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4月12日

注册资本 11639.2233万元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大厦一楼北侧、3-20楼

历史沿革 发展历程
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创始于1993年，于2008年正式开
放特许加盟，2016年接受锦江股份战略投资并于2020
年5月整合为锦江酒店（中国区）

董事长
(法人代表)

陈礼明

总经理 张晓强

董事会组成
人员姓名、

职务

董事长：陈礼明
董  事：张晓强（总经理）
        朱虔、黄德满

监事会组成
人员姓名、

职务
监  事：沈莉、王勋刚

6、荣誉资质 历年荣誉

2016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中国饭店金马奖之“
最受消费者欢迎中国民族品牌酒店集团”
2016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中国酒店星光奖之“
中国最佳酒店管理集团”
2017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中国饭店金马奖之“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品牌”
2017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亚洲酒店论坛星光奖
之“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连锁品牌”
2018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中国饭店金马奖之“
投资方首选中国酒店管理公司”
2018年，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获第十三届中国酒店星
光奖之“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连锁品牌”

子公司
企业名称

请参见下表

分公司名称 请参见下表

（成都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治理架构

企业概况

7、分支机构

（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10/26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成都高新区中和大道一段6号2-26层

联系方式 028-61652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西安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11/23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609号

联系方式 029-68663333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北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3/3/20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深圳北站西广场B1b单
体101、3-5层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维也纳北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西安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联系方式 0755-83951666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沈阳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3-07-19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58号（7-23层）

联系方式 024-83608888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深圳市云鹏大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86/11/8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南路红岭大厦3座

联系方式 0755-25862666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总经理 王勋刚

（沈阳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维也纳横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深圳市云鹏大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横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4/25

注册资本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埔厦路86号101、103
之一、A201、201之一、3至10楼

联系方式 0755-28665555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总经理 王勋刚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大学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3/18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村平山一路49号

联系方式 0755-26723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广东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5/21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三元里大道603号2楼、6-12楼

（深圳市维也纳大学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广东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联系方式 020-363086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总经理 王勋刚

企业名称 太原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9/19

注册资本 110 万人民币

地址 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92号

联系方式 0351-4236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杭州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0/10/14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48号一楼大堂、3、4、6-12、14层

联系方式 0571-85822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杭州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太原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企业领导

（长沙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长沙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10/28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一段540号

联系方式 153880956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太仓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1/5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98号

联系方式 0512-53232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南宁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1/21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太仓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南宁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地址
南宁市江南区五一东路7号淡村商贸城6号楼第一层大
堂、第十层至第十一层、第十四层至第十五层

联系方式 0771-5686888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企业名称 佛山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3/4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有色金属城内（海悦商务大厦）

联系方式 0757-81189988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纳斯皇冠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5/19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井路118号1号楼A座5-12层,B
座5-13层

联系方式 0755-27218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陈勇

总经理 陈勇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武汉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深圳市维纳斯皇冠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武汉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1/5/16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578号

联系方式 027-59418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三好新景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7/29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平湖大街646号六至十
二楼

联系方式 0755-89692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总经理 王勋刚

企业名称 南昌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2/23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路168号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南昌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维也纳三好新景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7370560009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龙华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7/10/15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梅龙路维也纳大酒
店101、综合楼主楼（3-8层）、配套附楼（1-7层）

联系方式 0755-28181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陈勇

总经理 陈勇

企业名称 上海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8/5/20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1515号1层-1,4-20层

联系方式 021-37783888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企业领导

（深圳市维也纳龙华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深圳市维也纳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上海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9/4/29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深圳北站西广场南区
B1b单体208

联系方式 0755-88291666

董事长
(法人代表)

陈礼明

总经理 陈礼明

企业名称 深圳市维也纳沙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8/10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南环路茭塘工业区南A栋1层
大堂及2层、4至14层

联系方式 0755-888999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总经理 王勋刚

企业名称 苏州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7/5/15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苏州市苏站路1588号（东楼）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维也纳沙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苏州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0512-6750888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珠海市维也纳三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7/27

注册资本 10 万人民币

地址 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2610号鑫银泉酒店3楼3001号

联系方式 13510007337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王勋刚

企业名称 厦门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4/15

注册资本 10 万人民币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大厝山路68号附属办公楼101室

联系方式 1366234476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厦门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领导

（珠海市维也纳三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无锡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无锡市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9/7/20

注册资本 10 万人民币

地址 无锡市后张巷8号

联系方式 13662344768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总经理 宋兴才

企业名称 深圳市华之沙旅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9/11/19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新洲花园综合楼3-9楼

联系方式 0755-88292213

董事长
(法人代表)

李亚林

总经理 李亚林

企业名称 深圳市美食宫饮食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11/21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大厦一楼东侧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美食宫饮食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深圳市华之沙旅业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联系方式 0755-88292213

董事长
(法人代表)

黄文果 

总经理 黄德升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三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9/4/29

注册资本 10 万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33、35号一楼东侧

联系方式 0755-88291666

董事长
(法人代表)

李亚林

总经理 李亚林

企业名称 天津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9/10/13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贵州路16号维也纳酒店一楼C区

联系方式 022-85588888

企业领导
董事长

(法人代表)
宋兴才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概况

企业领导

（天津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领导

（深圳市三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