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酒店:

南京金陵饭店 镇江风景城邦大酒店

南京湖滨金陵饭店 镇江金陵润扬大酒店

南京紫金山庄 扬中菲尔斯大酒店  

南京金陵江滨酒店 盐城驿都金陵大酒店

南京金陵会议中心 盐城水城酒店

南京金陵晶元大酒店 东台迎宾馆  

南京方源金陵国际酒店 南通金陵能达

南京国睿金陵大酒店 南通金陵华侨

南京金陵金陵新城饭店 徐州金陵金源大酒店

北京中信金陵酒店 淮安金陵国际酒店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 盱眙天泉湖金陵山庄

常熟金陵天铭国际大酒店 泰州国际金陵大酒店

昆山金陵大饭店 宿迁运河金陵大饭店

太仓金陵花园酒店 合肥泓瑞大酒店

张家港华芳金陵国际酒店    安徽金陵大饭店

无锡金陵大饭店 芜湖新百金陵大酒店

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 淮北口子金陵大酒店

常州金陵江南大饭店 黄山金陵黟县宾馆

江苏海州湾会议中心 杭州金陵金马酒店

连云港花果山酒店  德清金陵金银岛国际大酒店

扬州金陵大饭店 江山金陵大酒店

高邮汇富金陵大饭店  泉州迎宾馆

参与酒店:

锦江华亭宾馆 锦江之星蚌埠胜利路酒店

锦江饭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东大街酒店

新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金州向应公园酒店

锦江龙柏饭店 锦江之星品尚西安红庙坡大兴东路店

锦江国际饭店 锦江之星南宁火车站友爱北路酒店

中信泰富朱家角锦江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京汉中门酒店

锦江青松城大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西安钟楼北大街酒店

锦江天诚大酒店 锦江之星乌镇西栅酒店

锦江虹桥宾馆 锦江之星大连北站店

锦江上海宾馆 锦江之星锦州洛阳路酒店

锦江甸园宾馆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川沙地铁站酒店

锦江金门大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南翔民主街酒店

锦江建国宾馆 锦江之星天津中山路酒店

锦江亚洲大酒店 锦江之星杨凌高铁站酒店

锦江富园大酒店 锦江之星蚌埠火车站解放一路酒店

东方花园饭店 锦江之星天津红桥西站酒店

锦江深圳大厦 锦江之星沈阳铁西兴顺街家具城酒店

鑫海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王府井酒店

锦江福建大厦 锦江之星东莞麦德龙酒店

泰山锦江饭店 锦江之星郑州花园路国贸360广场酒店

长安大饭店 锦江之星宜昌步行街酒店

北京国宏宾馆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浦东机场酒店

唐山锦江贵宾楼饭店 - 停业重建 锦江之星品尚太原平阳路酒店

常州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文化路酒店

重庆欧瑞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银川鼓楼酒店

内蒙古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花都高铁北站酒店

昆明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北京五棵松酒店

兰州锦江阳光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海口骑楼老街滨海大道酒店

锦江锦峰大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口足球场酒店

江苏锦江南京饭店 锦江之星象山石浦酒店

三亚半山锦江海景度假酒店 锦江之星滨州邹平黄山一路酒店

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火车站东浦路酒店

无锡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淄博周村正阳路酒店

太仓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开发区酒店

上海锦江酒店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金陵连锁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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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锦江西京国际饭店 锦江之星临沂涑河南路店

旷远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唐山大学道酒店

赣州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泰州兴化戴南镇政府酒店

安徽水利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奉贤南桥酒店

郑州正方元锦江国际饭店 锦江之星贵阳文昌阁酒店

张家界青和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昌吉市行政中心酒店

鄂尔多斯泰华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机场酒店

乌鲁木齐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开发区长江路酒店

江苏明城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工农路酒店

曲靖福邦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大同振华街酒店

常熟虞山锦江饭店 锦江之星济南章丘汇泉路酒店

扬州扬鹏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新乡火车站酒店

镇江九华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行政中心酒店

九龙锦江国际大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火车站北出口酒店

井冈山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市太原街酒店

银润锦江城堡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长乐西路酒店

唐山锦江国际饭店 锦江之星青岛重庆南路麦德龙酒店

河南大河锦江饭店 锦江之星沈阳陆军总院酒店

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通州新华东街古运河酒店

海韵锦江国际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闵行东川路酒店

百时快捷武汉江滩南京路科技馆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百时快捷镇江京口学府路酒店 锦江之星潍坊诸城繁荣东路酒店

百时快捷北京欢乐谷南楼梓庄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福州五一路三坊七巷酒店

百时快捷南通王府井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漯河人民路酒店

百时快捷北京广安门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丰台东大街地铁站酒店

百时快捷乌鲁木齐南湖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小寨地铁站酒店

百时快捷北京天坛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人民广场酒店

百时快捷南京夫子庙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顺德步行街清晖园酒店

百时快捷上海青浦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火车站酒店

百时快捷西宁大十字莫家街 锦江之星上海顾村公园酒店

百时快捷常州武进春秋淹城永胜路酒店 锦江之星洛阳火车站酒店

百时快捷西安南二环高新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西安大路酒店

百时快捷沈阳故宫怀远门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中山路八佰伴酒店

百时快捷上海世博园区浦三路酒店 锦江之星抚顺火车站新华乐购店

百时快捷沈阳沈北大学城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雅戈尔酒店

百时快捷大连港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淮南火车站舜耕中路酒店

百时快捷台州黄岩环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丽江高快客运站玉龙雪山景观酒店

百时快捷苏州火车站北寺塔酒店 锦江之星淮安盱眙金源北路酒店

百时快捷南昌船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人民广场淮海东路酒店

百时快捷宁波体育馆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深圳宝安翻身地铁站酒店

百时快捷苏州拙政园观前街酒店 锦江之星兰州火车站酒店

百时快捷福鼎太姥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新沂市政府酒店

百时快捷太原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银盆南路奥克斯广场酒店

百时快捷金山城市沙滩酒店 锦江之星大同平城桥酒店

百时快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川沙酒店 锦江之星金华宾虹路酒店

百时快捷宁波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攀枝花东区政府酒店

百时快捷济南高铁西站腊山立交桥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亦庄文化园酒店

百时快捷南京玄武湖山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武汉光谷大道灵杰路店

百时快捷秦皇岛河北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解放路万达广场酒店

百时快捷南京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铜陵长江中路酒店

百时快捷武汉汉正街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琶洲会展中心酒店

百时快捷常州西新桥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宽窄巷子金仙桥酒店

百时快捷苏州汽车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余姚四明广场店

百时快捷无锡梁清路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西安东二环建工路酒店

百时快捷贵阳文昌阁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运河东路锡惠公园酒店

百时快捷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荔湾彩虹桥酒店

百时快捷成都磨子桥川大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龙漕路酒店

百时快捷烟台南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陆家嘴酒店

百时快捷北京石景山鲁谷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梅南路酒店

百时快捷绵阳凯德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南湖公园酒店

百时快捷成都杜甫草堂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后海酒店

百时快捷萧山杭州乐园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会展中心酒店

百时快捷嘉峪关兰新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酒店

百时快捷苏州观前街酒店 锦江之星芜湖方特银湖北路酒店

百时快捷北京西钓鱼台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马甸桥酒店

百时快捷石家庄艺术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郑州东风路科技市场店

百时快捷泰安泰山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展览馆酒店

百时快捷西安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宝鸡高铁站酒店

百时快捷泰安岱庙青年路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高铁站海滨南路酒店

百时快捷乌镇西栅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文化路酒店

百时快捷武汉武昌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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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3407&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3427&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2047&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610&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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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640&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http://hotels.jinjiang.com/zh-CN/HotelDetail?from=jinjiang_star_hotel&hotelId=813&jjcode=&checkInDate=2016-05-19&accessChannelCode=avatar&nights=1


百时快捷人民广场淮海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昆明北京路穿心鼓楼地铁站酒店

百时快捷乌鲁木齐红山酒店 锦江之星洛阳王城公园酒店

百时快捷东莞南城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嘉定地铁北站金沙路酒店

百时快捷银川东门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川沙华夏东路酒店

百时快捷南京新街口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东莞南城国际商务区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西宁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龙岗双龙地铁站酒店

金广快捷烟台开发区长江路店 锦江之星扬州仪征大庆北路酒店

金广快捷成都营门口酒店 锦江之星珠海吉大九洲大道酒店

金广快捷深圳会展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学府街长治路酒店

金广快捷东莞厚街店 锦江之星日照海滨五路酒店

金广快捷上海松江泗泾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高新区电子城酒店

金广快捷太原市山西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铜锣湾五一路酒店

金广快捷太原尖草坪酒店 锦江之星临海崇和门酒店

金广快捷深圳竹子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九江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金广快捷南宁秀厢大道友爱立交桥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昆明经济开发区酒店

金广快捷曲阜游客中心三孔酒店 锦江之星泰安岱庙青年路酒店

金广快捷北京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萧山国际机场酒店

金广快捷长治八一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全安广场机场巴士站酒店

金广快捷酒店北京大兴高米店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宜兴人民中路步行街酒店

金广快捷苏州火车站北广场客运站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历山路酒店

金广快捷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罗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行政中心高铁北客站酒店

金广快捷上海北外滩杨浦大桥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南站酒店

金广快捷佛山季华园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曲阜市政府酒店

金广快捷嘉善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秦皇岛开发区和平桥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黄山新安大道老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南站酒店

金广快捷南京路步行街福建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八一广场永叔路酒店

金广快捷东莞虎门黄河时装城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火车南站酒店

金广快捷北京首都机场新国展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文殊院地铁站酒店

金广快捷梧州五丰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赵家条地铁站黄浦大街酒店

金广快捷威海海滨南路海上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新华大街酒店

金广快捷无锡贡湖大道万象城酒店 锦江之星淄博柳泉路酒店

金广快捷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七莘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酒店

金广快捷成都白果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西宁大十字莫家街酒店

金广快捷哈尔滨秋林医大一院酒店 锦江之星唐山胜利路酒店

金广快捷无锡梁溪路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长途汽车东站酒店

金广快捷大同南环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轻纺市场曹安路酒店

金广快捷秦皇岛迎宾路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锦江乐园酒店

金广快捷太原柳巷羊市街酒店 锦江之星周口八一大道川汇区政府酒店

金广快捷太原大南门酒店 锦江之星吉安吉福路酒店

金广快捷大连港湾广场人民路酒店 锦江之星张家口人民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晋中榆次老城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晋城七星广场酒店

锦江都城江阴澄江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枢纽七莘路酒店

锦江都城宁德蕉城酒店 锦江之星衡水火车站酒店

张家港锦江白玉兰宾馆 锦江之星苏州园区东环路酒店

白玉兰酒店郑州英协路店 锦江之星上海外滩滨江酒店

锦江都城青岛城阳区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喷水池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南京东路外滩经典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钟楼骡马市酒店

锦江都城宝鸡高新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西安南二环高新酒店

锦江都城徐州彭城路酒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杭州湖滨酒店

锦江都城淮海东路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北京安贞里酒店

锦江都城北京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中山公园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金沙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安镇酒店

唐山锦江白玉兰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苹果园酒店

锦江都城太原世贸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苏州桥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市北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观前街酒店

锦江金沙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宝杨码头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青年会经典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船山路滕王阁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闵行饭店 锦江之星张家口北站酒店

锦江都城西安钟楼西门酒店 锦江之星廊坊高铁站银河南路酒店

锦江都城芜湖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金桥路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白玉兰宾馆 锦江之星上海张江酒店

锦江都城武汉万达公馆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开发区西湖路店

锦江都城上海达华经典酒店 锦江之星本溪客运站店

锦江都城武汉经开万达酒店 锦江之星镇江黄山北路酒店

锦江都城石家庄裕华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嘉定上海大学酒店

锦江都城福州仓山酒店 锦江之星杭州凯旋路酒店

锦江都城泰州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济宁环城北路酒店

锦江都城郑州二七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东风大桥酒店

锦江都城绍兴柯桥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岳阳火车站酒店

锦江都城福州台江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高新区科学大道酒店

锦江都城合肥包河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拙政园观前街酒店



锦江都城沈阳北一路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苏州园区独墅湖东兴路酒店

锦江都城晋江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恒隆广场酒店

锦江都城廊坊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泉州惠安崇武古城店

锦江都城镇江火车站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溧阳昆仑北路酒店

锦江都城常州新北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通达路酒店

锦江都城合肥天鹅湖酒店 锦江之星巴黎庞坦Campanile酒店

锦江都城广州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巴黎区13意大利门Campanile酒店

锦江都城 锦江之星上海崇明城桥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新亚外滩经典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解放东路酒店

锦江都城上海外滩经典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新阳路机场巴士站酒店

锦江都城南昌红谷滩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廊坊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鞍山西道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泗洪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八一广场系马桩酒店 锦江之星泰州兴化英武大桥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枢纽天山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松江人民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江南大学城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松柏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车墩影视城酒店 锦江之星扬州江阳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宿州淮海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木渎珠江路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荣成成山大道高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惠山区区政府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扬州四望亭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宝山盛桥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锡澄路金桥商贸城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松江大学城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徐家汇交大酒店 锦江之星杭州西湖断桥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沪青平公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清华东门酒店

锦江之星丽江古城七星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象山客运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缤纷亚洲酒店

锦江之星台州黄岩环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柳巷酒店

锦江之星阳朔西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武清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长治八一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衡水中心街酒店

锦江之星菏泽长途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永福黄花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世博园区德州路店 锦江之星漯河双汇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兴长吕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武清京津公路酒店

锦江之星珠海拱北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深圳皇岗口岸皇城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锦州云飞桥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北站嘉庚体育馆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金雀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中街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开发区香江路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翔安马巷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相城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奥体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新区旺庄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和平五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市政府店 锦江之星深圳北站酒店

锦江之星吕梁长治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机场镇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蜀汉路东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菲律宾奥迪加斯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家纺城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杭州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中新生态城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开发区江山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林业大学花园路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镇江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清远市桥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沧浪新城酒店 锦江之星东营西二路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下元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鼓楼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武昌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庆龙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鄞州万达四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长宁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长江道酒店 锦江之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吴江中山北路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桂林万达广场七星路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老牌楼民主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梅苑小区地铁站丁字桥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高新艾溪湖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北太平庄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枢纽国家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清凉门酒店

锦江之星安阳文峰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徐家汇宛平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深圳华强北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会展中心八匹马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滨海路海韵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园区历城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东营垦利石化大厦酒店 锦江之星银川新月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日照海曲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正阳路二酒店

锦江之星汕头金砂路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运城中银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珠江路小营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淮安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联合路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高铁站青岛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温州双屿客运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经七路河南博物院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外高桥自贸区俱进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大桥北路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万达广场国贸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场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中山广场医大一院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沈阳中街步行街故宫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火车站西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沈阳张士经济技术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拉萨布达拉宫酒店 锦江之星清远人民路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如东青园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张江金融信息园酒店

锦江之星吴江经济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淄博淄川通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海口国贸金龙路酒店

锦江之星焦作体育馆酒店 锦江之星淄博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人民大街桂林路酒店 锦江之星句容人民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古城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幸福路酒店

锦江之星安阳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秦皇岛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瓦房店西长春路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连云港墟沟中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东风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磁悬浮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果戈里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空港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南大街文化宫酒店

锦江之星重庆杨家坪轻轨站万象城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高新区长江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南塔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后标营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前门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上地科技园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北仑区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阿尔丁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前进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英雄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珠海香洲长途站酒店

锦江之星仙居环城北路店 锦江之星昆明世纪城珥季路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晋城中原街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火车站俄罗斯风情街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开发区长江路天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泗阳客运站酒店

锦江之星十堰北京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乐园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中山北路虹桥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杭州下沙大学城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交通大学西山街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海安人民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汕头衡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阜新三一八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六渡桥酒店 锦江之星北海北部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建南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金州恒达花园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一汽厂区汽贸城酒店 锦江之星秦皇岛山海关店

锦江之星厦门集美学村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茅台路酒店

锦江之星昆山人民路西街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慈云寺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长江路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梅州彬芳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沛县汉城路店

锦江之星北京奥运村大屯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酒仙桥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梅村酒店 锦江之星四平平东大路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沈阳故宫怀远门酒店 锦江之星三亚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烟台蓬莱市蓬莱阁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汉口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青岛河南路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五四广场南京路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北园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火车站留园酒店

锦江之星周口黄河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西四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泉城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都江堰离堆公园动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泉州东海泰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三林酒店

锦江之星大庆新村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新街口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溧水珍珠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贺龙体育场酒店

锦江之星安阳工学院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经十路千佛山酒店

锦江之星沧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市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乌鲁木齐红旗路酒店 锦江之星泰州南通路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正阳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启东人民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宝鸡经二路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郑州万达广场华山路店

锦江之星聊城长途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马鞍山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裕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阜阳颍上路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学府街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菱角湖万达酒店 锦江之星珠海香洲情侣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泰安火车站店 锦江之星如皋中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昆山同丰路酒店 锦江之星伊春水上公园店

锦江之星上海青浦酒店 锦江之星安亭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西新桥酒店 锦江之星鞍山兴盛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世昌大道高铁北站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国际会展中心海尔路酒店

锦江之星乌兰察布集宁一中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鲁迅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宋家庄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大连友好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东方明珠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火车站虎丘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中央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上街区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福民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洛阳恒生科技园店

锦江之星北京大兴店 锦江之星品尚襄阳钻石大道车城南路店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吴江同里云梨桥酒店

锦江之星平遥古城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解放西路崇安寺酒店

锦江之星枣庄滕州善国北路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昌青山湖上海北路店

锦江之星宁波集士港奥特莱斯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新区国家软件园酒店

锦江之星江阴环城南路店 锦江之星南昌南京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江阴澄江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重庆鹅岭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杜甫草堂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广渠门酒店

锦江之星滨州黄河三路酒店 锦江之星福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淮安淮海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中华路黄鹤楼户部巷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迎泽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红旗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天桥酒店

锦江之星安康高新运动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苏州园区独墅湖高教区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开发区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济南趵突泉店

锦江之星扬州客运东站酒店 锦江之星蓟县人民西大街店



锦江之星无锡洛社酒店 锦江之星新昌鼓山路店

锦江之星苏州吴中宝带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漕宝路九星建材市场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苏堤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静安寺胶州路酒店

锦江之星桂林七星公园施家园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兴工北街麦德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沈阳火车站太原南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镇江京口学府路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吴家山经济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徐家汇体育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哈密路酒店

锦江之星惠州桥东江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八纬路音乐学院酒店

锦江之星保定军校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安庆人民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宁五四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泰州靖江长途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府西街万达广场店 锦江之星天台新城客运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胶南北京路酒店 锦江之星柳州步步高广场北站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麦德龙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徽州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香河永泰路酒店 锦江之星盘锦石油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怀柔青春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人民医院酒店

锦江之星汉中中心广场人民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中关村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通州建设路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福山区福海路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长途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真北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港湾广场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相城黄桥酒店 锦江之星舟山市普陀山酒店

锦江之星锦州火车站中央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江汉路地铁站大洋百货酒店

锦江之星常熟虞山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宁波天一广场开明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河西国际博览中心店

锦江之星烟台南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沈阳中山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新街口朝天宫西街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厦门集美大学国贸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五角场国权路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罗庄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同济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株洲火车站平和堂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北陵酒店 锦江之星芜湖凤凰美食街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朝晖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闵行工业园区文井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杨浦大桥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光谷金融港店

锦江之星天津塘沽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火车站新酒店

锦江之星舟山普陀沈家门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京火车南站北广场店

锦江之星济宁兖州世纪银座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铜陵天井湖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浦东惠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长风街酒店

锦江之星诸暨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巴尼莱特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盐城东台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里昂市中心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通州北苑酒店

锦江之星霸州市胜芳镇店 锦江之星深圳地王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秦皇岛东山浴场店 锦江之星昆山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张家港杨舍西街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海安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山东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泰安泰山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南山前海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南湖路酒店

锦江之星莆田文献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平安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枣庄高新区光明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赤峰路酒店

锦江之星营口火车站东升市场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天一广场中山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潍坊东风西街十笏园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机场区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会展中心软件园酒店

锦江之星海宁火车站海宁大厦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郑汴路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招商场酒店 锦江之星南宁万象城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民生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邹城人民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花木酒店 锦江之星吉林火车站西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大丰常新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哈尔滨林业大学文昌街酒店

锦江之星开封龙亭景区酒店 锦江之星昆明西昌路金马碧鸡坊酒店

锦江之星迁安燕山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武进春秋淹城永胜路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梁清路酒店 锦江之星莱芜汶源东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莘庄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龙潭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兴安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通道南路店 锦江之星大同南环桥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井冈山风景区汽车站店 锦江之星滁州琅琊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和平门酒店 锦江之星天水春风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机场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石湖国际教育园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镇江扬中扬子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龙岩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和平鞍山道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北京苹果园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吉林松原前郭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杭州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宝山共富新村呼兰路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李家村万达广场建西街酒店

锦江之星宣城梅溪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莲石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阳建设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天津滨海新区洋货市场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惠州西湖公园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呼和浩特鼓楼酒店

锦江之星保定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太原高新区店

锦江之星沈阳张士中央大街店 锦江之星张家口宣化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解放路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火车站北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北外滩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明光路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联盟路酒店 锦江之星波尔多北乐湖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丹江口车站路店 锦江之星品尚深圳南山科技园店

锦江之星青岛中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杭州西湖大道南宋御街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萨拉齐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温岭大溪店

锦江之星西安东门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国际会展中心苏家屯火车站店

锦江之星许昌湖滨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松江泗泾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京路步行街酒店(原东亚饭店) 锦江之星品尚西宁五四西路新华联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经三纬八路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沭阳县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安阳安汤新城店 锦江之星宁波天一阁西河街酒店

锦江之星泰安龙潭路天外村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学前路酒店

锦江之星沧州高铁西站荣盛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汇通路酒店

锦江之星太仓上海路酒店 锦江之星九寨沟漳扎村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南翔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奥体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江汉路地铁站江滩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金寨路中科大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机场酒店 锦江之星吉林通化胜利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宁民族大道电视台店 锦江之星保定向阳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泉城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诸暨市中心大桥路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山东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里昂中心佩拉什火车站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洛阳西工体育场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杭州延安路商业街酒店 锦江之星长治市政府南院酒店

锦江之星巢湖人民路商业街店 锦江之星郑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外滩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中吴大道丽华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万达广场环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马赛圣安东尼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三亚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沧州解放西路店

锦江之星西安科技二路软件园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嘉兴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罗湖口岸万象城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钦州东站市政府店

锦江之星石家庄艺术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庐山景区香山路云中酒店

锦江之星宿迁项王故里幸福南路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新虹桥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开发区中央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南宁民主路酒店

锦江之星淮北孟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泉城路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宝山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磨子桥酒店

锦江之星横店影视城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双岗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开发区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北门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十堰市房县南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五一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泰州江州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养育巷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金山城市沙滩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青岛国际会展中心苗岭路店

锦江之星西宁国际村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周浦镇酒店

锦江之星三亚河西路步行桥河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华师大酒店

锦江之星合肥庐江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机场酒店二店

锦江之星品尚天津海泰产业园区酒店 锦江之星张家口宣化人民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德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西安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曙光中路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春熙路王府井酒店

锦江之星自贡同兴路酒店 锦江之星昆明长水机场酒店

锦江之星福州仓山奥体酒店 锦江之星三亚国际购物中心海景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阎良前进路城市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金华浦江县汽运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市北工业园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麦德龙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硅谷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江宁天印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西钓鱼台地铁站酒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武夷山旅游度假区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海珠江泰路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清远清新大道山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武汉楚河汉街水果湖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白果林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靖边人民路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十堰车城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太湖胥口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航海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张江高科园区酒店 锦江之星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南部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通辽西拉木伦大街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西客站酒店

锦江之星福鼎太姥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黔灵山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泉州客运中心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连开发区金马路轻轨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火车站北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徐东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盐城解放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宜宾中山街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虹桥枢纽江桥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秦皇岛河北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连云港灌南县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马家堡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经济开发区中日联谊医院店 锦江之星锦江之星张家界天门山店

锦江之星枣庄市中区君山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诸暨大唐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乌兰浩特兴安盟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芜湖赭山公园九华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慈溪青少年宫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秀沿路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泉州开元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浦东航头酒店

锦江之星海口金牛岭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浙江义乌酒店

锦江之星永康市汽车西站店 锦江之星鹤壁兴鹤大街裕隆购物广场店

锦江之星天津新开路酒店 锦江之星绍兴胜利路酒店

锦江之星济宁琵琶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襄阳南山檀溪路酒店



锦江之星中山步行街江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济南经十路燕山立交桥店

锦江之星宜春秀江东路明月大桥店 锦江之星沈阳市府广场奉天街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动物园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渭塘高铁北站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会展中心丈八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昆明北部汽车客运站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建湖冠华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火车站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常熟招商城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上海松江新桥酒店

锦江之星银川老大楼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津塘公路钢管公司轻轨站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人民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玉祥门地铁站庆阳大厦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中山纪念堂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宝山友谊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光华门酒店 锦江之星马鞍山含山望梅路店

锦江之星青岛开发区井冈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潍坊新华路酒店

锦江之星辽宁朝阳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红旗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莘松路酒店 锦江之星黄山火车站老街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赛汗塔拉公园友谊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唐山新华道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长春净月潭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张家界子午路吉首大学酒店

锦江之星鄂尔多斯那日松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白洋湾金阊新城店

锦江之星淮安经济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连云港南极南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春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常州天宁寺酒店

锦江之星海南海口东风桥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苏州观前街酒店

锦江之星绍兴柯桥世贸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威海百货大楼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高新区大寨路融侨城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广安门酒店

锦江之星济南大明湖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五路口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体育学院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蠡园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江滩南京路科技馆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卢湾丽园酒店 锦江之星佛山祖庙亲仁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临港新城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麦德龙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中华门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莫愁湖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郑州高新区梧桐街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沂水县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新区塔园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长椿街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光谷大道高新二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通长途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长治英雄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温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园区浦三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天坛公园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嘉定城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江宁胜太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天津东丽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苏州汽车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东莞南城酒店

锦江之星昆山水秀路酒店 锦江之星岱山蓬莱仙岛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火车站中央门酒店 锦江之星江西玉山县三清山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中原路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麦德龙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五爱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宜兴汽车客运站金三角酒店 锦江之星济宁古槐路博物馆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徐泾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武汉新华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南路塘桥酒店 锦江之星嘉兴南湖酒店

锦江之星湖州佰乐门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闵行颛桥酒店

锦江之星南昌民德路酒店 锦江之星长沙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泉州温陵北路钟楼酒店 锦江之星鹰潭火车站龙虎山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景德镇珠山大桥酒店 锦江之星上饶中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良乡南关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昆山春晖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陆家浜路酒店 锦江之星绵阳凯德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机场湖里大道酒店 锦江之星哈尔滨西大直街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大厂经久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欢乐谷南楼梓庄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庆红岗店 锦江之星上海海伦路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沈北大学城酒店 锦江之星舟山朱家尖酒店

锦江之星沈阳故宫酒店 锦江之星滨州黄河四路酒店

锦江之星盘锦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闵行吴泾酒店

锦江之星咸宁银泉大道温泉酒店 锦江之星龙岩中山路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延吉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三门峡黄河路酒店

锦江之星三亚湾吉祥街海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中山湖滨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盐城东台鼓楼路步行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新金桥路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酒仙桥电子城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南阳新华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四川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无锡中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福州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包头东河火车东站酒店 锦江之星成都电子路酒店

锦江之星萧山汽车总站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市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浏阳金沙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康新公路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禾祥西路酒店 锦江之星藁城人民医院酒店

锦江之星武汉万松园美食街取水楼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长春一汽东风大街店

锦江之星乌兰察布集宁火车站幸福路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沪太路酒店

锦江之星承德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连云港东海县和平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焦作建设路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绍兴解放北路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品尚沈阳北站惠工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虹桥沪青平公路二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邳州三汊河路酒店 锦江之星榆林高新区东环路酒店



锦江之星廊坊万达广场店酒店 锦江之星阜新迎宾大街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奥体黄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郑州大石桥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大理洱海公园店

锦江之星武汉复兴路地铁站首义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周浦周祝公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大雁塔酒店 锦江之星德阳旌阳区政府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丰台体育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玉泉路酒店

锦江之星深圳宝安西乡港隆城酒店 锦江之星无锡梁溪路万达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临安钱王街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共和新路酒店

锦江之星南京迈皋桥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武宁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珠市口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福鼎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拉萨罗布林卡（夏宫）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北京东直门使馆区酒店

锦江之星保定高新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晋江机场阳光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尼斯机场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临沂国际会展中心沂河路店

锦江之星博比尼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店

锦江之星苏州木渎古镇酒店 锦江之星贵阳大西门酒店

锦江之星巴黎西区勒瓦卢瓦佩雷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响水黄河路店

锦江之星里昂塔桑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九江火车站沃尔玛酒店

锦江之星巴黎西区布洛涅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烟台开发区五指山路店

锦江之星昆明呈贡广场斗南花卉酒店 锦江之星福州五里亭世欧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西宁万达广场店 锦江之星成都大丰互惠大道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巴黎区15埃菲尔铁塔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顺义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北京万丰路酒店 锦江之星安阳林州红旗渠大道市政府酒店（筹建中）

锦江之星青岛胶州市胶州东路酒店 锦江之星烟台蓬莱阁钟楼北路酒店

锦江之星广州三元里大道合益街酒店 锦江之星品尚温州学院路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丰县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北二环大明宫西地铁站酒店

锦江之星大庆兰德湖酒店 锦江之星宝鸡行政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宁海客运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沧口公园店

锦江之星银川民航大厦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逸仙路酒店

锦江之星马恩河谷托儿西Campanile酒店 锦江之星连云港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萧山杭州乐园酒店 锦江之星厦门集美杏林酒店

锦江之星开封鼓楼酒店 锦江之星伊宁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宁波江北外滩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钟楼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太原南内环平阳路酒店

锦江之星慈溪长途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上海铁路南站酒店

锦江之星西宁东大街大十字百货酒店 锦江之星杭州下沙开发区酒店

锦江之星荆州长途汽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太原五一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盐城阜宁哈尔滨路酒店 锦江之星珠海拱北富华里酒店

锦江之星徐州金山桥开发区洞山路酒店 锦江之星天津火车站酒店

锦江之星汕头会展中心酒店 锦江之星洛阳南昌路王府井酒店

锦江之星海门解放中路酒店 锦江之星西安建国门酒店

锦江之星嘉峪关兰新路酒店 锦江之星青岛李沧广场酒店

锦江之星大同西环路酒店 锦江之星风尚榆林上郡路酒店

参与酒店:

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 湖州东吴开元名都酒店

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 长兴开元芳草地乡村酒店

上海松江开元名都大酒店 温州金海岸开元度假村

上海金巴兰国际酒店 泰顺香洲开元大酒店

上海浦西开元大酒店 台州开元大酒店

天津瑞湾开元大酒店 丽水华侨开元名都大酒店

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义乌三鼎开元名都大酒店

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浦江国际开元大酒店

浙江开元萧山宾馆 海盐海利开元名都大酒店

杭州千岛湖开元度假村 盐官古城•开元

桐庐开元名都大酒店 南京鼎业开元大酒店

杭州千岛龙庭开元大酒店 徐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富阳东方茂开元名都大酒店 太湖湾开元名庭大酒店

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江苏句容余坤开元大酒店

浙商开元名都大酒店 淮安开元名都大酒店

天域•开元 安徽高速开元国际大酒店

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 安徽铜雀台开元国际大酒店

大禹﹒开元 上杭客家开元大酒店

绍兴金昌开元大酒店 南昌凯美开元名都大酒店

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 江西三清山开元度假村

上虞天玥开元名都大酒店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

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 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

开元宁波九龙湖度假村 新乡开元名都大酒店

宁海金海开元名都大酒店 西安开元名都大酒店

 开元酒店集团



宁波开元大酒店 长春开元名都大酒店

宁海开元新世纪大酒店 北海金昌开元名都大酒店

宁波十七房﹒开元 普洱开元梅子湖温泉酒店

余姚四明湖开元山庄 贵州贵安北斗湾开元酒店

宁波东钱湖纪家庄开元度假村 乐山盘龙开元名都大酒店

象山石浦开元大酒店 开元拉萨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