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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专版

★★汽汽车车行行业业

德州车市风云企业(2项)：

德州车市风云汽车(4项)：

德州车市最佳微型汽车(4项)：

德州车市最佳SUV(4项)：

德州车市最具性价比汽车(4项)：

德州车市口碑最差汽车(1项）：

候选车型：
0 0 1雪佛兰科鲁兹、002雪佛兰

科帕奇、003雪佛兰赛欧、004别克全
新君越、005别克昂科拉、006别克英
朗GT、007东风日产新天籁、008东
风日产玛驰、009东风日产奇骏、010
东风日产逍客、011东风日产轩逸、
012广汽丰田凯美瑞、013广汽丰田
汉兰达、0 1 5悦达起亚K5、0 1 6悦达
起亚智跑、0 1 7悦达起亚K2、0 1 8一
汽大众迈腾、019一汽大众捷达、020
上海大众新帕萨特、021上海大众途
观、022上海大众朗逸、023斯柯达昕
锐、0 2 4斯柯达晶锐、0 2 5斯柯达野
帝、026斯柯达明锐、027一汽丰田锐
志、028一汽丰田威驰、029一汽丰田
RAV4、030一汽丰田卡罗拉、031吉
利 全 球 鹰 G X 2 、0 3 2 吉 利 全 球 鹰
GX7、033吉利全球鹰GC7、034东风
风神A60、035东风风神S30、036东
风风神H 3 0 CRO S S、0 3 8奇瑞E 3、
039奇瑞新QQ、040奇瑞瑞虎5、041
奇瑞风云2、042东风本田CRV、043
东风本田杰德、0 4 4长城哈弗H6运
动版、0 4 5长城C3 0、0 4 6长城C5 0、
047长城m4、048长安铃木、049天语
s x4、050长安铃木新奥拓、051长安
铃木新羚羊、052江淮和悦、053江淮
瑞风S5、054江淮和悦A30、055北京
E系列、056帝豪EC7、057帝豪EC7-
RV、059广汽传祺GS5、060广汽传
祺GA3、061广汽传祺GA5、062长安
逸动、0 6 3悦翔V 3、0 6 4长安 c s 3 5、
065悦翔V5、066福特翼虎、067福特
新福克斯、396东风标致3008、397东
风标致508、398东风标致408、399东
风标致308、400东风标致307、401东
风标致207

候选经销商：
068德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69德州驭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0德州通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1德州通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2德州华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3德州远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4德州瑞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5德州华运汽贸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6德州亚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077德州陆鼎商贸有限公司

078德州福特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79山东德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0德州朗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1德州众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2德州宝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3德州鸿发罗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4德州润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085德州红旭别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6德州中冀斯巴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87德州天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88德州华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89德州中冀高级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090德州天衢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91德州盛威龙汽贸有限公司

092德州鑫泽汽贸有限公司

093德州凯威达汽贸有限公司

094德州华润汽贸有限公司

★★房房地地产产行行业业

德州房地产风云品牌企业(1项)：

德州房地产最佳综合体开发运营
企业(2项)：
德州房地产战略运营创新企业
(3项)：
德州房地产最佳品牌(2项)：
候选企业:

095德州永锋绿城置业、096德州
星凯房地产、097德州立天唐人置业、
098德州万达广场投资置业、099德州
东北城、100嘉诚集团、101东海集团、
102鲁班置业、103东建置业、104兆惠
置业、105佰利置业、106德州金益德置
业、107外海大壮实业、108兆光集团、
109嘉汇房地产、110嘉泰集团、111德
州天翔置业、112山东德百房地产、407
德州华海湾置业、420山东中正置业

德州地产行业领军楼盘(1项):

德州品质典范楼盘(3项)：
德州绿色环保楼盘(3项):

德州金牌物业社区(3项):

德州百姓最期待楼盘(2项):

德州最佳教育资源楼盘(2项):

德州建筑品质最佳楼盘(1项):

德州性价比最高楼盘(1项):

德州最具升值潜力楼盘(2项):

德州居住环境最差楼盘(1项):

侯选楼盘:
113绿城·百合花园、114星凯国际

广场、115唐人中心、116万达广场、117鲁
班·御景国际、118瑞华·新都汇、119瑞
康·巴塞小镇、120德州花园、121佰利·金
湖湾、122华腾·御城、123外海·江南水
郡、124德百·玫瑰公馆、125东海·巴黎
城、126天衢名郡、127蔚来城、128八里
庄·盛世华园、129康博公馆、130嘉泰·尚
城国际、131嘉诚东郡、132鑫星·国际大
厦、133中建华府、134鑫源·国际大厦、
135兆惠·阳光99、136嘉汇·凯旋花园、
137月亮湾、138双馨苑、139东北城、140
天虹广场、141贵都花园综合体、142嘉
泰·龙溪香岸、143百脑汇、144华嬉盛
世、145华嬉园、146万博广场、147豪门
广场、148万豪华庭、149紫麟苑、395阳
光国际新城、402翠湖庄园、403魏庄社
区、404华海湾·御景园、405墅香苑、
406龙元世纪广场、419东海·香港城

★★教教育育培培训训行行业业

德州最具就业前景教育培训机构(1项):

德州最具实力教育培训机构(1项):

德州最受欢迎教育培训机构(2项):

德州最富创新精神教育培训机构(3项):

德州最差品牌教育培训机构(1项):

候选单位：
150德州学院、151德州职业技术

学院、152德州科技职业学院、153山东
华宇职业技术学院、154德州交通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155德州走四方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156德州新星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157德州普利森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158德州英汉双语学校、159山木
培训学校、160德州博文教育培训学
校、161德州神墨教育培训机构、162德
州华文教育培训学校、163德联教育、
164卓越教育

★★金金融融行行业业

德州最具影响力银行(3项):

德州最佳服务银行(1项):

德州最具创新力银行(1项):

德州最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3项):

德州最受欢迎理财产品银行(2项):

德州最便捷信用卡产品银行(2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佳银行(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差银行(1项):

候选单位：
165中国工商银行、166中国农业

银行、168中国银行、167中国建设银
行、16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170德州银
行、171德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72
德州市农村信用社、173威海商业银
行、174交通银行、175恒丰银行、176浙
商银行、392青岛银行

★★保保险险行行业业

德州最具影响力保险公司(1项):

德州最具发展潜力保险公司(1项):

德州理赔服务最佳寿险公司(1项):

德州理赔服务最佳财险公司(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佳保险公司(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差保险公司(1项):

候选单位：
177人民财险、178太平洋财险、179

平安财险、180太平财险、181天安保险、
182大地财险、183安邦财险、184永安财
险、185阳光财险、186渤海财险、187人寿
财险、188人寿保险、189新华人寿、190泰
康人寿、191人民人寿、192太平洋人寿、
193民生人寿、194平安人寿、195阳光人
寿、196太平人寿、197华泰人寿、198人民
健康保险、199长城人寿、200华夏人寿、
201天平汽车保险、202中华联合财险、
203生命人寿、204英大泰和人寿

★★旅旅游游行行业业

德州金牌国际旅行社(1项):

德州诚信旅行社(3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佳旅行社(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差旅行社(1项):

德州服务最优旅行社(1项):

德州产品最佳旅行社(2项):

候选单位：
205观光假日国旅、206红叶国旅、

207国商国旅、392佳侣国旅、208中国旅
行社德州分社、209交通集团金桥国旅、
210港中旅德州分公司、211金鲁班商务
旅行社、212中铁旅行社、213中青旅行
社、214德之旅旅行社、215春秋旅行社、
216至尊旅行社、217三和假日旅行社、
218国策旅行社、219德百旅行社、220嘉
华文化国旅、221华商旅行社、222山水假
日旅行社、223风光旅行社、224康辉旅行
社、225宏泰旅游公司、226环宇风情旅行
社、227休闲旅行社、228阳光旅行社、421旅
游百事通

★★酒酒店店餐餐饮饮行行业业

德州最佳豪华酒店(1项):

德州最佳品牌会议酒店(2项):

德州环境最优酒店(1项):

德州商务宴请首选酒店(1项):

德州最佳婚宴酒店(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佳酒店(1项):

德德州州百百姓姓口口碑碑最最差差酒酒店店((11项项))::

候选单位：
229美丽华大酒店、230富豪康博

酒店、231凤冠假日酒店、232柳湖书
院、233贵都大酒店、234希森大酒店、
235太阳谷微排国际酒店、236凯元温
泉度假村、237大雁岛生态园、238澳德
乐大酒店、239德州大酒店、240老德祥
澳德乐大酒店、241广川宾馆、242扒鸡
大酒店、243启德大酒店、244凯德大酒
店、393嘉年华国际商务会馆、394清真
新世纪大饭店、418、洛北春大酒店

★★医医疗疗卫卫生生行行业业

德州百姓最信赖综合性医院(1项)：

德州百姓最信赖专科医院(1项):

德州文明收费诚信医院(3项):

德州热心服务医院(2项):

德州金牌口碑医院(1项):

德州口碑最差医院(1项):

候选单位：
245德州市人民医院、246德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2 4 7德州市中医
院、248德州市妇幼保健院、249德州
市立医院、250德州时代妇科医院、
251德州口腔医院、252德州世纪协
和医院、253德州联合医院、254德州
市曙光泌尿专科医院、255德州市肛
肠 病医院、256德州市手足外科医
院、257德州京城皮肤病医院、420圣
韩美美容整形医院

★★通通信信行行业业

德州最佳通信运营商(1项):

德州百姓最信赖通信运营商(1项):

德州百姓最信赖手机卖场(1项):

德州最具影响力手机卖场(1项): 德

州口碑最差通信运营商(1项):

德州口碑最差手机卖场(1项):

候选单位：
258中国移动、259中国联通、260

中国电信、261冠芝霖手机卖场、262金
德通手机卖场、263银座手机卖场、264
德百手机卖场

★★家家电电行行业业

德州最具影响力品牌家电(2项):

德州消费者最信赖品牌家电(1项):

德州最具时尚设计品牌家电(1项):

德州百姓最青睐品牌家电(1项):

德州百姓投诉率最高品牌家电(1项):

候选品牌
265海尔、266海信、267创维、268

长虹、269康佳、270TCL、271西门子、
272三星、273夏普、274索尼、275联想、
276美的、277格力、278科龙、289容声、
280哈佛热水器

德州最具影响力家电卖场 (1项) :

德州最佳销售服务家电卖场(2项) :

德州最佳售后服务家电卖场(1项) :

德州新锐家电卖场(1项):

德州百姓口碑最差家电卖场(1项):

候选单位：
281德百家电、282德百澳德乐家

电、283苏宁电器、284三联家电、285国
美电器、286鲁北大厦家电

★★家家居居建建材材行行业业

德州百姓最信赖家居卖场(2项):

德州百姓家装首选品牌(1项):

德州最具创意设计家装品牌企业(1项):

德州百姓最认同环保建材品牌(1项):

德州百姓最认同服务家居品牌(1项):

最受德州百姓欢迎家居联盟(1项):

德州百姓口碑不佳家居品牌(1项):

候选单位：
卖场：2 8 7 东北城家居市场、

2 8 8德百家居广场、2 8 9宜家家居、
290德百家居建材城、291经纬家具
城、292家乐居家具城、293好宜居建
材城

单品牌：294东鹏瓷砖、295金

意陶瓷砖、296马可波罗瓷砖、297蒙
娜丽莎瓷砖、298楼兰瓷砖、299美凯

乐木门、300全友家居、301TATA木
门、302盼盼木门、303青岛一木、304
惠达卫浴、305美加华卫浴、306九牧
卫浴、3 0 7安信地板、3 0 8大自然地
板、309德尔地板、310生活家地板、
311索菲亚衣柜、312立邦漆、313多
乐士漆、314欧派整体厨房、315海尔
整体厨房、316好乐家整体厨房、317
金帝厨卫

装饰公司：318城市人家装饰、

319元洲装饰、320业之峰装饰、321广
东星艺装饰、322上海波涛装饰、323雅
佳装饰、324广东华宁装饰

家居联盟：325德州家居冠军联

盟、326好宜居家居建材联盟、327领袖家
居联盟、328德州诚信冠军家居建材联盟

★★酒酒水水饮饮品品行行业业

德州本土酒业卓越品牌(2项):

德州酒业竞争力品牌(3项):

德州酒业最佳婚宴用酒(2项):

德州最佳商务白酒(1项):

德州经典商务啤酒(1项):

德州经典商务葡萄酒(1项):

德州最畅销外地名酒(1项):

德州百姓最认同品牌白酒代理商(1项):

德州百姓最喜爱的饮品(2项):

德州口碑最差酒水品牌(1项):

候选单位：
酒企及品牌：329古贝春、330又

一村、331洛北春、332禹王亭、333赖
公、334渤海春、335夏津圣源酒业、336
乐陵林贡栈酒业、337董子酒、338泸州
老窖、339贵州茅台、340五粮液、341洋
河、342郎酒、344古井贡酒、345一品景
芝、346扳倒井、347汾酒、348景芝、349
西凤酒、350贵州董酒、351剑南春、352
水井坊、353杏花村、354花冠、355青花
瓷酒、356青岛、357雪花、358燕京、359
泰山、360百威、361哈尔滨、362克代
尔、363奥德曼、364张裕、365威龙、366
长城、367楼兰

品牌代理商：368德州旭日副食

品有限公司、369德州一佳一酒水有限
公司、370山东德州兴旺酒水公司、371
德州德润饮料有限公司、372山东森力
啤酒饮料有限公司

饮品：373农夫山泉、374汇源果

汁、375格瓦斯、376伊利、377蒙牛、378
鲜奶吧、379光明乳业、380德州沃特净
水、381德州云上矿泉水

★★商商超超行行业业

德州人最喜爱的购物场所(1项):

德州购物环境最优场所(1项):

德州服务最优购物场所(2项):

德州口碑最差购物场所(1项):

候选单位：
382德州百货大楼、383澳德乐时

代广场、384天衢购物中心、385银座购

物中心、386华联商厦、387德百批发

城、388城隍庙市场、389国际商贸城、

390好邻居超市、391商储超市

★★其其他他行行业业

德州百姓最喜欢的甜品品牌(2项)：

408香港麦琪蛋糕集团公司、409
好利来蛋糕、410稻香居蛋糕、411稻香
园蛋糕、412心岸烘焙坊、413慢城烘焙
连锁
德州最佳商务服务公司(2项)：

414山东鲁旺知识产权公司、
415德州方圆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
司、416德州华名策商标专利注册事
务所、417德州华商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22001111年年和和22001122年年，，在在社社会会各各界界的的大大力力
支支持持下下，，本本报报连连续续两两年年举举办办了了德德州州年年度度
行行业业总总评评榜榜活活动动，，向向社社会会隆隆重重推推介介上上榜榜
优优秀秀企企业业和和产产品品，，以以树树立立行行业业标标杆杆，，促促进进
德德州州经经济济持持续续健健康康发发展展，，并并向向上上榜榜企企业业
和和品品牌牌颁颁发发了了奖奖牌牌。。此此活活动动的的推推出出，，以以其其
客客观观公公正正性性，，受受到到了了社社会会各各界界一一致致好好评评。。

22001133年年，，在在各各界界朋朋友友的的倡倡导导下下，，本本
报报将将继继续续组组织织德德州州行行业业总总评评榜榜活活动动，，将将

1133个个与与百百姓姓生生活活紧紧密密相相连连的的行行业业及及产产
品品列列表表如如下下，，请请大大家家给给出出公公平平公公正正的的评评
判判，，以以期期通通过过评评选选活活动动鼓鼓励励先先进进，，鞭鞭策策
落落后后，，共共同同打打造造新新时时期期德德州州良良好好的的经经济济
发发展展环环境境。。

现现诚诚挚挚邀邀请请您您向向以以下下候候选选单单位位和和
品品牌牌投投出出宝宝贵贵的的选选票票，，在在每每项项之之后后填填入入
您您选选中中的的单单位位代代码码给给我我们们，，并并留留下下您您的的
个个人人信信息息，，即即可可获获得得抽抽取取大大奖奖的的机机会会。。

最最终终投投票票结结果果和和抽抽奖奖结结果果将将在在1122月月下下
旬旬予予以以公公布布。。

投投票票方方式式：：11、、将将此此选选票票按按要要求求填填写写
后后邮邮寄寄至至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今今日日德德州州编编辑辑部部，，
地地址址：：德德州州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董董子子文文化化街街北北首首
董董子子读读书书台台西西侧侧。。邮邮编编：：225533000000

22 、、电电 话话 投投 票票 。。拨拨 打打 投投 票票 热热 线线
9966770066889911((市市话话收收费费）），，按按提提示示音音投投票票。。

33 、、网网 络络 投投 票票 。。登登 陆陆 hh tt tt pp :: // //

wwwwww..qqllwwbb..ccoomm..ccnn,,点点击击““齐齐鲁鲁晚晚报报22001133德德
州州行行业业总总评评榜榜选选票票””，，在在网网上上投投票票。。

姓姓名名：： 电电话话：：

身身份份证证号号：：

地地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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