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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粤商务服函〔2021〕225 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公布“粤菜名店”
“粤菜名品”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粤菜师傅”工程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擦亮广东美食金字招牌，培育优质餐饮品牌，

弘扬广东美食文化，促进粤菜餐饮业转型升级，我厅委托广东省

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开展“粤菜名店”和“粤菜名品”评选工作。

在各单位大力支持下，评选工作已按规定完成了申报、初步评审、

专家评审、主管部门核查、公示等流程，共评选出首批“粤菜名

店”100 家、“粤菜名品”199 个，现予公布。

附件：1.“粤菜名店”名单

2.“粤菜名品”名单

广东省商务厅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抄送：省人社厅，本厅服贸处，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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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粤菜名店” 名单
（共 100 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粤菜名店 申报单位 地市

1 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

广州

2 广州酒家（文昌路店） 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 白天鹅宾馆玉堂春暧 白天鹅宾馆

4 新兴饭店 新兴饭店

5 金华安大酒楼 金华安大酒楼

6 广州南园酒家 广州南园酒家

7 徐博馆店 南海渔村集团有限公司

8 广州黄埔华苑酒家 广州黄埔华苑酒家

9 番禺宾馆 番禺宾馆

10 半岛豪苑酒家 半岛豪苑酒家

11 点都德（中山一路店） 广东点都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2 侨美食家（沙面店） 广州侨美发展有限公司

13 陶陶居（第十甫路店）
广州市海越陶陶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甫路分公司

14 炳胜品味（海印总店） 广州市炳胜酒家

15 滋粥楼（南村店） 广州市滋粥楼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16 五谷芳乳鸽王（海景分店） 深圳市五谷芳乳鸽王饮食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17 胜记（名商店） 深圳市胜记花园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18 圣丰城（喜荟城店） 深圳市圣丰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9 粤菜王府（罗湖店）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 79 号渔船（宝丰店） 深圳市七十九号渔船控股有限公司

21 潮江春（大中华店） 深圳潮江春餐饮有限公司

22 谭厨中山传家菜（海上世界店） 深圳市谭厨小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3 佳宁娜（贵宾楼店） 深圳佳宁娜贵宾楼饭店有限公司

24 蛇平饭店 珠海市南屏蛇平饭店

珠海
25 新海利海鲜城 珠海市夏湾新海利海鲜城

26 唐宴酒店 珠海唐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7 龙宝轩 珠海市龙宝轩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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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粤菜名店 申报单位 地市

28 富苑餐饮 汕头市富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汕头
29 皇城酒店潮菜厅 汕头市皇城酒店有限公司

30 和晟酒店嘉和酒楼 汕头市和晟酒店有限公司

31 老潮兴•做粿人家 汕头市金平区老潮兴美食店

32 新世纪大酒店 佛山市南海区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

33 乐从荔园酒家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供销集团荔园酒家有限公

司

34 华厦酒店 佛山市三水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华厦酒店

35 新君悦酒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君悦酒店

36 顺德渔村（大良金桂花园总店） 佛山市顺德渔村饮食集团有限公司

37 东海一族鱼翅海鲜酒楼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东海一族鱼翅海鲜酒楼

38 味可道美食坊（容桂第一分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味可道美食坊

39 朗晴居海鲜酒家 佛山市顺德区朗晴居海鲜酒家有限公司

40 公交饭店 佛山市德和信公交餐饮有限公司

41 南国渔村 佛山市顺德南国渔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2 龙江人人酒店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人人酒店

43 韶关风度华美达广场酒店 韶关风度置业酒店有限公司

韶关
44 韶关市近水楼台餐饮有限公司 韶关市近水楼台餐饮有限公司

45 锦鸿酒家 韶关市曲江区锦鸿酒家

46 醉三鲜大酒楼 仁化县醉三鲜大酒楼餐饮有限公司

47 铭厨世家美食店 河源市源城区铭厨世家美食店
河源

48 连平县南方酒店 连平县南方酒店

49 百佳园酒店（新城店） 梅州市百佳园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梅州50 紫来酒店 兴宁市紫来酒店

51 五华县水寨镇小绵羊火锅连锁店 五华县水寨镇小绵羊火锅连锁店

52 惠州国际金融大厦天悦大酒店 惠州国际金融大厦天悦大酒店

惠州

53 惠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惠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54 红花山庄 惠州市红花山庄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55 惠州宾馆 惠州宾馆

56 谢记乳鸽 惠州市谢记乳鸽自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57 老车田食府 广东车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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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粤菜名店 申报单位 地市

58 四季花园酒家 陆丰市四季花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汕尾59 海珍迎喜皇宫 汕尾市海珍迎喜皇宫餐饮有限公司

60 西闸渔村 海丰县西闸渔村有限公司

61 太钟东海（民盈山国贸城店） 东莞市太钟东海饮食有限公司

东莞

62 玉阙宫中餐厅 东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63 华宴食府 东莞市帝豪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64 莞香楼（万江店） 东莞市莞香楼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65 老饭店（君豪商业中心店） 东莞市老饭店有限公司

66 顺风山庄（水濂山松山顶） 东莞市顺风山庄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67 中山温泉宾馆中餐厅 中山温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68 味可道酒家 中山市黄圃镇味可道酒家

69 三溪酒楼 中山市三溪酒楼

70 南朗海港大酒楼 中山市南朗海港大酒楼有限公司

71 小榄人家 中山市小榄人家粤菜酒楼有限公司

72 江门市金满楼怡东酒店有限公司 江门市金满楼怡东酒店有限公司
江门

73 江海区和盛粥庄 江海区和盛粥庄

74 阳江长江国际酒店 阳江长江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阳江75 阳江雨田酒店 阳江雨田酒店

76 阳春市东湖国际大酒店 阳春市东湖国际大酒店

77 湛江海滨宾馆 湛江海滨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湛江

78 新录丰大酒楼 湛江市霞山区新录丰大酒楼有限公司

79 金辉煌酒店 湛江市金辉煌酒店有限公司

80 园中园平乐酒店 湛江开发区园中园平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81 御唐府菜馆 湛江市赤坎御唐府菜馆

82 樟树湾大酒店 雷州市樟树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83 茂名高品味大酒店 茂名高品味大酒店

茂名
84 盛和调（东汇城店） 茂名市盛百年餐饮有限公司

85 新天地大酒店 茂名市新天地大酒店有限公司

86 茂名安泰大酒店 茂名安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87 肇庆星湖大酒店•唐潮食府 肇庆星湖大酒店•唐潮食府
肇庆

88 金钻盛宴酒家 肇庆金钻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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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粤菜名店 申报单位 地市

89 世纪渔港 肇庆市世纪渔港商贸有限公司
肇庆

90 御景假日酒店 广宁县御景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91 清远市湖滨步步高酒店有限公司 清远市湖滨步步高酒店有限公司

清远92 喜事汇海鲜之家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喜事汇海鲜之家

93 贵香酒店 清远市清新区贵香酒店

94 安南大酒店 潮州市潮安区安南大酒店有限公司

潮州
95 韩上楼 潮州市韩上楼茶艺餐饮有限公司

96 潮州迎宾馆 潮州迎宾馆

97 饶平县海龙酒家 饶平县海龙酒家

98 天成酒楼 普宁市尚东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揭阳

99 颐东国宴大酒店 云浮市颐东国宴大酒店有限公司
云浮

100 雄盛大饭店 云浮市雄盛大饭店（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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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粤菜名品” 名单
（共 199 个，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粤菜名品 申报单位 地市

1 江南百花鸡 中国大酒店

广州

2 黄埔滑蛋 黄埔华苑酒家

3 壹心鸡 文记壹心鸡

4 八宝莲皇鸭 泮溪酒家

5 金牌酱油鸡 广州半岛名轩饮食有限公司

6 陶陶居百年烧鹅 陶陶居（国金店）

7 东方市师鸡 东方宾馆

8 原只卤水鹅掌 金成潮州酒楼

9 百花酿鸭掌 广州酒家（滨江店）

10 梅菜扣肉 广州客鼎餐饮有限公司

11 盐焗香茅鸽 白天鹅宾馆玉堂春暧

12 岩烧厚切牛舌 广州木棉饮食有限公司

13 首乌酱香骨 广州厚朴饮食有限公司

14 创新无骨西江鲫鱼 广州德尚煌餐饮有限公司黄埔区科学大道分公司

15 功夫椒盐酿沙虫 广州市雍苑百乐金宴餐饮有限公司

16 黑松露焖鸡 道谷有机主题餐厅

17 鲍鱼烧鹅 厨味坊尚品酒家（广州圣玛登酒店）

18 豉油糖黄花鱼 钟村普宇宏伍拾餐饮店（粤集）

19 文火雪花牛肉 远洋宾馆

20 姜埋奶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沁芳园甜品店

21 水菱角 老西关濑粉（文明路）

22 波罗粽 黄埔区陈玉彩副食品经营部

23 南信双皮奶 广州市荔湾区南信牛奶甜品店

24 牛腩面 吴财记面家

25 鲜虾肠 广州市华辉拉肠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 广州传统干炒牛河 广州金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荔银肠粉）

27 家乡咸甜薄撑 华丽宫园林大酒楼

28 百香果蒸鲍鱼 深圳市七十九号渔船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

29 驰名脆皮叉烧 深圳潮江春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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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皇子烧鹅 深圳客家皇子餐饮有限公司

31 农家煮手工老豆腐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2 松茸牛肉丸 深圳市原牛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33 牛肉火锅 深圳市八合里海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34 标意大阉鸡 深圳市标意益膳餐饮有限公司

35 风味蒸蚝蛋 深圳市东江海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西乡分公司

36 龙虾汤虾饺 深圳市圣丰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7 油焗黄油蟹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双福大东海海鲜加工店

38 潮泰金牌牛肉丸 深圳市潮泰实业有限公司

39 波士顿龙虾焖鹅 深圳市顺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40 金牌乳鸽 深圳悦得闲餐饮有限公司

41 炭烧大澳鲍 深圳金二八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42 光明乳鸽 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鸽饮食发展分公司

43 客家盐焗鸡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有限公司

44 火焰脆皮三层烧肉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有限公司

45 牛油果鱼子酱配帆立贝 深圳市胜记餐饮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46 红烧乳鸽 深圳市五谷芳乳鸽王饮食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47 果木炭烤巴马稻田乳鸭 深圳樾厨餐饮有限公司

48 高汤浸斑球 深圳市旺富东海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49 明炉烧鹅 深圳市好当家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福田店

50 芝士焗大海虾 深圳市泰兴隆实业有限公司宜宾海鲜酒家

51 鎏金沙拉虾 珠海市夏湾新海利海鲜城

珠海52 碳烧乳猪 珠海市南屏蛇平饭店

53 鲍鱼牡丹云台 珠海市君怡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54 虾酱骨 汕头市龙湖区潮汇轩点心食品厂

汕头

55 铁板焗海参 汕头市和晟酒店有限公司

56 香柠黄花胶 汕头建业酒家

57 阿荣鲍鱼 汕头市荣轩食府管理有限公司

58 卤鹅肝 汕头市富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9 卤老狮头鹅头 汕头市苏南勤记卤鹅店

60 全牛宴火锅 汕头市蔡溪记食品有限公司

61 白切薄壳鸡 汕头市澄海区壮雄薄壳美食园

62 海鲜三宝汤（鱼丸类）
汕头市濠江区金派食品有限公司（李老二食品产业

园）

63 瑞雪藏龙 佛山碧桂园酒店有限公司希尔顿酒店管理分公司
佛山

64 脆皮石岐乳鸽皇 佛山市纳一空间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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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和味明炉烧鹅 佛山市顺德香云纱园林酒店有限公司

66 乐从鱼腐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供销集团荔园酒家有限公司

67 萨琪玛 佛山市西酒饮食有限公司

68 金牌双皮奶蛋挞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味可道美食坊

69 欢姐伦教糕 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

70 蜜汁叉烧 佛山市东园餐饮有限公司

71 鸡油花雕蟹陈村粉 顺德陈村黄但记品味饮食店

72 金牌叉烧 佛山市彩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禅城分公司

73 首创有米金猪 佛山市桃园一品饮食有限公司

74 均安大板桥蒸猪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大板桥农庄食店

75 顺德无骨鱼 广东德云居餐饮有限公司

76 臭屁醋火锅（祛湿锅底）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大醋情小食店

77 酸菜炒簕菜 佛山市高明杨和园林美食城有限公司

78 鸡仔饼 佛山市马冈园食品有限公司

79 家乡煎酿大肠 顺德区容桂根哥天天有喜饭店

80 尚竹阁冬瓜盅 佛山市尚竹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81 蜂巢炸芋角 佛山市顺德区一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82 鱼冇鳞刺 广东顺德叹世界酒店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83 银杏猪肚汤 佛山市顺德区猪肉婆私房菜有限公司

84 拆丝咸鸭粥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香江饭店

85 赖布鳝 佛山市大快活饮食有限公司

86 芝士牛柳包 佛山市南海区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87 荷塘月色 佛山市顺德区骏景酒店有限公司

88 招牌羔蟹鲜虾粥 佛山市五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文华里分公司

89 蛋散 佛山市高明杨和园林美食城有限公司

90 煎焗鱼嘴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聚福山庄饮食有限公司

91 煎酿樟市黄豆腐 韶关市曲江区锦鸿酒家

韶关

92 马蹄肉丸 韶关市乐昌市坪石镇第三间食府

93 梅花酸姜炒大肠 乐昌市食家庄食府

94 梅岭鹅王 南雄市珠玑镇梅关梅苑酒楼

95 烤仁化黑山羊腿 仁化县醉三鲜大酒楼餐饮有限公司

96 周陂大肉 翁源县韶州府餐饮服务中心

97 新丰鹅醋砵 新丰县惠明客家王酒家

98 忠信传统瓦缸猪脚 河源市源城区新升酒家 河源

99 黄酒家乡焾肉 河源市源城区新时代名门酒楼
河源

100 一鱼八味 东源县宝树轩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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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禾杆肉 梅州纯然蚂蚁工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梅州

102 香脆无花果 超顺美食城

103 五华酿豆腐 五华县金五福饭店

104 全猪煲 梅州市梅江区金帆瑞园

105 水晶扣肉 兴宁市万紫圆中园酒店

106 五华鱼生 五华长乐湖主题餐厅

107 客家酿粄 梅州客乡品米粄食品有限公司

108 富杰古法土窑猪 惠州市富杰金猪海鲜酒楼

惠州

109 金牌红烧乳鸽 惠州市谢记乳鸽自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10 东坡肉 惠州市红花山庄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111 现烤脆皮烧鹅 广东阿皇仔餐饮有限公司

112 客家窑鸡 惠州市惠城区广窑记餐馆

113 黑松露雪花牛肉 惠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高公司

114 车田酿豆腐 广东车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15 梅菜扣肉酥 惠州宾馆

116 烧鹅 1982 惠州市鹅城春天大酒楼有限公司

117 酿春 惠州市惠城区高记惠州风味楼

118 食惯嘴爆汁乳鸽 惠州市食惯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19 客家咸鸡 惠州市腾创汇食品有限公司

120 百花齐放菊花鰾 陆丰市四季花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汕尾121 阿嬷姜醋蛋 汕尾市海珍迎喜皇宫餐饮有限公司

122 富贵大三仙 海丰县西闸渔村有限公司

123 鸡油花雕蒸阿拉斯加蟹 东莞市太钟东海饮食有限公司

东莞

124 棠心鲍有汁乳鸽 东莞市棠心鲍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125 鲜花椒蒸东星斑 东莞市东海海都餐饮有限公司

126 万江支竹炆有机雄鱼尾 东莞市莞香楼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127 海皇鱼籽黑豆腐 东莞市隐贤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128 果树灌汤球 东莞市锦绣饮食有限公司

129 山庄黄皮鹅 莲湖轩中餐厅（东莞长安莲花山庄）

130 海皇爽皮鸡 东莞市帝豪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31 冰皮鸡 东莞市颐和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32 水乡糖醋鱼 东莞市道滘明家饭香餐饮店

133 东莞咸丸 东莞市横沥康尚龟园农庄

134 黑胡椒咖喱炒蟹 东莞市味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顺德了能私房菜）

135 招牌乳鸽 东莞市顺风山庄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

136 浓鸡汤鱼腐浸四宝蔬 玉阙宫中餐厅（东莞康帝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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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菊花豆豉鹅 中山市小榄镇大观园餐厅

中山

138 疍家煎焗白鸽鱼 中山市水乡人家酒楼有限公司

139 生炸妙龄鸽 中山市三溪酒楼

140 金凤和鸣 中山金钻酒店有限公司

141 龙腾四海 中山市泰富轩酒楼有限公司

142 百香果蒸鲍鱼 中山市莜食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43 名山湖鸭炖地胆头汤 中山市黄圃镇大江南北食店

144 传统隆都九大簋 中山市沙溪镇雀鸟轩餐厅

145 25 年陈皮水鱼羹 中山市小榄人家粤菜酒楼有限公司

146 菊花鱼 中山市小榄镇四季花园露天食府

147 名师纸包骨 中山市小榄镇鲤鱼门海鲜酒楼

148 金菊艾草薄餐 中山市永宁大观园酒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49 手拆鱼云羹 中山市南朗海港大酒楼有限公司

150 金鸿炒饭 江门市江海区金鸿楼酒楼有限公司

江门151 十年陈皮八宝鸭 江门市蓬江区源哥餐厅

152 古井恒益烧鹅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恒益食品有限公司

153 情定阳江“一夜埕” 阳江雨田酒店

阳江

154 鸿运金蚝 阳江长江国际酒店

155 春砂仁焗排骨 阳春市悦华大酒店

156 皇冠黑松露海螺捞鸡 海陵岛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157 阳江炊黄鬃鹅 阳江市阳东区兴德楼酒店

158 天然骨鳝黄豆鸡子汤 湛江市赤坎区波哥餐饮店

湛江

159 湛江蛤蒌鸡 湛江开发区小大梁餐厅

160 园中黄金蟹 湛江开发区园中园平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61 昌公烧猪 雷州市三间五房饮食有限公司

162 香茅鸽 湛江开发区霞海一号鸽馆

163 芥之鲜蚝 湛江市赤坎御唐府菜馆

164 豉汁蒸芒鱼 湛江海滨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165 家乡盐擦鹅 湛江市君豪酒店有限公司

166 草本灵芝包 湛江市枫丹白露酒店有限公司

167 湛江炸虾饼 湛江开发区金紫荆酒楼

168 盐烧海鸭 茂名高品味大酒店

茂名169 螺凤呈祥 茂名市盛百年餐饮有限公司茂名东汇城店

170 盐焗海红鱼 茂名市新天地大酒店有限公司

171 沙虫粥 茂南区大家乐黄康水餐饮店
茂名

172 田艾籺 茂名市茂南区阿朱家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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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葱香高钙淮山 茂名安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174 面包鸡 盈富国际宴会中心

175 韭菜炆蕉芋粉 信宜市兴和酒家

176 杨桃鸭 信宜市镇隆好运来餐厅

177 清汤牛杂 化州市剪壹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78 潮州果肉拼紫菜虾饼 肇庆星湖大酒店•唐潮食府

肇庆179 柠檬丝煎爽鳝 肇庆金钻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80 珊瑚杏花鸡 肇庆市世纪渔港商贸有限公司

181 瑶家牛皮酥 绿园酒家

清远

182 金牌叉烧包 清远市湖滨步步高酒店有限公司

183 贵香豉油鸡 清远市清新区贵香酒店

184 龙虾炒糯米饭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喜事汇海鲜之家

185 清蒸野生什杂鱼 英德市英城巨元河鲜酒楼

186 央视霸王鸡 清远市粤北之珠海鲜坊有限公司

187 瓜盅鱼翅球 潮州市潮安区安南大酒店有限公司

潮州

188 赤龙卧茵 潮州市开发区奎元枫春海鲜大排档

189 君子好逑 潮州市湘桥区益之堂炖品店

190 竹荪鱼翅卷 潮州市湘桥区老华餐饮店

191 龙湫宝塔（干炸蟹塔） 潮州市湘桥区好兄弟茶艺馆

192
胜利号角——明炉烧响

螺
潮州市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

193 笔架风貌 潮州市云和大酒店有限公司

194 红焖牛蹄 潮州市潮东酒楼有限公司

195 护国狮子头 潮州迎宾馆

196 福禄双全 潮州市湘桥区香得乐酒家

197 沙汁法国蚝 普宁市尚东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揭阳

198 太平秘制肝花 罗定市太平镇金都饭店
云浮

199 腰古烧猪肉 云浮市颐东国宴大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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