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桥区 2021 年度职工疗休养基地
及服务机构名单

柯桥区 2021 年度第一批职工疗休养基地名单

绍兴华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山水金沙酒店）（柯岩）（省

级）

绍兴市柯桥区富丽华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市级）

绍兴鉴湖大酒店有限公司（柯岩）（市级）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金渔湾农庄（平水）（市级）

绍兴柯桥英豪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鱼得水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金昌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沃德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英豪东江海鲜餐饮会所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本家餐饮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世贸君亭都市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瓜渚新天地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鲤鱼门豆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金永泰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永泰望湖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市铭汇大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品泉餐饮有限公司(COCO 奶茶)（柯桥）



绍兴清竹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安悦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宏芳餐饮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钱江源餐饮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妈妈菜餐饮有限公司（万达）（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杭越海鲜酒店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三尺三餐饮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星伦多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万达）（柯桥）

绍兴和牛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达）（柯桥）

绍兴柯桥永泰柯岩酒店有限公司（柯岩）

绍兴宇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柯岩）

绍兴市柯桥区祝家庄大酒店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天马大酒店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悦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京悦酒店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鲁越人家大酒店有限公司（齐贤）

绍兴安昌大酒店（安昌）

绍兴柯桥天逸酒店（安昌）

绍兴柯桥牛头山大酒店有限公司（杨汛桥）

绍兴曹娥江酒店有限公司（马鞍）

绍兴市若耶源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柯桥德怡大酒店（万达德悦）（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渔沧米缸餐厅（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昌祥商务宾馆（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忆江大院农家菜馆（钱清）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铭山居酒店（杨汛桥）

绍兴市柯桥区四季东北风味餐厅（万达）（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吴王丹餐饮店（万达蛙喔）（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韩京餐厅（万达）（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兔闻香火锅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王红光餐饮店（万达星越情、喜亭夫人）（柯

桥）

绍兴钱通酒店有限公司（安昌）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俞阿王饭店（福全）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阿银海鲜面馆（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骏合酒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曙光宾馆（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好滋味快餐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故乡居韩国料理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灶大锅餐馆（柯桥）

绍兴品川餐饮有限公司柯桥万达分公司（柯桥）

上海适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中苑宾馆（柯岩）

绍兴柯桥马鞍阿建饭店（马鞍）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汇丰旅馆（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富城旅馆（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金岙农庄（平水）

绍兴柯桥兴顺宾馆（齐贤）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熊月富小吃店（钱清）

东方山水乐园（柯岩）（省级）

柯岩风景区（柯岩）（市级）

乔波冰雪世界旅游区（柯岩）（市级）

大香林风景区（柯岩）（市级）

兜率天景区（湖塘）（市级）

安昌古镇旅游区（安昌）（市级）

中国轻纺城市场景区（柯桥）（市级）

香雪梅海旅游区（王坛）（市级）

会稽山千年香榧林景区（稽东）（市级）

水上旅游巴士（柯桥）（线路）（市级）

羊山石佛风景区（齐贤）

绍兴中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007 实弹射击俱乐部（柯桥）

绍兴齐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卡丁车场（柯岩）

乔波国际会议中心（柯岩）（市级）

金昌开元大酒店（柯桥）（市级）

日铸岭饭店（平水）（市级）

稽山宾馆（越城）（市级）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东品餐饮店—深鲜汇海鲜餐厅（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太阳岛餐厅（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石浦湾海鲜餐饮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狼爱上羊音乐餐厅（华舍）

镜湖花园（柯岩）

绍兴市梧与桐酒店有限公司（柯岩）

绍兴鲁悦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绍兴蝶来猫在鲁镇度假酒店（柯

岩）

绍兴齐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凯世精品酒店（柯

岩）

绍兴市柯桥区鉴源塘缸灶头饭店（湖塘）

柯桥区夏履镇张彩贞饭店—福缘农家乐（夏履）

夏履三莲饭店—莲庄（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舜越饭店（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永兴饭店（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宋家店饭店（平水）

绍兴市会稽山阳明酒店有限公司（越城）

开元颐居·鲁家客栈（柯岩）（市级）

巷深竹缘农庄（平水）（市级）

香湖山庄（湖塘）（市级）

印山人家农庄（兰亭）（市级）

刻石山雅居（平水）（市级）



稻舍（夏履）（市级）

绍兴市柯桥区山娃子农庄（稽东）（市级）

云溪山庄（平水）

山妹子农庄（稽东）

月华山顶农庄（稽东）

福林山庄（杨汛桥）

日铸山庄（平水）

桃源休闲农庄（湖塘）

兰亭森林山庄（兰亭）

禾日农庄（兰亭）

碧萝农庄（夏履）

龙华精舍（湖塘）

老安昌客栈（安昌）

丹家南山小院（王坛）

畅艺园民宿（平水）

夕阳红民宿（平水）

兰亭驿事客栈（兰亭）

绍兴七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石苍山·隐（稽东）

绍兴市柯桥区稽东小西岭家庭农场（稽东）

绍兴市柯桥区舜姬园葡萄专业合作社（稽东）

军旅文化园（马鞍）

留香之家露营地（马鞍）



绍兴海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平水相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泉坞农场（平水）

绍兴市逸园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七贤居山庄（平水）

浙江绍兴颐春度假村有限公司（平水）

柯桥区平水镇桃源农场—平水乡村小院（平水）

沃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越马拓展中心（夏履）

浙江莲谷精舍民宿有限公司（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相郡民宿（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安基湾农庄（王坛）

青岙民宿（王坛）

宛如云上（王坛）

醉岭民宿（王坛）

漫田旅生态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兰亭）

绍兴兰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恩泽苑兰庄（兰亭）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竹缘堂养心谷农场（平水）

绍兴柯桥百香果农场（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龙之须农场（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青坛圆山庄（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盘龙山休闲农庄（湖塘）

绍兴紫澜民宿有限公司—棠棣驿站（漓渚）

绍兴三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稽东）



绍兴市柯桥区茶香农庄（稽东）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合义民宿（福全）

绍兴市秦望茶业有限公司（平水）

漓渚镇棠棣村（3A 级景区村庄）（漓渚）（省级）

湖塘街道香林村（3A 级景区村庄）（湖塘）（市级）

齐贤街道光明居（3A 级景区村庄）（齐贤）（市级）

王坛镇东村村（3A 级景区村庄）（王坛）（市级）

平水镇同康村（3A 级景区村庄）（平水）（市级）

稽东镇冢斜村（3A 级景区村庄）（稽东)（市级）

柯岩街道新未庄村（3A 级景区村庄）（柯岩）（市级）

夏履镇莲增村（3A 级景区村庄）（夏履）（市级）

安昌街道大山西村（安昌）（市级）

王坛镇丹家村（王坛）

夏履镇莲东村（夏履）

齐贤街道齐贤村（齐贤）

杨汛桥街道蒲荡夏村（杨汛桥）

夏履镇双叶村（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亭山桥村（马鞍）

蓝印时尚小镇（马鞍）

浙江柯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中国酱文化博物馆（平水）

绍兴市画江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平水）



柯桥区 2021 年度第二批职工疗休养基地名单

浙江青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稽东）

绍兴采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稽东）

绍兴柯桥区桃树坞休闲农庄有限公司（稽东）

绍兴陈后山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稽东）

绍兴市柯桥区玫瑰休闲山庄（王坛）

绍兴市覆陇树莓专业合作社（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贵娣饭店（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维利亚饭店（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越铸酒楼（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欧乡农家乐（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越府家庭农场（锦绣农业平水农场）（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如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盛林鱼庄（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山隅酒店（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雪林饭店（平水）

绍兴农创客科技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王化舜湖饭庄（平水）

绍兴市蒲公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梅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田源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霍枫斗汶昌农庄（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金文军农庄（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夏履方永丽饭店（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浪里白条农庄（杨汛桥）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鹅池饭店（兰亭）

绍兴市明月生态农场有限公司（兰亭）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史建忠游乐场（兰亭）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宏芳家庭农场（马鞍）

绍兴市柯桥万康餐饮店（湖安印象山庄）（马鞍）

绍兴律行慈舍民宿有限公司（安昌）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兴渝酒楼（齐贤）

浙江疆心比心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福全)

绍兴香林小筑民宿有限责任公司（湖塘）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小香林农庄（湖塘）

会稽山黄酒博物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湖塘）

绍兴南苑新城酒店（绍兴柯桥爱德顿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华

舍）

绍兴馨乐庭酒店柯桥公寓酒店（绍兴中国轻纺城商务总部园投

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柯桥分公司）（华舍）

海边海.海鲜餐厅(杭州富阳谷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分公司)

（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碧水鱼府（华舍）

绍兴柯桥海汇聚餐饮店（食阁）（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鱼司令酸菜鱼馆（食阁）（华舍）

百思寒羽绒衣体验馆（浙江百思寒羽绒股份有限公司）（华舍）

绍兴柯桥新华生态农庄（柯岩）

绍兴柯桥舜江人家酒店（柯岩）

绍兴十里湖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一湖酒场·朴筑）（柯岩）

绍兴霞园怡乐文化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柯桥准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金马碧记酒店（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尚水鱼府（柯桥）

绍兴市阿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

万胜牛寿喜烧(中易特昕（绍兴柯桥）餐饮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悦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越府鹅庄（柯桥）

柯桥区 2021 年度职工疗休服务机构名单

绍兴山水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绍兴港龙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绍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绍兴镜湖旅游有限公司

绍兴盛兴旅游有限公司



浙江夏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海峡旅行社有限公司

绍兴玩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金柯桥文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趣玩旅行社有限公司

绍兴无界旅游有限公司

浙江海诺欧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柯桥区已开通越行证二维码的
疗休养基地名单

绍兴七竹农业 稽东

小西岭农场 稽东

舜姬葡萄园专业合作社 稽东

绍兴三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稽东

山妹子农庄 稽东

月华山顶农庄 稽东

山娃子农庄 稽东

浙江青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稽东

绍兴陈后山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稽东

绍兴柯桥区桃树坞休闲农庄有限公司 稽东



绍兴采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稽东

醉岭民宿 王坛

青岙民宿 王坛

王坛镇安基湾农庄 王坛

宛如云上 王坛

王坛镇舜越饭店 王坛

王坛青坛圆山庄 王坛

王坛镇永兴饭店 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贵娣饭店 王坛

绍兴市柯桥区玫瑰休闲山庄 王坛

绍兴市覆陇树莓专业合作社 王坛

香雪梅海旅游区 王坛

平水镇金渔湾农庄 平水

竹缘堂养心谷 平水

刻石山民宿 平水

畅艺园民宿 平水

绍兴海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市画江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中国酱文化博物馆 平水

平水镇宋家店饭店 平水

绍兴市秦望茶业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平水相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平水



云溪山庄 平水

巷深竹缘农庄 平水

日铸山庄 平水

金岙农庄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欧乡农家乐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越府家庭农场（锦绣农业平水农场）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盛林鱼庄 平水

绍兴田源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山隅酒店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维利亚饭店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雪林饭店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越铸酒楼 平水

绍兴市柯桥区如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农创客科技有限公司 平水

绍兴市蒲公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平水

日铸岭饭店 平水

柯桥区平水镇桃源农场(平水乡村小院) 平水

天逸酒店 安昌

绍兴安昌大酒店 安昌

安昌古镇旅游区 安昌

绍兴律行慈舍民宿有限公司 安昌

福全镇俞阿王饭店 福全



浙江疆心比心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福全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合义民宿 福全

天宫生活民宿 湖塘

绍兴市大香林兜率天景区 湖塘

天宫生活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龙华精舍） 湖塘

鉴源塘缸灶头饭店 湖塘

桃源休闲农庄 湖塘

绍兴香林小筑民宿有限责任公司 湖塘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盘龙山休闲农庄 湖塘

会稽山黄酒博物馆 湖塘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小香林农庄 湖塘

太阳岛餐厅 华舍

绍兴天马大酒店有限公司 华舍

石浦湾海鲜餐饮有限公司 华舍

浙江柯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华舍

祝家庄大酒店有限公司 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碧水鱼府 华舍

百思寒羽绒衣体验馆（浙江百思寒羽绒股份有限公司）

华舍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鱼司令酸菜鱼馆（食阁） 华舍

绍兴馨乐庭酒店柯桥公寓酒店（绍兴中国轻纺城商务总部园

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柯桥分公司） 华舍



海边海.海鲜餐厅(杭州富阳谷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柯桥分公

司) 华舍

绍兴南苑新城酒店（绍兴柯桥爱德顿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华舍

绍兴柯桥海汇聚餐饮店（食阁） 华舍

绍兴金昌开元大酒店 柯桥

柯桥富丽华大酒店 柯桥

绍兴柯桥金永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柯桥永泰望湖酒店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鲤鱼门豆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市铭汇大酒店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中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007 实弹射击俱乐部 柯桥

柯桥渔沧米缸餐厅 柯桥

绍兴柯桥本家餐饮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柯桥钱江源餐饮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宏芳餐饮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柯桥世贸君亭都市酒店有限公司 柯桥

杭越海鲜酒店有限公司 柯桥

柯桥王红光餐饮店（万达星越情、喜亭夫人） 柯桥

柯桥昌祥商务宾馆 柯桥

柯桥故乡居韩国料理店 柯桥

绍兴悦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金马碧记酒店 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越府鹅庄 柯桥

万胜牛寿喜烧(中易特昕（绍兴柯桥）餐饮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市阿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尚水鱼府 柯桥

绍兴柯桥准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霞园怡乐文化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三尺三餐饮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和牛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柯桥

绍兴鉴湖大酒店 柯岩

东方山水金沙酒店 柯岩

镜湖花园酒店 柯岩

乔波冰雪世界旅游区 柯岩

绍兴柯桥永泰柯岩酒店有限公司 柯岩

绍兴鲁悦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柯岩

绍兴宇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柯岩

开元颐居·鲁家客栈 柯岩

乔波国际会议中心 柯岩

东方山水乐园 柯岩

柯岩风景区 柯岩

绍兴柯桥新华生态农庄 柯岩

绍兴柯桥舜江人家酒店 柯岩



绍兴十里湖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一湖酒场·朴筑） 柯

岩

兰亭驿事客栈 兰亭

兰亭印山人家农庄 兰亭

兰亭森林山庄 兰亭

禾日农庄 兰亭

漫田旅生态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兰亭

绍兴市明月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兰亭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鹅池饭店 兰亭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史建忠游乐场 兰亭

绍兴兰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恩泽苑兰庄 兰亭

漓渚镇棠棣村（3A 级景区村庄） 漓渚

绍兴紫澜民宿有限公司—棠棣驿站 漓渚

绍兴市柯桥万康餐饮店（湖安印象山庄） 马鞍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宏芳家庭农场 马鞍

鲁越人家大酒店有限公司 齐贤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兴渝酒楼 齐贤

钱清忆江大院农家菜馆 钱清

稻舍 夏履

沃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越马拓展中心 夏履

夏履三莲饭店—莲庄 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夏履方永丽饭店 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金文军农庄 夏履

绍兴市柯桥区霍枫斗汶昌农庄 夏履

碧萝农庄 夏履

福林山庄 杨汛桥

杨汛桥铭山居酒店 杨汛桥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浪里白条农庄 杨汛桥

绍兴市会稽山阳明酒店有限公司 市区

备注：该名单统计截止日：2021 年 11 月底 ，并处于动态调整中，柯桥区总工

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