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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旅协[2021]15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广西旅游行业协会创新争优

年度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激发广西旅游人创新争优的精神，表彰先进，树立行业标

杆，营造旅游发展良好的舆论氛围，助力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广西旅游协会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广西旅游行业协会创新争优

年度评选活动。

评选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各相关旅游行

业协会、各分会在全区本行业进行初评，网络投票评选及专家评

委全面的审阅、讨论、打分评审 3 个阶段，并于 2021 年 6 月 8 日

至 6 月 15 日在广西旅游协会官方网站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最终评选出 2020 年广西最佳旅游景区目的地 24 个，最佳乡

村旅游目的地 12 个，最佳酒店 20 个，最佳民宿 20 个，最佳旅行

社 14 个，市级优秀旅行社协会 3 个，十佳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10

个，十佳研学旅行组织 10 个，优秀旅游规划设计机构 5 个，优秀

旅游培训机构（院校）5 个，最具创意文旅活动 5 个，最受消费者

喜爱广西旅游商品 20 个，最佳导游员 54 名，十佳研学旅行导师

10 名，旅游行业领军人物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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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2020 年广西最佳旅游景区目的地（24 个）

1. 中旅广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

2. 桂林市独秀峰•王城景区

3. 桂林两江四湖景区

4. 桂林乐满地旅游度假区

5. 三江程阳八寨景区

6. 南宁园博园

7. 柳州市柳侯公园

8. 桂林市象山景区

9. 桂林市芦笛岩景区

10. 桂林市七星景区

11. 巴马盘阳河、百鸟岩、百魔洞景区

12. 漓江·古东景区

13. 龙脊梯田景区

14. 龙胜温泉旅游度假区

15. 北海涠洲岛火山国家地质公园

16. 桂林梦幻漓江剧场

17. 广西古龙山大峡谷

18. 大容山国家森林公园

19. 乐业大石围天坑群景区

20. 桂林荔浦银子岩风景旅游度假区

21. 藤县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

22. 千家洞文旅度假区

23. 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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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德天老木棉景区

二、2020 年广西最佳乡村旅游目的地（12 个）

1. 明仕田园旅游度假区

2. 南国乡村•农村综合旅游景区

3. 南宁市凤凰谷景区

4. 南宁美丽南方青瓦房农庄

5. 七坡立新森林人家

6. 广西龙虎山风景区

7. 花花大世界景区

8. 柳州君武民俗文化旅游区

9. 北海田野生态旅游养生园

10. 广西聚之乐休闲农业园

11. 灵山烟霞山生态景区

12. 浦北石祖禅茶园

三、2020 年广西最佳酒店（20 个）

1. 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

2.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

3. 柳州饭店

4. 北海冠岭山庄

5. 北海香格里拉大酒店

6. 巴马赐福湖君澜度假酒店

7. 桂林璟象酒店有限公司

8.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

9. 广西南宁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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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西南宁凤凰宾馆

11. 桂林大公馆

12. 南宁万丽酒店

13. 维纳斯皇家酒店（南宁高铁东站店）

14. 桂林漓江泊隐酒店

15. 北海辰茂海滩酒店

16. 涠洲岛海景大酒店

17. 北海金昌开元名都大酒店

18. 广西银滩丽柏酒店

19. 北海珍珠湾海景酒店

20. 钦州天骄国际酒店

四、2020 年广西最佳民宿（20 个）

1. 阳朔竹窗溪语禅艺度假酒店

2. 阳朔霁云上院度假酒店

3. 桂林香峰别院

4. 桂林云溪语民宿

5. 阳朔芒果旅宿

6. 桂林船舍茶椐民宿

7. 桂林和舍度假民宿

8. 阳朔四季云栖度假酒店

9. 阳朔易亩田艺术民宿

10. 桂林一念间酒店

11. 阳朔榕忆河畔小住

12. 阳朔墨兰山舍古建文化酒店

13. 北海银滩爱琴海别墅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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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海涠洲岛芙洛拉花园别墅

15. 北海涠洲岛野里宅院度假酒店

16. 北海涠洲岛隐拙轻奢度假民宿

17. 北海银滩•悦色民宿

18. 北海涠洲岛方岛艺术酒店

19. 贺州绿叶家园民宿

20. 大新明仕雅居度假酒店

五、2020 年广西最佳旅行社（14 个）

1. 广西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3. 广西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4. 广西海外旅行社有限公司

5. 广西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 柳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7. 柳州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8. 桂林天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9. 北海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 广西旅行佳旅游有限公司

11. 广西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2. 桂林民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3. 广西华瑞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4. 贵港市旅行社有限公司

六、2020 年广西市级优秀旅行社协会（3 个）

1. 柳州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

2. 桂林市旅行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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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玉林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

七、2020 年广西十佳研学旅行示范基地（10 个）

1. 广西规划馆

2. 广西宁睿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市大王滩风景区）

3. 老口航运枢纽研学基地

4. 三江县程阳八寨景区

5. 桂林东漓古村

6. 桂林升辉旅游景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秀峰王城）

7. 北海廉州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赤西研学实践与劳动教育

基地）

8. 广西南药康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 广西百色尧程军创拓展训练有限公司

10. 广西宁明中旅岜来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花山景区）

八、2020 年广西十佳研学旅行组织(10 个）

1. 南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 柳州市东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 柳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4. 桂林经典研学旅行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5. 梧州日报社

6. 广西小海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 广西白浪岛少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8. 广西玉林市贝登堡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 河池市宜州区青少年综合教育实践学校

10. 来宾市走天下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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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0 年广西优秀旅游规划设计机构（5 个）

1.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2. 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

3. 南宁市城乡规划研究院

4.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5. 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十、2020 年广西优秀旅游培训机构（院校）（5 个）

1. 桂林旅游学院

2.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3.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 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 北海职业学院

十一、2020 年广西最具创意文旅活动（5 个）

1. 广西民宿大会

2. “2020 年广西线上旅游交易会文旅市集”项目

3. “壮美广西”系列精品线路/“桂鄂同心•文旅复兴”旅游

项目

4. “遇见江枫渔火，聆听土楼之音”十佳精品线路活动

5. “中国南方世界遗产周游之旅”十佳精品线路活动

十二、2020 年最受消费者喜爱广西旅游商品（20 个）

1. 广西文琅工艺品有限公司《国宝工艺景泰蓝系列》

2. 广西金姐食品有限公司《金姐芝麻饼/大粽/ 木瓜丝/木瓜

丁》

3. 广西兴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豆（陶瓷）》

4. 广西南宁姑娘江商贸有限公司《清水羊肉汤/清水鸡汤》



—8—

5. 广西壮姑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四大米粉礼盒》

6. 柳州市爱民餐饮食品有限公司《爱民螺蛳粉》

7. 桂林市昌盛珠宝公司《桂林鸡血玉系列产品》

8. 桂林市大银工坊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桂花主人杯/桂

花圆球系列饰品》

9. 桂林喀斯特服饰有限公司《喀斯特背包帽子系列》

10. 桂林广恒工艺品有限公司《壮锦茶扇》

11. 广西龙鲲山茶籽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鲲野山茶油》

/ 《龙鲲山茶籽》植物饮料

12.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梧州六堡茶》

13. 广西创盈亿联投资有限公司《榄钱花开》

14. 广西国茗金花茶科技有限公司《国茗小青柑 150g》

15. 广西中钦陶文化有限公司《富贵双全》坭兴陶对瓶/ 《山

水田园》坭兴陶单瓶

16. 广西玉林茶子树实业有限公司《花山•祈祷》漆器茶具/

犀皮纹理签字笔

17. 广西过山瑶文创公司《贺州瑶绣康养新品——瑶香康养

宝》

18. 广西贺州市金德庄酒业有限公司《金德庄封藏黄精酒/

福禄寿喜小葫芦黄精套装》

19. 贺州市天洲茶业有限公司《瑶老茶系列产品》

20. 广西麒洋天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黑糖姜茶 216g/罗汉

果 216g》

十三、2020 年广西最佳导游员（54 名）

1. 李 想 南宁市旅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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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梦琳 南宁市旅游协会

3. 肖华凤 南宁市旅游协会

4. 陈瀚峰 广西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5. 刘族勇 广西那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 朱 妤 广西旅行佳旅游有限公司

7. 杨溢哲伦 广西旅行佳旅游有限公司

8. 石 兵 广西和平国际旅行社

9. 杨显毅 广西平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 陈 琴 广西商务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1. 石佩蓉 南宁市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2. 廖振宇 南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3. 许 斌 南宁市民间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4. 农 婧 广西缤纷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5. 廖安泽 广西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16. 廖艳梅 广西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17. 陈小媛 南宁市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8. 廖 倩 柳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9. 赖迪波 柳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 蒋 锟 桂林市导游协会

21. 来进红 桂林市导游协会

22. 苏 峥 桂林市导游协会

23. 李星汉 桂林市导游协会

24. 陈丽君 桂林市导游协会

25. 贲桂珍 桂林市导游协会

26. 唐 飞 桂林市导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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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陆琴勤 桂林市导游协会

28. 徐 萍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9. 罗 朋 桂林迈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0. 洪铭强 桂林迈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1. 蒋 雪 桂林迈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2. 廖彩菊 桂林迈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3. 文小顺 桂林金天下旅游有限公司

34. 简宏宁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5. 程 堃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6. 岑艺军 桂林市假期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南宁

分公司

37. 杜晓璐 桂林台联国际旅行社

38. 莫艳娟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9. 吕云秋 桂林朗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 梁 燕 桂林市假期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41. 蒋冬玲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2. 李 峥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3. 孙占敖 桂林新里程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

44. 周信宏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5. 陈亮羽 桂林台联国际旅行社

46. 曾永强 桂林风行天下旅游有限公司

47. 杨军凡 桂林嘉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8. 曾春林 桂林众乐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9. 毛海林 桂林众乐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0. 朱其兴 桂林市假期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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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黄 丽 桂林金之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52. 叶思思 桂林风行天下旅游有限公司

53. 莫 立 北海市环球国际旅行社

54. 梁桂霞 中旅广西德天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十四、2020 年广西十佳研学旅行导师（10 名）

1. 刘金昌 广西绿都拓展运动有限公司

2. 黎宇晗 广西旅发研学旅行有限公司

3. 徐晟泽宇 广西红培研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4. 马德诚 广西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5. 秦艳飞 广西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 黎 靖 广西志谦康合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7. 张 珊 广西山禾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8. 张雅维 广西国悦九曲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 朱 琳 柳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 王新红 来宾市走天下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十五、2020 年广西旅游行业领军人物（10 名）

1. 陈 曦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 黄大东 桂林天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3. 陈念坤 北海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 程文凯 广西旅发旅行社集团副总经理

5. 魏 红 中旅广西德天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 刘学明 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7. 梁柳泉 柳州饭店集团党委书记

8. 郝滢屹 广西山禾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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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志康 广西志谦康合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10.李 娜 桂林香樟林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特此通知。

广西旅游协会

2021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