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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最放心的消费餐厅酒店：

 □金海湾酒店 □东方海天酒店 □丽景海湾酒店 □华美达广场大酒店 □滨海国际酒店

 □喜来登度假酒店 □百纳瑞汀酒店 □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毓璜顶宾馆

 □虹口大酒店 □东上海赋 □天天渔港 □东祺汇海 □中心大酒店 □太平洋大酒店

 □碧海大厦 □新雅酒店 □东方君悦

二、您在餐厅酒店消费时注重的是：

 □酒店的食品安全 □酒店的就餐环境 □酒店的价格 □酒店的服务

三、您到酒店消费的途径是：

 □媒体广告 □朋友介绍 □外观的装修 □任意选择的

四、您最满意的商场超市：

 □振华商厦 □百盛 □银座商城 □世茂广场 

 □佰泓名店 □永旺购物中心（原佳世客） □大润发超市

 □家家悦超市 □振华量贩

五、您最满意的健身场所：

 □恩纳鑫健身俱乐部 □纪明丽健身俱乐部 □银座健身 □新动力健身俱乐部

六、您选择健身俱乐部的因素：

 □锻炼的要求 □健身的效果 □媒体广告的推广 □俱乐部的价格

 

七、您认为最具有休闲意义的咖啡厅酒吧：

 □太平洋咖啡 □星巴克咖啡 □上岛西餐厅 □布鲁斯音乐吧 □外滩88酒吧 □度上酒吧

 □杰克西餐厅 □SPR咖啡

八、您到咖啡厅酒吧在意的是：

 □消费环境 □消费价格 □服务态度

九、如果在婚礼筹备中您有资金困难，是否愿意做婚庆消费贷款？

 □是    □否

  幸福感不仅仅是纯粹内心的感受，它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在社区生活中，

邻里之间一句温馨的问候，彼此之间的一个笑容，多了一些幸福，少了一些冷漠。

一、在您看来，烟台最具幸福感的十大楼盘是哪几家：

　 □鼎城·国翠 □名仕豪庭 □万科·假日风景 □万科·假日润园  □万科·海云台

 □万科·御龙山 □万科城 □万科·青年特区 □保利·香榭里公馆 □福地隆城

 □中海·紫御公馆 □奥林峰情 □越秀·星汇凤凰 □越秀·星汇金沙 

 □业达·左岸慧谷 □澎湖湾 □通用·富馨佳苑 □佳隆·凤凰公馆 

 □阳光·首院 □安德利·迎海花园 □三兴·御海城 □天房·檀珑湾 

 □澳城苑 □康和新城 □桦林·颐和苑 □中铁·逸都 □万泰·麓溪公馆 

 □金象泰·温馨家园 □世嘉岭秀 □中建·悦海和园 □澎湖山庄 □双涛苑 □海琴湾

 □天马相城 □黄金家园 □中建·悦海和园 □海信·依云小镇 □福利莱·万和城

 □福海城 □香缇熙岸 □东尚蓝湾 □万光·金地佳园 □富甲逸品 □华乐家园 

 □容大·东海岸 □桃源一品 □山水龙城 □中铁·逸都 □祥隆·万象城 □正元怡居

 □青桦逸景 □上海滩花园 □云顶蓝山 □大成门 □海天雅筑 □海屿公园 □昆山林语

二、您对自家小区内物业情况是否满意(请填入自家小区名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三、您认为您选出的楼盘中哪些楼盘还需要改进及建议。

  央视的一次“你幸福了吗”走访式调查影响了全国人民。“幸福指数”越来越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的重要标准。

　 　 烟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城市，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拥有绝佳的海陆空商贸口径。同时还是渤海海经济圈内的

国际性港城、商城、旅游城，是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和发展活力的新兴经济强市。

　 　 作为全国生活质量十强城市之一，烟台拥有全省最好的空气质量，是中国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随着“半岛岛蓝色经济区”

规划的推进，烟台的战略要地地位越来越突出，在不久的将来，它必定会成为蓝色经济区的出色代表。

　 　 本次活动，旨在于发现烟台之美，推广烟台之美，将烟台人的幸福感和正能量扩散至山东，传递至全国。

一、请您选出最值得信赖的十大银行机构：

银行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农村商业银行 □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

 □恒丰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 □渤海银行

 □烟台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二、您是否满意烟台地区银行网点的办事效率、业务办理时间？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三、您认为烟台地区银行网点有无乱收费现象？是否存在霸王条款？

 □是 □一般 □不是 □不清楚

四、您对烟台地区银行的意见和建议：

主办单位：

投票通道：

蛤方式一：来信请寄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

1509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收。

蛤方式二：登录烟台大众网“幸福烟台”专题页面，参与

投票。

蛤方式三：@今日烟台新浪微博，成为粉丝，转发、评论

“幸福烟台”相关活动微博，推荐心目中的好品牌。

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将从投票读者中抽取出幸运读

者予以感谢。

媒体支持：

烟台大众网、齐鲁手机报、齐鲁手机杂志、搜房

网、胶东在线、烟台论坛、世通华纳、智慧传媒、

王朝传媒、太平洋汽车网、腾讯房产、新浪乐

居、搜狐焦点、蓝房网、电台89 . 8、《天下行》杂志

[ ]
一、请您选出您心里十大最具幸福感的4S店：

汽车4S店：

 □烟台鸿发凯迪拉克品鉴中心 □烟台市大成一汽大众4S店

 □烟台大成华孚荣威、MG品牌4S店 □东风风神烟台达盛昌

 □烟台振洋传祺4S店 □烟台市钦海力帆4S店

 □烟台捷润捷豹路虎4S中心 □烟台太古比亚迪4S店

 □烟台富嘉Jeep4S店 □烟台富豪沃尔沃4S店

 □烟台万达风行4S店 □烟台大兴口起亚4S店

 □烟台海之润福特4S店 □烟台华泰圣达菲4S店

 □烟台大成鸿远斯柯达4S店 □烟台华盛奇瑞4S店

 □东风日产富嘉专营店 □烟台华宇江淮4S店

 □烟台恒丰五菱4S店 □烟台君丰长城4S店

 □烟台君通美达雪佛兰4S店 □烟台嘉行欧宝4S店

 □烟台中升雪佛兰4S店 □烟台之星梅赛德斯奔驰4S店

 □烟台陆通东风标致4S店 □烟台中升汇迪奥迪4S店

 □烟台中达翔宝宝马4S店 □烟台润亨北京汽车4S店

 □烟台鸿枫北汽威旺4S店 □烟台华鑫上海大众4S店

 □烟台明珠上海大众4S店 □烟台吉安上海大众4S店

 □烟台德辉进口大众4S店 □烟台宁安众泰4S店

 □烟台恒辉宝骏4S店 □烟台永利广汽本田4S店 

 □烟台东风本田超越4S店 □烟台荣通东风悦达起亚4S店

 □烟台金德北京现代4S店 □烟台富金帝豪4S店

 □烟台华路得风行4S店 □烟台大渝风行4S店

 □烟台长久丰田4S店 □烟台天航启辰4S店

二、您对4S店销售顾问的总体评价如何？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三、您对4S店收费标准、透明度是否满意(有无乱收费现象)？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四、您对该4S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一、请您选出最信赖的十大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名称： 

 □山东澳加美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烟台办事处

 □北京航天留学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博纳教育

 □创智外语 □烟台东方韩亚学校

 □烟台富士日语学校 □山东工商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烟台和盛出国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亨瑞咨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山东留学服务中心烟台办事处 □山科春天留学

 □新启点出国移民 □环球天下雅思 □烟台大学才弈国际商务学院

 □烟台wecl英语学院 □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华兹华斯学校 □烟台环球雅思培训学校 □烟台联大外语培训学校

 □烟台岩松教育 □烟台扬格外语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烟台三特外语培训学校

 □烟台童旭英语 □烟台华朗教育 □烟台凯文速度速记学校

 □烟台李阳疯狂英语 □烟台智诚教育

 □烟台爱婴1+1早教中心 □启明星早教中心

 □烟台美吉姆早教中心 □烟台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

 □黄丹开创教育 □烟台爱育幼童右脑开发

 □烟台海歌多元智能儿童馆 □烟台东方爱婴早教中心

 □烟台新睿思教育 □烟台点今教育 □烟台天佳教育

 □烟台育才苑教育 □烟台英联教育

二、您对烟台市教育咨询行业的教育水平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三、您对教育咨询机构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四、您对烟台地区教育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幸福烟台
十大最信赖的银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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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您选出十大最满意的美容机构及最信赖的民营医院：

美容、医疗机构全称:

 □梁医生整形美容外科 □烟台三有医疗美容门诊部

 □烟台鹏爱美容整形医院 □烟台美神医疗美容 □烟台华美医疗美容

 □烟台韩秀整形美容外科 □烟台华怡美容整形医院

 □烟台伊倩源整形美容  □烟台新安男科 □烟城医院

 □烟台北大医院 □京城医院 □仁爱医院

 □海洋医院 □烟台新凤凰妇科医院 □烟台康爱眼科医院

 □成友中医院 □烟台丽华妇科医院

 □泰山中医院 □开发区东海医院

二、你选择整形美容医院的标准是？

 □公立综合医院 □专业医疗整形美容外科机构 □兼做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三、您对美容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四、您对民营医院的意见和建议：

五、你觉得民营医院的医疗效果(质量)如何?

 □很好 □一般 □较差

一、 您最喜欢的家装公司是？(可以选10家)

 □实创装饰 □华浔品味 □易百装饰 □龙发装饰

 □桃源装饰 □广东名匠 □广东星艺 □艺铭装饰

 □名雅装饰 □南缘装饰 □鸿图装饰 □世恩装饰

 □尚美装饰 □天匠装饰 □筑品装饰 □方胜装饰

 □好特别装饰

二、您最喜欢的家居商场是？(可选5家)

 □红星美凯龙 □嘉禾乐天 □富尔玛 □海港装饰

 □新桥家居建材广场 □鸿泰家居 □红润建材 □华信建材

三、您最信任的建材商场是？(可选5家)

 □红星美凯龙 □嘉禾乐天 □富尔玛 □海港装饰

 □新桥家居建材广场 □鸿泰家居 □红润建材 □华信建材

四、您对家具、建材、家装品牌的意见和建议：

一、请选出您最满意的十大家电品牌：

 □海尔 □三星 □索尼 □美的 □LG □格力

 □海信 □松下 □TCL □创维 □联想 □康佳 □长虹

二、您选择家电的关键因素是：

 □品牌 □价格 □质量

三、您会选择的烟台的家电卖场： 

 □苏宁云商 □国美电器 □五星电器 □日日顺电器

 □振华电器 □沃迪客飞达家电 □三联家电

 □牟平农机家电公司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文化程度: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洮答卷读者

幸福烟台
十大最满意的美容机构及最信赖的民营医院

幸福烟台
十大最信赖的教育机构

幸福烟台

最喜欢的家具建材、家装品牌

幸福烟台
您最放心的消费场所

幸福烟台
十大最具幸福感楼盘

幸福烟台
您最满意的十大家电品牌：

幸福烟台
十大最具幸福感汽车4S店

见习编辑：魏诗格 美编/组版：申学姣见习编辑：魏诗格 美编/组版：申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