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类别 菜名 售卖价格 大类别 菜名 售卖价格

丘北辣椒香煎牛仔粒 ¥118 芒市柔菜 ¥34

干椒牛肝菌 ¥168 傣味小木耳 ¥38

香格里拉牦牛干巴 ¥128 喃咪手剥笋 ¥38

炸三拼 ¥94 蓝莓山药 ¥41

农家小炒腊肉 ¥81 私家蘸酱生态小黄瓜 ¥41

花生 ¥40 烧椒菌王皮蛋 ¥42

茶香酥红豆 ¥51 XO酱菠菜拌虫草花 ¥42

蒜子黄焖小瓜/例 ¥51 香油金针菇 ¥42

宣威血辣子 ¥78 天府纸片藕 ¥42

弥渡腌菜炒炒肉碎 ¥81 凉拌猪肚 ¥92

会泽炸洋芋 ¥40 秘制香葱牛肉 ¥98

农家哨子扒包浆豆腐 ¥52 盐边牛肉 ¥112

玉溪小腊肉炒黄豆腐 ¥81 天府花椒鸡 ¥62

宣威小炒肉 ¥82 川香夫妻肺片 ¥112

富民花椒鸡/例 ¥68 傣味柠檬舂干巴 ¥126

腰果 ¥68 老醋时椒靓蛰头 ¥76

曲靖石锅煤窑鸡 ¥72 麻油螺片 ¥128

玉溪椒麻炝壮鸡/例 ¥72 巴蜀招牌口水鸡 ¥62

韭菜炒肉丝配馒头 ¥92 锦绣刺身拼盘 ¥268

宣威杀猪菜 ¥98 碧波荡漾/位 ¥40

鼎湖西施豆腐 ¥78 野菜蟹肉太子羹/位 ¥40

吊锅丽江腊排骨 ¥168 生拆蟹肉冬茸羹/位 ¥61

宜良炒血鸭 ¥83 云南松茸汽锅鸡/位 ¥61

黑松露焗脆皮鸡 ¥83 原只泰国椰子炖鸡/位 ¥68

宜良小刀鸭 ¥83 云南羊肚菌汽锅鸡/位 ¥72

藤椒菌香牛柳 ¥128 虫草花土鸡炖花胶/位 ¥115

哈尼香茅排骨 ¥113 虫草花鲜鲍炖辽参/位 ¥178

香茅乳香仔排 ¥228 野菜蟹肉太子羹/例 ¥136

鲜藤椒牛肉粒 ¥93 碧波荡漾/例 ¥161

中餐厅菜单

云南少数名族菜

民族特色冷菜

炖汤



红河干锅小麻鸭 ¥98 云南松茸汽锅鸡/例 ¥178

元阳爆炒田鸡 ¥108 云南羊肚菌汽锅鸡/例 ¥210

新平酸菜鱼 ¥128 景洪包烧鲍鱼 ¥168

蒙自过桥大排骨 ¥348 宁洱包烧扇贝 ¥148

冰菜黑松露脆皮鸡 ¥146 宁洱包烧金针菇 ¥48

黄焖东山羊腩煲 ¥248 建水包烧豆腐 ¥48

香茅辣汁老虎虾 ¥210 德宏包烧米线 ¥38

鲜椒黑山羊排 ¥248 普洱包烧海虾 ¥108

蒜香烧杏花鸡 ¥88 景谷包烧芭蕉花 ¥48

干烧臭桂鱼 ¥198 景颇包烧牛肉 ¥88

孜然碳烤鱿鱼 ¥168 澜沧江包烧竹笋 ¥48

汽锅过桥米线 ¥128 镇沅包烧鱼 ¥58

双尾酥皮凤尾虾 ¥128 瑞丽包烧土鸡 ¥68

黄金土豆小丸子 ¥58 盈江包烧茄子 ¥48

子弟手撕厚干巴 ¥248 陇川包烧田鸡 ¥78

鲍汁扣羊肚菌 ¥298 家常麻婆豆腐 ¥51

煎酿羊肚菌 ¥288 四川火锅肉 ¥81

腾冲滚石烹石斑鱼 ¥263 湘西辣子长豆角 ¥61

顺德鲍鱼鸡 ¥228 东安辣子鸡 ¥72

话梅烟熏小排 ¥228 麻辣水煮牛肉 ¥83

金汤肥牛 ¥88 麻辣全家福 ¥93

百合蒸肉丸子 ¥88 水煮鱼片 ¥93

鲜鲍炖羊肚菌 ¥338 扇贝/只 ¥41

傣味舂鸡脚 ¥48 鲍鱼仔（8-15头） ¥41

凉拌树花 ¥58 基围虾/市斤 ¥147

宫保虾球 ¥128 濑尿虾/市斤 ¥200

沸腾跳水蛙 ¥98 竹节虾/市斤 ¥221

滇味大酥牛肉 ¥135 龙虾仔/市斤 ¥613

烧肉煮苦菜 ¥58 澳洲龙虾/市斤 ¥846

珍菌扒辽参 ¥138 小黄花鱼/条 ¥30

虫草花捞鲜鲍片 ¥188 鲈鱼 ¥168

金球汤圆 ¥58 多宝鱼/市斤 ¥221

云南少数名族菜

炖汤

私房菜

傣味包烧

川湘菜

生猛江、河、海鲜



鲜鲍炖羊肚菌/位 ¥98 桂花鱼/市斤 ¥221

咸鱼茄子煲 ¥61 石斑鱼/市斤 ¥263

咸鱼鸡粒豆腐 ¥61 老虎斑/市斤 ¥295

老惠州梅菜扣肉 ¥81 东星斑/市斤 ¥751

菠萝咕噜肉 ¥81 肉蟹/市斤 ¥232

澳门烧腩仔 ¥81 羔蟹/市斤 ¥316

秘汁烤叉烧 ¥81 象拔蚌/市斤 ¥613

凉瓜炒牛肉 ¥72 酸辣黄辣丁 ¥118

客家啫啫滑鸡煲 ¥72 味露柠檬蒸鲈鱼 ¥108

香煎莲藕饼 ¥72 西湖醋鱼 ¥128

耗油牛肉扒菜心 ¥72 东坡哨子扒辽参 ¥146

白切清远鸡/半只 ¥72 五谷炖官燕 ¥612

烧汁杏鲍菇炒牛柳 ¥83 五谷粗粮炖辽参 ¥146

潮式卤水拼盘 ¥113 蚝皇鲍角配豆腐 ¥126

粤式烧味拼盘 ¥156 招牌辽参配鲍片 ¥263

田园五谷丰登 ¥40 潮式香芋捞燕窝 ¥358

姜汁糖心芥兰 ¥40 红烧龙牙须顶级官燕 ¥612

生炒广东菜心 ¥40 鲍汁干网鲍20头 ¥326

炒各式田园时蔬 ¥51 鲍汁扣干网鲍10头 ¥628

淮山木耳炒南瓜 ¥51 黄汤小米煮辽参 ¥146

鲜百合银杏炒芦笋 ¥51 过桥米线 ¥72

鲍鱼菇扒娃娃菜 ¥51 干炒牛河 ¥51

家常虎皮尖椒 ¥51 风味小锅米线 ¥33

干椒小苦菜 ¥40 滇味酸辣面 ¥33

清炒油麦菜 ¥40 牛肝菌云腿焖饭 ¥61

清炒西芹 ¥51 云腿洋芋焖饭 ¥51

炝炒莲花白 ¥40 明火白粥 ¥26

蒜香京白菜 ¥40 皮蛋瘦肉粥 ¥30

蒜香西兰花 ¥40 腾冲大救驾 ¥40

西芹炒百合 ¥51 羊肚鲍鱼捞饭 ¥68

西芹炒通心菜 ¥40 海鲜菜粒泡饭 ¥41

酸辣土豆丝 ¥51 港式云吞面 ¥41

特色堂食

健康四季生态时蔬

精选粉饭

私房菜

生猛江、河、海鲜

老广州菜



鸡汤娃娃菜 ¥51 鲜虾菜粒炒饭 ¥41

鸡汤菠菜 ¥40 滇味炒面 ¥41

鸡汤小米菜 ¥51 招牌豉油皇炒面 ¥51

鸡油炒豆苗 ¥51 星洲鲜虾炒米粉 ¥51

虾酱炒空心菜 ¥48 酸汤水饺 ¥28

鲜辣跳跳蛙火锅 ¥368 白米饭/位 ¥9

冬阴功海鲜火锅 ¥398 白米饭/例 ¥51

武定土鸡火锅 ¥398 飘香榴莲酥/半打 ¥83

带皮黑山羊火锅 ¥518 云南特色摩登粑粑 ¥35

带皮黄牛火锅 ¥412 鲜玉米饼 ¥58

顺德毋米粥鱼片火锅 ¥368 软煎葱花饼 ¥48

清汤锅底 ¥88 芒果雪媚娘 ¥72

带皮羊肉 ¥168 香煎韭菜饺 ¥35

三黄鸡 ¥62 香煎小葱油饼 ¥35

鲜牛肉 ¥41 燕麦紫薯包 ¥40

竹荪菌 ¥68 御品叉烧包 ¥51

羊肚菌 ¥488 砂锅云南葱煎包 ¥51

杏鲍菇 ¥48 鲜奶酥皮蛋挞 ¥51

白玉菇 ¥48 千层蛋黄酥 ¥62

金针菇 ¥48 荞麦包 ¥40

小米菜 ¥19 泡鲁达 ¥38

广东菜心 ¥19 越南牛奶椰汁糕 ¥68

木耳 ¥19 红豆沙汤圆 ¥20

油麦菜 ¥19 清热绿豆沙 ¥20

腐竹 ¥19 金瓜淮山露 ¥20

饵块 ¥19 原盅橙皮银耳炖雪梨 ¥30

菠菜 ¥19 爱心牛柳饭 ¥71

土豆 ¥18 翡翠虾球牛扒饭 ¥92

粉丝 ¥17 碧绿卤肉尤利饭 ¥92

鲜豆腐 ¥17 498元 4-6人 A套餐 ¥498

娃娃菜 ¥18 498元 4-6人 B套餐 ¥498

捞鱼生 捞鱼生118元起 ¥118

健康四季生态时蔬

精选粉饭

火锅

点点心意

创意甜品

CR中餐厅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