵论产业经济、发布指数报告，昭示中国饭店业发展的风向标。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发布了《2015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及对酒店业的影响》；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发布

了《2014 年环球经济走势及 2015 年中国经济前景展望》；STR Global 发布了《2014 年全球与中国饭店业经营业绩对比分析报告

及 2015 年预测》。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以《旅游消费新领域，酒店发展新格局》为主旨的报告。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发布了以《新格局下酒店行业的制胜之道》为主旨的报告。

①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开幕式现场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5th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②－⑩ 致辞及主旨演讲嘉宾：全国工商联会员部副部长张新武，中国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会长刘建沪，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魏小安，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富力地产集团董事长张力（陆毅副总代表），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钟彬 ，全联
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奇峰，德勤中国副主席、合伙人金建，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玉，简一集团营销总经理邱文胜
Speech by Zhang Xinwu, Vice Minister of Member Department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Liu Jianhu, Vice Chairman of China 
Commercial Association and Committee, Wei Xiao’an,  Researcher & Director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Zhang Li, President of CRECC, 
Board Chairman of R&F Properties Co (Vice CEO Lu Yi represents), Zhong Bin,  Secretary General of CRECC, Jeff Ning,  Wanda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o., 
Jin Jian, Vice Chairman and Partner of Deloitte (China), 
Dai Yu, Country Garden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Company, Qiu Wensheng, General Manager of Marketing, Gani Ceremics Co.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现场 
The 15th CHF

①

②③④⑤

⑥⑦⑧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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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Gathering:
The 15th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The topic this year was “Pan Tourism, New Normal and Breakthrough of Hotel Industry”. Several authority reports were relea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for instance,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y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Global 

Economic Trends and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 Forecast” by Deloitte China,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014 Global and China Hotel 

Business Performance & Forecast of 2015” by STR Global. The Key-note Panel - Dialogue between Famou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nd Hotel 

Leaders, focused on the “Extrication of Industrial Difficulties & Cooperative Thinking for Win-win” while The Brainstorm - Dialog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Hotel Brand Leaders, discussed about “Catching of Sustainable New Profit Point under Adversity”. Moreover, 6 forums 

held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so fantastic.

①

②

③

①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现场 
        The 15th CHF
② 【头脑风暴】国际品牌与民族品牌领军者对话圆桌论坛现场

Brainstorm:Dialog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Hotel Brand Leaders
③ 【领袖圆桌会议】著名房地产开发商代表与饭店领导人对话

Key-note Panel:Dialogue between Famou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nd Hotel Leaders



2015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HOTEL INDUSTRY  
& THE 15th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中国饭店2015年会
暨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

精准对接
2015 中国饭店品牌展

与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同期同场举办的还有 2015 中国饭店品牌展（2015 CHF 展会），是投资方和管理方形

象展示与交流合作的平台，是饭店及餐饮业产业链供应商和采购商“沟通零距离 . 商洽面对面”的展示与洽谈合作的最

佳机会。现场可见简一陶瓷、迈进高尔夫、明辉集团、永益食品、爱迪尔、珠江莲蓉、巴丽赞冰酒、IDeaS、时时客科技、

艾比森光电、远鹏装饰、盛阳科技等多家企业展位。而今年展位中，科技类、软件类参展商同比往年上升趋势明显，这

与在过去的 2014 年中，旅游饭店企业愈发重视移动端及云端技术的需求息息相关。

此外，“微现场”成为今年会议的又一亮点。与会嘉宾通过建立电子名片，以现场“扫码”的方式，成功实现定向

的名片互换，让“品牌遇见资本、资金找到项目、企业发现人才、产品进入渠道”。

2015 China’s Top Brand Expo:
Valuable Communication

The 15th CHF Expo is a platform f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elites in the industry, exchanging views 

and establishing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 between hotel investors 

and hotel management groups, strengthening the friendship and 

hotel chain business, were held simultaneously with 2015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Stalls of Gani Ceramics, MingFai, Myking, 

etc., could be seen on the site. Compared to the expo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suppliers on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has risen. And 

delegates well knew each other through the Micro Interact.

① 爱迪尔电子展台 / Adel Booth
② 艾比森光电展台 / Absen Booth
③ 迈进高尔夫展台 / Myking Booth
④ 明辉集团展台 / MingFai Booth
⑤ 简一大理石瓷砖展台/ Gani Booth
⑥ 天基电器展台 / T&J Booth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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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平台
2015 魅力中国·名流飨宴

阳春三月醉花城！ 3 月 25 日晚，一场以“花”为主题

的养生慈善晚宴——2015 魅力中国 . 名流飨宴在广州富力君

悦大酒店倾城举行，品饮和食德，赏美之旋律，配合春季养

生的食材，款款中西风味混搭的菜式，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现，

更有十分贴心的营养分析。

作为每年一度万众瞩目的世界顶级时尚盛宴，今年的亮

点是隐藏在花海里的“维密天使”伴宴，璀璨的 T 台，风情

万种的维密天使，独具魅力的“霓裳秀”，美酒美食，美不

胜收！ 

当晚，凯悦酒店集团区域副总裁、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陈栢桓等优秀管理人员和大厨获主办方授予了“卓越

服务奖”，联合利华饮食策划获主办方授予了“2015 年度

中国饭店业高级合作伙伴”以资鼓励。同场，还举办了全联

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新成员授

勋仪式。

Charming China Celebrity Banquet:
Building the Most Eminent Social Circle

On the Evening of Mar. 25th, with the theme of “Flower”, the 

Charming China Celebrity Banquet was held at Grand Hyatt Guangzhou. 

Guests enjoyed not only the nutritious food but also the amazing 

performance. The initiation ceremonies of both Hotel Investors of CRECC 

and China Hotel Celebrity Club were also held that night, welcoming the 

new membership.

2015 魅力中国·名流飨宴现场及特色菜肴 / 2015 Charming China · Celebrity Banquet and Dishes



价值平台
全联酒店投资商会新成员授勋仪式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直属机构，

由投资旅游地产、商业地产或“酒店＋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开发商、国际

著名投行、酒店及餐饮业投资商及上下游产业链商家，与本行业领域相关

的企业、团体和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会

员单位包括：金茂集团、万达集团、富力集团、华侨城集团、保利集团、

中粮集团、中商集团、碧桂园集团、中远集团、粤海（国际）酒店集团、

深圳维也纳酒店集团、四川明宇集团、南京金陵酒店集团、杭州商贸旅游

集团等。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或参与，又有一批新的会员加

入商会。

New Member of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RECC: 
Valuable Platform

Hotel Investors Association of CRECC is the direct branch of CRECC, which 

is national and non profit group made up by investment tourism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develop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 and some related organization, including member 

such as Tower Group, Wanda Group , R&F, OTC, China Poly Group Corporation and 

COFC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effort of members.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新增补成员名单

副会长

李晓平  卓越置业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      
邱文胜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   
周福新  嘉信福实业集团董事长       
罗海强  海南建丰旅业集团董事长         
俞  斌  上海星级企业集团董事长      
李国进  意大利阿尔佩建筑事务所中国区 CEO 

会董

钟沛江  东莞市百味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会员

杭州凯悦酒店
丽枫舒适酒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亨瑞同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骏德酒业集团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新成员授勋仪式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由原国家商业部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全国

政协常委刘毅倡导发起创办，是全国旅游及饭店业具有影响力的名流会。

目前拥有个人会员 6000 多人，企业会员 1000 余家。

业界名流的支持与参与，才有了今日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的兴盛，

又有一批新的会员加入名人俱乐部。

New Member Ceremony of China Hotel Industry Celebrity Club
China Hotel Industry Celebrity Club is established by Liu Yi, the former Minister of 

Commerce Ministry, and the National Tourism Bureau,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which is a inflencial club, including over 6000 members and 

1000 enterpris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effort of members.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

新增补成员名单

副主席
杨  维   富临集团总裁
陈嘉华   豪华集团行政总裁  
甘崇轩   香港甘饭馆餐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会董
冯照杰   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总裁  
杨勤康   深圳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企业会员
上海巴丽赞冰酒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英才群”微营销奖
腾飞的神州大地，中国饭店产业也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大潮中大跨步前

进。越来越的的酒店人开始使用新媒体的工具，学习新知，交流互动。在

羊年春节期间，“中国饭店英才群”，开创了一股新媒体营运的风潮，创

造了“红包传奇”！在群主的带动下，群管理员们的张罗下，群友们从大

年初一到大年十五，抢红包、聊家常，让友谊在“英才群”中蔓延与传递。

众人拾材火焰高，平台决定高度，高度决定影响力，人脉圈决定商圈，资

源成就伟业。

在这期间，当值群主和群监督，无私的奉献，让友谊不断得到升华。“中

国饭店英才群”2015 春节红包接力及微营销活动做出贡献的群主和群监督，

授予表彰。

Micro Marketing Award for China Hotel Elite
Hoteliers are getting familiar with new media to learn and interact with people. In the 

year of Sheep, China Hotel Elite Group start a fashion of operating and marketing of new 

media, which became a Lucky Money Legend.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urned in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novel mode of micro interacting.

新媒体营运卓越组织奖

万  钧  中科云网董事长

罗  岚  广西金利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藏晓安  招商地产美伦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新媒体运营组织杰出贡献奖

黄慧星  深圳市维也纳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邱文胜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经理          

王庆和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  健  君兰发展集团君兰会副总经理                

秦  雷  江苏海天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剑丰  鸿星及东江饮食集团管委会会长                     

林  洁  上海正大中森会餐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微营销杰出英才奖

黄蓓蓓  万豪国际集团中国南区市场收益策略经理       

于  洋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何晓霞  广州市酒管家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师卫平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黄若琪  赫基国际集团 -Sixty 事业部总经理        

宋旭瑛  嘉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监        

 

2015 魅力中国·名流飨宴嘉宾敬酒及现场互动 / Interactions on 2015 Charming China · Celebrity Banquet



榜样力量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

 回顾 2014年，中国旅游饭店及餐饮业举步维艰，遭遇“冰桶”挑战，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一大批行业先进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不管顺流逆流，依然长袖善舞，在此“非常”时期，行业的践行者们更加需要认可、掌声与鼓励！

中国饭店金马奖源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标志“马踏飞燕”，象征行业先导，是饭店业最高荣誉，被媒体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获奖企业被业界公认为行业的丰碑。中国饭店金马奖致力于在中华大地找寻并标榜卓越的酒店、餐饮企业，以及优秀的饭店人，

更重要的是搭建“中国饭店金马奖盛典”的盛大舞台，向全世界展示“美丽中国”的魅力与风采。

中国饭店金马奖参照“奥斯卡”评选的国际惯例，主要采用评审委员顾问团提名制。评审则包含四个专业化步骤，通过互联

网开展的大众投票占评分的 20%，专业测评占评分的 30%，“金马客”体验占评分的 20%，评委会投票占评分的 30%。其中，“金

马客”体验环节备受业界关注，由主办方挑选的“金马客”以顾客的身份对参评酒店及餐饮企业进行入住暗访或消费体验。

本届金马奖评审活动的关注点是神秘“金马客”体验，是指由主办方挑选的“金马客”以顾客的身份对参评酒店及餐饮企业

进行入住暗访或消费体验，他们的体验评分在最终评选结果中占总分值的 20%。金马客 . 中华行活动，参与的过程就是企业品牌

的一个宣传的好机会、企业管理质量／服务品质提升的好时机。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晚会于 3 月 26 日晚在广州大剧院炫耀举行，被公认为饭店业的“奥斯卡”盛典。本届金马奖晚会，

以“春”为主题，分为醒春、引春、报春、迎春、映春、咏春六个篇章，整台晚会充满艺术气息。在全球杰出华人艺术家的梦想舞台，

在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金马奖”为辛勤付出的中国饭店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

The China hotel industry had its hard time due to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re are lots of elites who dedicate themselves into the hotel 

industry. Those heroes deserve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s. This year, the Avenue of Stars became the foc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remony. 2000 elites 

from estate, tourism, hotels, catering enterprises and suppliers attended. With the theme of “Spring”, wonderful performance filled the ceremony with artistic 

atmosphere.



金马传奇
饭店业的“奥斯卡”盛典

3 月 26 日晚 19:00，在霓虹璀璨的珠江之畔，

迎来了一年一度中国饭店人的盛大节日，迎来了被

誉为旅游饭店业“奥斯卡”的中国饭店金马奖 15 周

年的庆典。

在剧院的华丽大幕即将正式拉开之前，组委会

为中国饭店业的领军人物，开启璀璨夺目的金马奖

星光大道！来自房地产、旅游饭店及餐饮业、产业

链商家等的各路领军人物成为了红毯上最闪耀的明

星。荣誉与梦想的舞台从这里开启！

掌声响起来，我们心中有无限感慨。当中国饭

店业作为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窗口，在世界的舞台

上熠熠生辉，一群群卓越的中国饭店人在幕后默默

耕耘、辛勤付出。这金马奖璀璨夺目的舞台，中国

饭店业的一颗颗闪耀明星，逐一登上舞台，接受最

至高无上的表彰！

“金马奖”，中国饭店人一生的荣耀与梦想！

Golden Horse Legend: 
Oscar in Industry

On March 26th,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 was 

held in Guangzhou Opera House, by the beautiful Pearl River. 

Inspired by the excellent China Tourism City Logo, which means 

a horse stepping on flying swallow,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 choose the same image as the award shape to symbolize 

the highest honor of the China hotel industry. With 15 years of 

continuous influences, the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 

has gained wide recognition and high reputation, and the owner 

of which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benchmark of the industry.

中国饭店金马奖星光大道入场仪式 / Admission Ceremony of China Hotel Elites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榜单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酒店篇）
酒店集团奖 

中国酒店业最佳投资商奖 
万达酒店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业最佳雇主
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投资商首选中国最佳酒店集团
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

十佳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四季酒店及度假村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

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凯悦酒店及度假村集团

万豪国际集团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

卡尔森全球酒店集团

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

凯宾斯基酒店集团

十佳中国酒店管理公司 

首旅建国酒店管理集团

纽宾凯酒店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世纪金源酒店集团

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粤海（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恒大酒店集团

凯莱酒店集团

华住酒店集团

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雷迪森旅业集团

投资方首选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钓鱼台美高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

投资方首选国际著名酒店管理集团
施泰根博阁（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精品酒店集团
浙江隐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酒店管理公司
海南建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管理公司
北京索亚风尚酒店管理公司

中国三线城市加盟首选酒店管理公司
青岛尚客优城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最快速成长型酒店管理公司
丽枫舒适酒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酒店品牌奖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领军品牌
华侨城酒店 

沃阁酒店

中国最具创新商业价值酒店品牌
维也纳酒店

中国最具发展实力中端连锁酒店品牌
麗枫酒店

山水时尚酒店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民族酒店领军品牌
锦江国际酒店

最受消费者欢迎中国民族品牌酒店集团 

金陵酒店管理公司

开元酒店集团

中州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酒店协会年度大奖  

亚洲十佳酒店
（新开业 / 最具魅力酒店 / 旅游度假酒店 / 会议会展酒店 / 最
受欢迎旅游综合度假城 / 最具魅力旅游渡假城至尊大奖 / 最佳

卓越服务酒店 / 亚·非外宾首选商务酒店）

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

杭州雷迪森铂丽大饭店

隐居繁华雅集公馆

抚仙湖悦椿度假酒店

三亚唐拉雅秀酒店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 雁栖岛

杭州海外海皇冠假日酒店

长隆横琴湾酒店

深圳前海华侨城 JW 万豪

瑞盛·阳朔国际度假区

九寨沟天源豪生度假酒店

顺德美的万豪酒店

澳门星际酒店

圣玛登酒店

单体酒店奖（年度最佳系列）  

城市地标酒店
西安皇冠假日酒店

河源汇景希尔顿逸林酒店

开元拉萨饭店

中国最具魅力酒店 

海南乐龄中州国际大饭店

中国最佳卓越服务酒店
长沙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鸿洲国际游艇酒店

义乌银都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中亚国际大酒店

上海粤海酒店

富豪会展公寓酒店

安徽铜雀台开元国际大酒店

深圳宝安华盛希尔顿花园酒店

中国最佳度假酒店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

蓝楹湾度假酒店

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

丰胜中州颐和酒店

阳朔铂尔曼温泉度假酒店

中国最佳绿色环保酒店
苏州金鸡湖大酒店

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厦

中国最佳自然景观酒店
黄山碧桂园凤凰酒店

余姚四明湖开元山庄

中国最佳文化主题酒店
深圳威尼斯酒店

西安索菲特传奇酒店

中国最佳城市新锐酒店
上虞天玥开元名都大酒店

山水 S 酒店

中国最佳服务温泉度假酒店
广州从化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中国最佳温泉度假酒店
倚峦风吕温泉度假酒店

台山喜运来温泉大酒店

中国最佳SPA温泉主题酒店
天津索亚风尚酒店

中国饭店金马奖 15 周年影响力 15 人入场仪式 / Admission Ceremony of 15 Influential Figues of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s 中国饭店金马奖 15 周年影响力 15 人启动仪式 / Starting Ceremony of 15 Influential Figues of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s



中国最佳精品酒店
杭州九里云松度假酒店

中国最佳生态低碳酒店
海南雨林谷国际养生度假村

中国最佳创意设计酒店
隐居洱海影像别墅酒店

中国最佳婚宴酒店
常德共和酒店

中国最佳婚庆宴会酒店
韶关风度华美达广场酒店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
南岳共和酒店

中国最具魅力商务酒店至尊大奖
毕节福朋喜来登酒店

国际商旅首选酒店
杭州逸酒店

富豪环球东亚酒店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宁波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国内商旅首选酒店
江苏句容余坤开元大酒店

中国最佳商务酒店
北京伯豪瑞廷酒店

深圳皇轩酒店

杭州凯悦酒店

武汉马哥孛罗酒店

长沙运达喜来登酒店

常州新城希尔顿酒店

上海富豪东亚酒店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浦江国际开元大酒店

开封中州国际饭店

中国最佳会议会展酒店 
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 

广州白云万达希尔顿酒店

南京银城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人卫酒店

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

安徽高速开元国际大酒店

鹤壁迎宾馆

中国最佳会议酒店
广州逸林假日酒店

中国最佳消费者满意酒店
深圳市圣淘沙酒店翡翠店

中国最佳消费者满意酒店式公寓 
上海品尊名致精品酒店公寓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
上海奥克伍德华庭酒店公寓

杭州奥克伍德国际酒店公寓

深圳欢乐海岸万豪行政公寓

上海鹏利辉盛阁公寓

苏州晋合豪生行政公寓

中国最佳服务式公寓运营商
莎玛服务式公寓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新开业酒店
深圳东门凯悦嘉轩酒店

广州增城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珠海华发喜来登酒店

河源汇景希尔顿逸林酒店

富阳东方茂开元名都大酒店

成都融投酒店

西安盛美利亚酒店

中国最受关注新开业酒店
成都群光君悦酒店

阳江中心华邑酒店

中国最佳新开业酒店
深圳丽雅查尔顿酒店

中国最值得期待开业酒店
汕头国际大酒店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餐饮篇）
餐饮集团/品牌奖                                                

中国最佳城市餐饮地标运营商
中森食博汇

香港最具影响力餐饮上市公司
富临集团

中国十大驰名餐饮品牌（代表）

百乐门饮食集团 

稻香集团

北京大董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十佳餐饮管理公司（代表）
徐州海天管理有限公司

最受消费者欢迎香港品牌餐饮集团
陶源酒家集团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餐饮集团
半岛餐饮集团

中国寿司&料理最具潜力加盟品牌
广州长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国际游客最喜爱的香港餐饮名店
桥底辣蟹有限公司

最受消费者欢迎中国民族品牌餐饮集团
河南成师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菜系领军品牌（东北菜）
东北人饺子 . 粗粮坊

餐饮名店奖（年度最佳系列）    

亚洲餐饮名店白金五星奖
广州东方文德广场百乐门宴会厅

亚洲十佳婚宴名店
香港百乐门饮食集团 

最佳婚宴中国餐饮名店
汕头市福晋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百乐门国际宴会厅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名店
发记甜品

中国最佳西餐厅名店
美森西餐厅（菲杋大厨）

中国最佳韩国料理餐饮名店 
汉江婷韩国料理

中国最具特色日本餐饮名店
鮨处松户

最具特色主题喜宴海鲜名店
海天宴会厅

国际游客最喜爱的香港海鲜餐饮名店
快乐渔港酒家

最佳风味特色海鲜酒家
广州市白云区辉煌渔港海鲜酒家

最佳风味特色中国餐饮名店
洞庭土菜馆

最佳风味特色香港餐饮名店
北方饺子源

好知味菜馆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晚会节目表演（部分） / Programmes at the 15th China Hotel Golden Horse Awards Ceremony (Part)



最佳大众风味中国餐饮名店
广西泉上汇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最佳中国粤菜餐饮名店
粤来顺

最佳消费者满意中国餐饮名店
煜丰美食

最受消费者满意香港餐饮名店
龙记饭店

香港粤菜名店
五少亚 B 粥麺厨房

坚持使用名优餐料最佳连锁品牌
广东周记食品有限公司

餐饮至尊大奖（年度最佳系列）

                                   

鲍鱼天王至尊大奖
陶源酒家集团

海鲜天王至尊大奖

太湖海鲜城

顺德菜天王至尊大奖 

凤城酒家饮食集团

白金至尊港式点心天王 

彩福企业集团

婚宴天王至尊大奖 

香港美心集团

喜客喜宴

富临集团

社团宴会天王至尊大奖
伦敦大酒楼

烧鹅天王至尊大奖
甘饭馆

港式粥品天王至尊大奖
醉和里

四川担担面天王至尊大奖
詠藜园

中国最喜爱火锅店金奖
锅居火锅专门店

桥底辣蟹天王至尊大奖
桥底辣蟹有限公司

清汤腩王至尊大奖
澳门丸记清汤腩王

日式拉面至尊天王大奖
达磨日式拉面

中国最具特色冰室金奖
金记冰室

中国最受欢迎茶餐厅金奖
南龙冰室

中国名菜 ／名点 

中国名菜
香港桥底辣蟹

亚 B 靓汤

无憾鲫鱼饭

蒸神爽利

大丈夫玛咖披萨 

中国名点
樱花虾萝卜糕

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产业链商家及设计机构篇）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推荐奖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战略合作伙伴（2015 年度）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安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高级合作伙伴（2015 年度）
明辉集团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唯一推荐冰酒品牌（2015 年度）
上海巴丽赞冰酒有限公司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唯一推荐设计机构（2015 年度）
深圳市假日东方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唯一推荐绿色建筑装饰一体化服务商（2015 年度）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推荐品牌（2015 年度）
东莞市百味佳食品有限公司

全联房地产商会高尔夫俱乐部推荐奖                           

全联房地产商会高尔夫俱乐部高级合作伙伴
广州市锦龙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亚太酒店协会推荐奖 

亚太酒店协会最佳金牌合作伙伴（2015 年度）

广州国天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亚太酒店协会推荐奖（2015 年度）
广东必达保安系统有限公司

亚太酒店协会推荐供应商（2015 年度）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

中国饭店业年会合作伙伴奖项                                

中国饭店业合作伙伴（2015 年度）
上海巴丽赞冰酒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高级合作伙伴（2015 年度）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

中国饭店业唯一指定贵宾接待用车服务商
（2015 年度）
广州市锦龙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合作媒体（2015 年度）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首席航空合作媒体（2015 年度）
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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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商奖项                                       

中国饭店业金牌供应商
明辉集团

广州骏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优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饭店业最佳冰酒供应商
上海巴丽赞冰酒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大理石瓷砖供应商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调味品供应商
东莞市百味佳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推荐 LED照明品牌
深圳市极成光电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推荐微信运营商
深圳市千线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最佳酒店用品供应商
深圳市西贝尔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最佳布草供应商
深圳恒安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最佳酒店香氛系统供应商
深圳市艾罗曼香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业首选厨房设备工程商
上海星级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SPA设备供应商
深圳戴思乐集团

中国最佳厨房设备供应商
蓝功厨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点餐系统供应商
北京时时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饭店最佳清洁设备供应商
深圳市德力士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开关插座供应商
天基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智能门锁供应商
广东必达保安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迪尔电子有限公司

法国顶级佳酿香槟生产供应商
LUCKY FA LIMITED

香港家禽鲜肉冻肉品牌供应商
新记家禽鲜肉冻肉食品超市

香港优良XO酱生产商
新丰酱油食品公司

中国饭店业最权威职业认证机构
国际饭店业职业经理人协会

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建筑装饰领军企业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广式糕饼领导品牌
广州市珠江莲蓉（饼业）食品有限公司

最佳香氛品牌
Air Aroma

中国最佳养生饮品
凤球唛蜂蜜番茄汁

中国最佳智慧酒店运营商
深圳市盛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酒店管理信息系统服务商
IDeaS Revenue Solutions

中国最佳管理与 IT 整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德比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香港最佳人民币找换服务行
中港人民币找换行

香港自由行最受欢迎药坊
御药坊药業

中国最优质有机牛奶猪生产商
西充县百科种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有机蔬果生产基地
西充县百科种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东南亚食品供应商特金奖
泰正品（深圳）进出口有限公司

五星级酒店最佳卫浴设计奖
吉事多卫浴

全球互联网直播平台赞助商
目睹直播

最佳婚宴摄影名店
希腊女神

最佳影像机构奖
IVY. 蔓视觉影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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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饭店金马奖（英才篇）

中国饭店业年度十大影响人物                               

涂建屏   万达酒店建设有限公司

戴    玉   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金    阳   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魏建平   北京中环假日酒店 &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罗海强   海南建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黄德满   维也纳酒店集团

王锦军   凯莱酒店集团

庞博思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 雁栖岛

李国雄   百乐门饮食集团

伍威全   美心集团

杨    维   富临集团

中华英才五星勋章                                           

潘小莺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马英尧    青岛尚客优城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杨启良    陶源酒家集团

徐汶纬    金石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郑栢文    美味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机构奖                                                

亚洲酒店设计年度至尊大奖
深圳市假日东方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原创设计至尊大奖
陈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设计领军品牌
陈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 / 餐饮最佳创意设计机构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秉道室内设计事务所

深圳市一品美泰精英设计有限公司

全国十佳酒店设计机构
广州市山田组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案例奖                                                

中国酒店室内装修特金奖
桃江大汉华美达酒店塔楼装饰工程（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人物奖                                                

中国酒店设计领军人物
洪忠轩   假日东方国际酒店设计机构

吴宗建   广州市山田组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原创设计师白金奖
邹    磊    雷恩（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华英才白金勋章                       

郭建华   高国继   姜丽红   罗有昌   梁建邦   杨诗兵   黄婉琴   

杨    凡   赵    翚   纪晓东   白穆迪   罗旭东   于    斐   汉京玉 

王云龙   王敏杰   张焕杰   刘子刚   陈龙飞   陈嘉华   阮弼壕

周帼英   区宝怡   石国强   王义辉   黄方琪   钟贻海   陈锦满 

黄清团   林涛杰   蔡宗旨   伍祖榕   梁伟光   罗谷瑜   陈松辉   

袁国兴   沈海伦   张志才   罗伟雄   甘崇轩   梁亦衡   关健斌   

林    洁   陈卓良   陈    东   钟沛江   杨源福   许龙辉   柯子大   

李金忠   郑娘深   林炳义   胡维正   赵志盛

对上述 2014-2015 年度为中国饭店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祝贺！详情请登录组委会官方网站：www.chf163.com ，多谢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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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HOTEL INDUSTRY  
& THE 15th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中国饭店2015年会
暨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

名人高尔夫邀请赛冠名：

唯一推荐大理石瓷砖品牌：

唯一推荐绿色建筑装饰一体化服务商：

唯一推荐酒店设计机构：

唯一推荐冰酒品牌：

唯一推荐红酒供应商：

唯一推荐微信运营商：

论坛场地支持：

高尔夫场地支持：

大会指定贵宾接待用车：

霍英东集团

千线科技

星级厨房工程
Star Rated Kitchen Project

钻石级合作伙伴：

白金级合作伙伴：

金牌级合作伙伴：

银牌级合作伙伴：

铜牌级合作伙伴：

 

特别支持 /鸣谢：

首席电视合作媒体：

首席航空合作媒体：

新闻通讯社：

特邀新媒体：

电视 /电台：

报纸：

杂志：

网站：

腾讯微信

广东卫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饭店 2015 年会
暨第十五届中国饭店全球论坛
The 2015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Hotel Industry
& the 15th China Hotel Global Forum

首席合作媒体（全球网络视频直播）：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生产和发布机构，旗下的中国网是以多语种、

多媒体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进步，传播中国声音，阐述中国观点，树立中国形象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目前拥

有 10 个语种 11 个文版，网民遍及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签约合作/到场媒体（部分）
The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