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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今日烟台

BUSINESS C28
周刊

刊头题字 夏晓峰(烟台市工商联主席)

一一年年，，赢赢得得““胶胶东东第第一一桌桌””美美誉誉
借力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招金舜和酒店平均每天接待一场婚宴

本报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孙文琦

招金舜和酒店位于
招远罗山国际森林公园
内，这家4A级酒店占据
着罗山最美的风景，成
为一家旅游酒店可以说
毫无悬念。可是舜和人
不满于此，他们将目光
瞄向了婚宴，仅仅用了
一年的时间，就赢得了

“胶东第一桌”的美誉，
平均一天接待一场婚
宴。招金舜和酒店又是
凭借着什么一年间在婚
宴行业冉冉升起？本期
商界带您一起探索这家
酒店背后的营销思路。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简介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由招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委托国
内知名的舜和酒店集团经营管理，
是招远首家按五星级标准打造的
酒店。酒店占地112亩，由7栋相对
独立的建筑构成，建筑面积达5万
多平米，餐饮、客房、会议与康乐设
施齐全：设计有餐饮包房24个、会
议室7个，拥有餐位1500个、会议席
位1000个；除此之外，酒店还设计
有两栋独立的高端贵宾楼，以及多
处贵宾会见厅、商务洽谈室和多功
能厅，配以专业的LED屏以及音响
设备，可承接各类大中小型会议、
庆典以及宴会，是招远市乃至整个
烟台地区首屈一指的会议、度假酒
店。除此之外，舜和酒店还将风靡
全球的巴西烤肉引入招远，能在符
合高端商务活动需求的同时，满足
时尚人群和大众消费的需要。

中矿集团社会福利中心

建成开放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赵中松 ) 日前，由中矿集团
投资6亿元兴建的招远市社会福利
中心正式建成开放，开始吸纳社会
老年人入住。据悉，该中心是烟台
地区首家由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兴
建的高标准、医养型养老机构，对
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促进该集
团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该社会福利中心位于招远市
龙王湖畔，毗邻架旗山游乐园，环
境幽静，交通便利，总建筑面积4 . 2

万平方米，建有爱心楼、慈善楼、感
恩楼、仁德楼4栋公寓，各类房间
301间，可同时容纳620位老人居
住。中心内设有健身房、阅览室、棋
牌室、台球室、乒乓球室等活动室，
另有养生餐厅、洗衣房等老年人专
用生活服务设施。

为了给老年人提供一流的亲
情化服务，中矿集团已经委托专业
机构从事社会福利中心的日常经
营管理，实行生活、医疗、康复、心
理四结合的管理模式，除注重搞好
老人的生活护理外，还更多地注重
老人精神健康和老年病康复。目
前，福利中心拥有专业管理和服务
团队60余人，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
全部持证上岗。

玲珑轮胎一项目

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妍 ) 日前，记者从国家科
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
心官网获悉，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绿色高性能轿车子午线轮
胎”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
划项目。

在国科发计571号文件《科技
部关于下达2013年度有关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的通知》中显示，玲珑
轮胎的“绿色高性能轿车子午线轮
胎”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
划项目，这是玲珑集团继承担2013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后再次承担的一项全
国性科技计划项目。该产品具有环
保节能、舒适安全等综合优点，集
经济性、舒适性、环保性于一体。

借资源优势，组合品牌获美誉

招金舜和人喜欢这样介
绍自己，“未见招金舜和，先
见罗山。欲读招金舜和，先品
罗山。”这既是因地理位置的
缘故，更是招金舜和有今日成
就的秘密。烟台是一个旅游城
市，许多景点内都有着大酒店
的安身，作为旅游酒店他们大

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却受旅
游淡旺季影响严重。招金舜和
同样置身于距离市中心8公里
外的风景区内，为什么他就能
取得优异的成就，在旅游酒店
之外，拓展出了一条更宽阔的
道路呢？记者采访认为，这是
因为招金舜和人更爱罗山，他

们巧妙地借助了罗山一切优
势，用招金舜和人的话那就是

“罗山是舜和的罗山，舜和更
是罗山的舜和”。

那么舜和人酒店到底从
罗山里借了什么，又通过什
么样的方式使得这些资源获
得消费者认可呢？通过采访，

记者了解到，招金舜和巧妙
地借助了罗山的自然风光、
人文传说以及当地的黄金产
业文化，组合这三大独特优
势加上自身的硬件优势，招
金舜和最终一年内在招远婚
宴行业冉冉升起，获得了“胶
东第一桌”的美誉。

借神话传说，变消费为送祝福

罗山一直流传着一个很
美的爱情故事，相传很久以
前，胶东半岛连降暴雨，洪水
滔天，七天七夜水也没退。罗
山脚下的村落里住着一对青
年男女，男的叫金哥，女的叫
银妹，两人幸运地在洪水肆
虐后活了下来。此时已是大
地茫茫，渺无人烟，两人决定

结为终身伴侣，重建家园。于
是 他 们 千 辛 万 苦 寻 上 罗 山

“半仙洞”找仙道做媒。仙道
为他们设置了重重考验，二
人都勇敢面对，最终成就一
段仙缘，在罗山脚下繁衍兴
旺——— 这就是“高公高婆”的
美丽传说。

美丽的传说寓意着美好

的祝福，招金舜和对每一对
新人都会介绍这个美丽的故
事 ，希 望 新 人 们 向“ 高 公 高
婆”一样并肩携手抵御人生
中的风风雨雨，最终幸福美
满地白头偕老。

曾在这里举行婚礼的高
先生说，他和妻子当时就听
说了这样的故事，所以特意

选择在招金舜和举行婚宴，
结 婚 是 一 生 中 最 重 大 的 事
情，他希望婚宴能留下一些
特别的回忆，而不仅仅是宾
朋满座、觥筹交错。在这段美
好传说的见证下，他相信他
们的婚姻会更美满和幸福，
这是其他的婚宴酒店不能提
供的。

借黄金文化，爱情圣地添魅力

与一般的婚宴酒店不同，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作为商务
酒店，在设施完备的基础上，
没有给人千篇一律的印象，反
而结合其独有的黄金文化内
涵以及纯天然的自然美景，打
造一份珍贵纯净的专属爱情
圣地。

招远是中国的金都，而罗
山又是中国的第一金山，所以
酒店的摆设、古董、字画等等
都在诉说着招远源远流长的
黄金文化。在招金舜和的主
厅，各种金色让人目不暇接，
玫瑰金，琉璃金，金箔金……
镶嵌在墙壁里，融入了天花板

上，不耀眼却更加夺目，不庸
俗却更具内涵。“每当阳光透
过窗户洒满房间的时候，书画
香伴着点点金色一同升腾，感
受到的是一番沁人心脾的别
样人生。”招金舜和酒店的总经
理助理马学荣如是说。

马学荣告诉记者，酒店从

2013年4月18日试营业至今，共
承办大小婚礼近三百场，平均
每天都有一场。“其中，当地高
收入人群和距离酒店较近的人
群居多。”

她不禁感叹：“文化的感染
力就在于此，招金舜和的魅力
也基于此。”

借自然风光，新人用健康回礼

有人说，一桩美好的婚
姻，就是一幅赏心悦目的风
景；婚姻中的双方可以令彼此
更宁心静气，更懂得感恩与分
享。这一点，招金舜和国际饭
店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坐落
于国家AAAA级旅游区———

罗山森林公园风景区内，森
林覆盖率达到91%，有植物资
源1000多种，野生动物资源80

多种。
景区内层峦叠嶂，飞瀑

吐玉，古木参天，怪石嶙立，
古 刹 庄 严 。自 然 景 观“ 莲 花
盆”清水盈盈；“仙人洞”一年

四季流水潺潺；龙宫涧峡谷
中，南北两壁山峰拔地而起，
宛如秋千的两根柱子高耸在
峡谷两侧，各种奇石异景栩
栩如生。

在四季如画的美丽景致
中，不论新人选择在哪个季
节结婚，罗山都会让人感觉

有一种远离了城市喧嚣的静
心惬意。宾朋祝福新人，新人
感恩宾朋。来这里结婚，新人
可以回馈给宾朋最宜人的自
然恩惠：呼吸大自然的新鲜
空气，享受满目的青翠葱绿，
是一件多么难得的“健康回
礼”。

相关链接

▲罗山的秀丽风景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旅游观
光。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招金舜和酒店白天
全景拼接。 受访单位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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