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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全市酒店业十佳企业开评
本报与中国旅游企业联合会主办，30 日起接受报名及读者投票

本报聊城 7 月 27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实习生
帅敏敏) 28 日，由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和中国旅游

企业联合会联合主办，中

国大众旅游网和聊聊网协
办的“ 2011 聊城酒店业十

佳企业”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 7 月 30 日起正式接

受酒店企业报名，同时，

读者可通过电话、短信、

网络等方式进行投票。这

是聊城酒店行业第一次大

型评选活动，力图打造成

聊 城 酒 店 业 的 “ 奥 斯

卡”。

随着聊城经济的快速

发展，顾客对酒店业的需
求日趋旺盛。如何在酒店

业繁荣的背后，寻找出行
业榜样，为顾客消费给予

科学指导？如何促进行业
更加健康良性的发展？本

次评选旨在全市寻找影响

酒店行业发展、引领酒店

行业方向、树立酒店行业
标准的榜样企业；旨在寻

找聊城那些执着于提升

企业竞争力，推动聊城酒

店行业变革的标杆企业；

旨在寻找聊城那些积极投

身社会公益事业，富有强

烈社会责任感的酒店企

业。

本次活动将评选出聊

城市“十佳星级酒店”、

“十佳商务酒店”、“十

佳特色餐厅”等多个奖

项，通过评选，树立行
业榜样，全面展示聊城

酒店业形象，推动酒店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作

为酒店企业，则进一步

充分利用此次评选提升

其在行业中的地位、影响

力和美誉度。

此次评选活动以“创

新、责任、影响力、推动

力”为主题，强调创新、

责任对于企业乃至行业的

重大影响。参选企业应该
具备的条件分别为，十佳

星级酒店：二星级及以
上，床位数不低于 50 张，

配套设施齐全；十佳商务
酒店：三年内新装修，床

位数不低于 50 张，配套设

施齐全；十佳特色餐厅：

卫生达标，各种证件及执

照齐全，营业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

主办方和协办方将完

全以读者投票和评审团队

的意见为依据，通过接受

电话、短信、网络等多种

投票方式，汇集读者意
见，展示最受欢迎的聊城

酒店企业，提升酒店的知

名度。整个评选活动力争

公平、公开、公正。另

外，在严格、公平、公正

的评选标准下，由媒体资

深商业记者，和聊城资深

商务人士、业界专家组成

的评审团队，将依据准确

的酒店数据和经典的商务
体验进行评选。

这次评选是齐鲁晚报

在聊城酒店行业首次评

选，齐鲁晚报是由大众报

业集团主办的山东省唯一

的省级晚报，多年来一直

是山东省发行量最大、

社 会 影 响 面 最 广 的 报

纸。连续八年蝉联世界

报业发行百强， 2009 年

在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

当中位居第 22 名，位居

中国都市类媒体第一；

连续七年入选中国最具

价 值 品 牌 5 0 0 强 。 此

外，中国旅游企业联合

会，及协办单位中国大

众网，均长期致力于关注

旅游行业，倡导行业文
明，促进行业发展的活

动，并不断追求对旅游行

业的专注和专业。

根据活动日程，此次

评选活动自 7 月 28 日正式

启动， 7 月 30 日起，正式

接受企业报名，同时，读

者可通过以上三种投票方

式投票(网络投票即将开
通)， 8 月底投票截止。投

票电话： 0635-2123386 ；

投 票 短 信 平 台
18910685159 。

A01 昆仑大酒店

A02 昌润大酒店

A03 泉林大酒店

A04 阿尔卡迪亚国际温

泉酒店

A05 聊城茌平正泰东方

大酒店

A06 临清三和宾舍

A07 东昌宾馆

A08 中苑大酒店

A09 新开大酒店

A10 阳谷县宾馆

A11 凤祥宾馆

A12 东湖宾馆

A13 茌平美丽华大酒店

A14 临清宾馆

A15 恒泰大酒店

A16 金宇海天大酒店

A17 迎宾大酒店

A18 茌平宾馆

A19 牛车水大酒店

A20 华夏一家

A21 人缘大酒店

A22 东阿县宾馆

A23 冠县清泉大酒店

A24 中通宾馆

A25 阿胶大酒店

A26 德庄连锁酒店

A27 聊城宾馆

A28 莘县鼎盛商务宾馆

A29 莘县君悦商务宾馆

B01 广电之星商务酒店

B02 如家快捷酒店

B03 润佳商务酒店

B04 日月潭商务酒店

B05 乐家商务酒店

B06 海洋商务大酒店

B07 怡家商务酒店

B08 元圣商务酒店

B09 凤城商务大酒店

B10 华夏一家商务酒店

B11 7 天连锁酒店

B12 锦江之星商务酒店

B13 银座佳驿连锁酒店

B14 汉庭商务酒店

B15 科瑞特商务会馆

B16 丽晶商务酒店

B17 人才大厦商务酒店

B18 水城昌隆大酒店

B19 聊城太阳花商务酒

店

B20 鼎豪商务酒店

B21 聊城锐驰商务宾馆

B22 聊城钓鱼台宾馆

B23 聊城水之韵商务酒

店

B24 聊城海润温泉大酒

店

B25 时风大酒店

B26 齐鲁大酒店

B27 聊城国际饭店

B28 聊城美景大酒店

C01 小城故事

C02 燕翅宫

C03 西北海鲜饺子城

C04 淞梅香豆捞

C05 大山拗野菜馆

C07 渔人码头大酒店

C08 桃源海鲜饺子城

C09 刘一锅

C10 四川永宁酒店

C11 水城印象时尚餐厅

C12 甲鱼宴

C13 小肥羊

C14 福公馆

C15 回味从前

C16 瑞福源野味

C17 大红灯笼酒店

C18 东昌老菜馆

C19 范家烧鸽

C20 运河古都大酒店

C21 九龙宫大酒店

C22 千禧龙海鲜大酒店

C23 开元山庄

C24 鸿运楼餐饮有限公

司

C25 百顺肥牛

C26 大清花饺子

C27 北关海参府

C28 永安甲鱼宴餐饮有

限公司

C29 聊城市东昌湖大酒

店

C30 聊城市东昌府区川

王府

C31 东昌府区轩林野生

大鱼坊

本报聊城 7 月 27 日

讯(记者 王尚磊 实习

生 宋云燕 通讯员

张芙蓉 梁勇) 7 月 28

日是首个“世界肝炎日”，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

聊城市属乙肝高发地区，

约 85% 的病例发生在 15

至 55 岁年龄组，另外，丙

肝发病率也呈增长趋势。

市疾控中心提供的

资料显示，2007 、2008

年全市乙肝发病率分别

为 68 . 12/10 万和 68 . 35

/10 万，居全市法定报告
传染病第一位。其中约
85% 的病例发生在 15 至

55 岁年龄组。这部分人

群由于没有规范接种乙

肝疫苗，发病率一直处于

较高水平。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 2002 年全

市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

免疫以来，儿童乙肝疫苗

接种率持续保持在 95%

以上，全市 5 岁以下人群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

率已下降至 1% 以下，15

岁以下儿童乙肝年发病

率控制在 9/10 万以下，

乙肝抗体阳性率在 65%

以上。与此相比，15 岁以

上人群乙肝病毒携带率

目前为 8 . 46%，其发病

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八成多乙肝患者是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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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节”前，退伍军人任英强 27 日来到聊城军

分区，向官兵赠送了价值 4 千多元的 200 多本图书。

军分区聘任英强为“荣誉老兵”。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薛洪刚 摄影报道

赠书

本报聊城 7 月 27 日

讯(记者 杨淑君 实习

生 帅敏敏 通讯员

毕玉平) 近日，16 名韩

国宜宁郡青少年走进聊

城 16 名同学家中，两国

青少年互相学习交流。

记者从聊城市政府

外侨办获悉，7 月 19 日

至 23 日，韩国宜宁郡青

少年代表团来聊城友好

交流访问。他们先后参观

了运河博物馆、水城广

场、湖西公园、山陕会馆、

景阳岗、狮子楼、姜堤乐

园等景区景点，还到杂技

学校参观杂技表演并与

演员们互动。这 16 名韩

国青少年还走进聊城 16

名同学家中，体验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家庭温暖，了

解聊城的风土人情。

据悉，2002 年，聊城

市与宜宁郡首次开展了

国际青少年交流活动，并

作为两市(郡)的固定交

流项目保持下来，此后每

年都互派学生访问，通过

跨文化交流，感受异国风

土人情，加深了青少年之

间的友谊，增进两市(郡)

的感情。

16 名韩国青少年

来水城交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