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2019 年深圳市游泳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
A 级单位名单（54 家）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公共场所许可证号

等级

1

星河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星河丽思卡
尔顿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
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塔楼
五层及裙房屋顶层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1J01235 号

A级

2

深圳市万厦居业有限公司梅林一村管理
处（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
一村

粤卫公证字[2004]第
0301L00207 号

A级

3

香格里拉大酒店（深圳福田）有限公司
（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福田香格里拉大
酒店四层西南面部分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1L00564 号

A级

4

深圳市五洲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6001 号

粤卫公证字[2019]第
0301L00602 号

A级

5

深圳市万厦居业有限公司莲花北村管理
处（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
莲花北村

粤卫公证字[2004]第
0301L00065 号

A级

6

深圳中洲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路
4002 号

粤卫公证字[2005]第
0301L00310 号

A级

7

深圳游泳跳水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游
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市
体育中心深圳游泳跳水馆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1L00590 号

A级

8

深圳市深航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深航
国际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35 号 6 层

粤卫公证字[2017]第
0301L00601 号

A级

9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深圳市福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游泳池） 3030 号福田体育公园体
育馆二楼

粤卫公证字[2016]第
0304L00053 号

A级

10

深圳市印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水榭花都
会所（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
香梅路 718 号水榭花都会
所

粤卫公证字[2016]第
0304L00055 号

A级

11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金域蓝湾
物业服务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金域
蓝湾 4 栋架空层

粤卫公证字[2010]第
0304L00146 号

A级

12

深圳市万厦居有限公司侨香村管理处
（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侨香
村物管中心

粤卫公证字[2012]第
0304L00029 号

A级

13

深圳好日子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特
美思广场

粤卫公证字[2007]第
0304L00045 号

A级

14

深圳市天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东海朗
廷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888 号东海国际中心
A-3401D

粤卫公证字[2018]第
0304L00110 号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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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广东联泰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香域中央花园游泳池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北
66 号香域中央花园运动
会所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4L00019 号

A级

16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以
西幸福里雅居内

粤卫公证字[2010]第
0301L00587 号

A级

17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1002 号

粤卫公证字[2004]第
0301H00404 号

A级

18

富苑置地（深圳）有限公司富苑皇冠假
日套房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
3018 号

粤卫公证字[2004]第
0301J00456 号

A级

19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君悦酒店（游泳
池）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1881 号华润中心君悦酒
店三层东南面部分

粤卫公证字[2010]第
0301J01259 号

A级

20

深圳市京基一百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
南路北面红宝路南面京基
一百大厦 A 栋 74-90 层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1H01507 号

A级

21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方尊峪
物业服务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以北
长岭沟东方尊峪花园 105
平台

粤卫公证字[2012]第
0303L00141 号

A级

22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方尊峪
物业服务中心（140 游泳场）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以北
长岭沟东方尊峪花园 140
平台

粤卫公证字[2012]第
0303L00140 号

A级

23

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游泳场)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三号
大院

粤卫公证字[2010]第
0303L00109 号

A级

24

深圳市罗湖中财投资发展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公路经
二路 48 号

粤卫公证字[2013]第
0303L00152 号

A级

25

深圳百仕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百仕达花
园四期服务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罗湖区太宁路 38
号百仕达花园四期东郡

粤卫公证字[2006]第
0303L00023 号

A级

26

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东
深圳市东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华园山东大厦 1-3、12-28
楼

粤卫公证字[2015]第
0301H01511 号

A级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1L00592 号

A级

27

华润深圳湾发展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大道
3001 号深圳湾体育中心
游泳馆

28

深圳麒麟山庄（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湖麒麟
山庄

粤卫公证字[2004]第
0301L00188 号

A级

29

深圳蛇口海上世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蛇
口希尔顿南海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望
海路 1177 号及工业一路 1
号

粤卫公证字[2013]第
0301H01509 号

A级

30

深圳市华联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山林
物业服务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339
号华联城市山林花园五、
六单元与十、十一单元之
间

粤卫公证字[2008]第
0305L00056 号

A级

31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深圳市中小学艺
术教育基地）（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创科路
3号

粤卫公证字[2014]第
0305L00057 号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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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圳华侨城大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大酒
店地下一层及后花园

粤卫公证字[2005]第
0305L00014 号

A级

33

佳兆业文化体育（深圳）有限公司南山
分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
头街 62 号南山文体中心

粤卫公证字[2014]第
0305L00058 号

A级

34

明华（蛇口）海员服务公司明华国际会
议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
龟山路 8 号

粤卫公证字[2005]第
0305H93359 号

A级

35

深圳威尼斯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深南
大道 9026 号

粤卫公证字[2005]第
0305H93347 号

A级

36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天琴湾物
业服务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盐梅
路崎头岭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8L00010 号

A级

37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海岸物
业服务中心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环
碧路 216 号万科东海岸社
区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8L00015 号

A级

38

凌速企业管理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宝
安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
兴路 8 号万豪酒店 4 层

粤卫公证字[2015]第
0306J00001 号

A级

39

深圳恒丰海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游泳
池）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
80 区新城广场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6H00936 号

A级

40

深圳市宝安区体育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裕
安一路游泳馆

粤卫公证字[2009]第
0306L00024 号

A级

41

深圳市登喜路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游
泳池）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前进二路与宝田一路交汇
处宝田大厦第一层、第四
层及宴会厅屋顶花园平
台、第五层至十三层、第
十五层

粤卫公证字[2015]第
036AH00262 号

A级

42

佳兆业文化体育（深圳）有限公司（游
泳池）

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大
运中心游泳馆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1L00591 号

A级

43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路 168
号

粤卫公证字[2012]第
0301L00594 号

A级

4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游泳池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7L00005 号

A级

45

深圳正中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隐秀山
居酒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宝
荷路正中高尔夫球场内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7H00054 号

A级

46

深圳友和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中
心城吉祥路 588 号

粤卫公证字[2011]第
0307H00049 号

A级

47

深圳市松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龙华希尔
顿逸林酒店（游泳池）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
环二路 8 号维雅德
酒店 A 座

粤卫公证字[2017]第
0301L00599 号

A级

48

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尔夫
大道北侧观澜高尔夫球场

粤卫公证字[2013]第
0311L00013 号

A级

49

深圳观澜湖酒店有限公司（游泳池）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尔夫
大道 1 号

粤卫公证字[2013]第
0311H00013 号

A级

50

深圳市观澜格兰云天大酒店投资有限公
司（游泳池）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
城社区观澜大道格兰云天

粤卫公证字[2016]第
0311L00057 号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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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酒店
51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体育中心游泳
馆

深圳市坪山区大工业区丹
梓西路大工业区体育中心

粤卫公证字[2012]第
0310L00104 号

A级

52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高级中学游泳馆

深圳市坪山区六联社区沿
河路 1 号坪山高级中学健
美楼一楼

粤卫公证字[2014]第
0310L00004 号

A级

53

深圳市光明区体育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
兴发路 35 号

粤卫公证字[2016]第
0309L00011 号

A级

54

深圳市光明区体育中心（游泳池）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华
夏路与光桥路交汇处

粤卫公证字[2014]第
0309L00009 号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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