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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市民通过本报两会民意直通车提建议———

香江市场秩序挺乱应该整治

··前前瞻瞻

奔腾 B50 夯实 A 级市场主流地位
2011 年中国车市日子

不好过，但在如此艰难的大
环境下，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数据显示，奔腾 B50 去年
却达成了近 9 万的销量，同
比增长近 3% ，销量坚挺，稳
中有升实属不易。

作为奔腾品牌的主力
车型，奔腾 B50 凭借与生俱
来的卓越品质、超值的商品
魅力，上市 3 年来，赢得“全
面越级车”、“性价比之王”
等美誉，以超高性价比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的心。

无论是外观、内饰，还
是动力配置，奔腾 B50 都将
国际尖端的汽车技术与先
进的造车理念，运用其中。
与此同时，为充分满足中国
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奔腾精
心研究更符合国人的日常

用车习惯，使奔腾 B50 在空
间、安全、功能等方面的配
备更加人性化。

2012 款奔腾 B50 在原
有优势基础上，通过在外
观、内饰、功能三大方面，进
行 1 6 大项重点商品点提
升，共计多达 158 项商品升
级，让 2012 款奔腾 B50 更
时尚与舒适化，彰显“全·
值·好车”的商品魅力。

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
奔腾 B50 获得了更多的市
场份额，有实力向更广阔的
领域进军。同时奔腾新颖多
变，符合当下时尚潮流的营
销策略，也助力奔腾不断提
升市场竞争力。

奔腾对产品品质精益
求精，在营销战线上夯实市
场基础，在服务品质上更是

有口皆碑。2 0 1 1 年 8 月，
J.D. Power 亚太公司公布
了 2011 年中国汽车销售满
意度研究(SSI)总体排名，一
汽奔腾成为唯一一个高于
行业平均值的自主品牌企
业，位居自主品牌第一名，
同时，2011 年 J.D Power 中
国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研
究(CSI)中，一汽奔腾也获得
超出行业平均值的好成绩。

卓越的品质，将“越级”
不断升级，奔腾 B50 给消费
者带来了“超值”享受，从
2009 年上市至今已经赢得
了 18 万用户的认可，稳稳
的夯实了奔腾 B50 在国内
A 级市场的主流车型地位。
相信奔腾 B50 的优异市场
表现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
的惊喜。

本报聊城 2 月 12 日讯(记者 刘
铭) “香江大市场商铺确实够乱的，
隐患不少，应该好好整治一下。”12
日上午，家住站北花园的赵先生说，
每次去香江不光堵车，凌乱的市场
秩序还存在很多隐患。连日来，很
多市民通过本报两会民意直通车
提出建议。

赵先生说，香江大市场作为聊

城最大的集贸批发市场，近万家商
户集中在这里，日用品、建材、服装
行业的分配还是很恰当的，但每个
区域里的商户却显得很乱。“不光
各个商户门前摆放着很多物品，而
且临近建设路主干道的街边都有
很多小摊，大部分是商户摆出来
的，不仅影响城市美观，也存有隐
患。”

“整个市场通道狭窄，而且易
燃品多，万一发生火灾等事故将非
常危险。”赵先生介绍，他家距离香
江市场非常近，原来也听说曾经整
治过，但效果还是不好，希望相关
部门下大力气整治一下。

家住茌平县菜屯镇的刘女士
说，从聊夏路拐向菜屯镇后，道路
坑洼不平非常难走，尤其是从菜屯

镇通往东边的娄庄一段，马路开车
走起来颠簸得太厉害了。刘女士建
议，菜屯镇的木业发展不错，但“要
想富，先修路”，要发展经济必须重
视道路建设，没有好的路况很难让
一个地方真正富裕起来。

本报民意直通车继续开启，无
论是您在交通出行、环境、医疗、教
育、社保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还是

您对城市管理、行业发展的建言，
都欢迎及时联系本报发表建言，本
报上会记者将第一时间把您的建言
送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您的呼
声传至两会。广大读者可拨打本报热
线 8451234 倾诉，也可将建言发送至
邮箱 liumingqlwb@126 .com，也可通
过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博(http：
//weibo.com/qlwbjrlc)留言。

聊城将打造名小吃一条街
本报记者 刘铭

小吃是一种文化，反映了
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积淀，细
细数来，聊城的名小吃有很
多，但如何打响聊城小吃品
牌？政协委员王俊华在市政协
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可
以让各种小吃制作地点相对
集中，并大力做好品牌宣传。

王俊华委员介绍，明清时
期的古运河是漕运繁忙的鼎
盛时期，商贾云集，食店林立，
美味佳肴众多。运河沿岸的小
吃，经过近 300 年的传承，已
经重重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临
清的托板豆腐、汆丸子、烧饼
夹肉、窦家蒸包、土家烧麦、武
德奎肉饼等，都是远近闻名的
小吃。济美酱园的甜酱瓜，曾
于民国 24 年在南京召开的

“国货展览会”上获奖；质地细
腻、味道鲜美的进京腐乳，是
济美的名牌产品，济美酱园与
现在北京的“六必居”、济宁的

“玉堂酱园”、保定的“愧茂”酱
园齐名，被称为江北四大酱园
之一。

被老舍先生誉为“聊城铁
公鸡”的魏氏熏鸡，是北关魏
永泰于清嘉庆十五年创制，迄
今已将近 200 年历史。聊城呱
嗒创制 于 清 代 ，迄 今 也 有
2 0 0 年历史，已被收入《中
国名吃谱》一书。冠县蒸碗、
高 唐 驴 肉 等 ，聊 城 名 吃 很
多。如果能让各种小吃制作
地 点 相 对 集 中 ，供 客 人 选
择，或者借鉴外地甚至国外
的经验，让客人参观制作过
程并请客人参与制作，定能
让客人印象深刻。再就是要
做好包装，让馈赠礼品小吃
上档次，且大力度做好品牌
宣传。

“就拿现在的高唐老豆
腐来说，是高唐名吃之一，
山东特色风味小吃，近几年

市场上开店做老豆腐的也
越来越多，不光在高唐、聊
城甚至济南都有专门的招
牌打出高唐老豆腐。”制作老
豆腐 10 多年的刘师傅说，这
个行业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
规范，但越来越多的人吃老豆
腐就是认高唐，这无形中也是
对小吃品牌的一种宣传。

据了解，早在 2006 年，聊
城就有 7 种名小吃上榜“山东
名小吃”这一金字招牌，分别
是全羊火锅、范怀梦烧鸽、红
房子蒸包、五更炉熏鸡、金莲
烧饼、王金亭炖鸡、武大郎炊
饼。记者从聊城市商务局了
解到，武大郎炊饼、刘氏熏
鸡、尹阁下凡肉、“刘福寿”
白仁也已被评定为“山东名
小吃”。2 0 1 1 年 9 月，武大
郎烧饼、潘金莲咸菜、十香
面、拖板豆腐、烧麦、沙镇呱
嗒、范怀梦烧鸽共计 6 款聊

城特色小吃落户济南颐正
大厦。

为此，聊城市商务局表
示，今后将逐步创造条件，
建立集吃、住、行、游、购多种
业态为一体的一条街，适时举
办“聊城小吃品牌”评选活动，
推介新产品、开展创品牌活
动，创“明星户”或“示范户”
等，扩大小吃行业在聊城的影
响力 ，从 而 带 动 旅 游 业 发
展。另外，可建立聊城名小
吃行业协会，通过协会弘扬
小吃文化，提高小吃行业管
理、经营能力和技艺、服务
水平，开展对外交流，促进
小吃行业走品牌化、标准化、
连锁化、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北关街上魏氏熏鸡老店。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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