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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健身是山东省最大的国
有企业连锁健身俱乐部，现在已有
十多家分店，今年是银座健身腾飞
发展的第十年。十年里，银座健身
不断引进先进的健身项目，健身事
业不断的提升着。

银座健身具有先进齐全的训练
设备。银座健身俱乐部场馆设施均
按国际流行标准精心打造，配备世
界顶级的美国MATRIX全套心肺功
能训练设备(设有大型电动跑步机、
磁控单车、椭圆机等)以及力量训练
设备。超大空间运动场地加专业设
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与安全性。

还具有科学的体能检测系统。
银座健身俱乐部配有技术先进、功
能齐全的“体适能检测”设备，可以
为会员测定肌力与肌耐力、心肺功
能、脂肪含量、柔韧度等身体状况，
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和评定，

据此制定出一份适合会员专用的
健身计划。

舒适的环境，完美的配套：银
座健身俱乐部拥有完善的配套设
施。旗下会所设有接待区、咨询区、
有氧训练区、力量训练区、单车房、
游泳馆、专业课程训练区、体适能
检测中心、运动用品专卖区、更衣
区、淋浴区、芳香SPA泡浴区、桑拿
湿蒸房、汗蒸房、休闲区、美容纤体
疗程区等，满足不同会员的需求。

银座健身俱乐部拥有明星教
练团队，所有教练均具备“NBFT”

“澳洲体适能”或“亚洲体适能”等
相关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私人教
练资格，多人多次在近年的国家、
省级健美及健美操大赛中获冠、亚
军，训练及执教经验丰富的专业私
人教练及运动营养师给您悉心的
健身指导及合理的膳食调配，时刻

保证会员的健身活动科学有效。
银座健身聊城店入驻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昌路与黄山路交汇处
星光城市广场。营业面积3000多平
方米，是聊城人的健身胜地。不仅
配套设施齐全，各类健身器材也一
应俱全。

银座健身课程分为私教课程
与团操课程。私人教练课程：快速、
安全、有效地达到长期的健身目
标。团操课程主要有：Foc、Taichi太
极 养 生 、B a l l e芭 蕾 形 体 、F o l k
D a n c e民族舞、J a z z爵士舞蹈、
Zumba尊巴热舞、拉丁、国标舞蹈、
Belly Dance肚皮舞、rpm动感单车、
Body Combat有氧搏击等，并根据
最新运动随时增加。丰富多彩的课
程选择，满足会员个性化需求。欢
迎大家加入到银座健身中来。

(郭庆文)

十十年年银银座座健健身身，，期期待待您您的的参参与与

记者近日也从国海富兰克林基
金获悉，该公司将于1月5日正式推
出国富大中华精选混合基金，该产
品横跨两岸三地股市，纵览全球资
本市场，有望真正把握大中华市场
投资机遇，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据了解，即将发行的国富大中华精
选混合基金主要投资于大中华地区
证券市场和在其他证券市场发行的

“大中华企业”股票、存托凭证、债券
和衍生品等。据初步统计，该基金可
投资的股票多达4300余只，总市值
高达5 .65万亿美元，横跨7个国家的
证券市场，主要投资标的集中于香
港、台湾、美国和新加坡市场。此外，
如果从长期投资回报来看，大中华
概念QDII基金也确实为持有人带
来了不俗的投资收益。据银河证券
基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截至今年
12月19日，过去三年，8只QDII大中
华股票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已高
达39.03%。

国海富兰克林

大中华精选混合

基金即将发行

唯品会物流箱新年换新装，“一箱情愿”领网民尝鲜年味

2015年的元旦，唯品会玩起
温情营销，推出了全新的新年包
装。喜庆的颜色，加入温馨的新年
祝福，几款箱子迅速在网上红了
起来。它们给今年的新年伊始，添
上了一点温馨的气氛和创新的味
道。

洞察女人，说女人的心愿
2014年中国网购行为调研数

据显示，女性依然是网友的主力
军。女性在网上的消费，多以购买
衣服为主，其它还有美妆类的产
品。这些箱子祝福的正深刻地洞
察了女人的“爱美”心理，在日益
激烈的电商品牌竞争中，以精准
的手法俘获了目标消费者的芳
心，为品牌注入更强的情感营销
力。

这些祝福段子的写法很巧
妙，诸如：“新一年，衣服再正，不
如你穿着正。”、“新一年，要穿得
漂亮，更要活得漂亮。”、“新一年，
你负责貌美如花，TA负责挣钱养
家。”、“你的每一天，都是美一

天。”等等。
据了解，女消费者们拿到这

个箱子，第一感觉是很有新年气
氛，然后因为包装上的祝福，感觉
就像收到了一份带给自己自信的
礼物。

按网上的说法，这是“一箱情
愿”，一箱子的真情，也是一箱子
的新年祝愿。管你爱不爱，我就这
样送了，任性。

网民跟风，满“箱”情愿互
赠祝福

唯品会的新年包装营销，还
有一个值得留心的亮点：全民互
动。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打破
了受众与媒介之间的门槛。一个
优秀的传播话题，往往能让消费
者自发地参与进来，通过网民的
二次性创作，让品牌事件成为网
络热议焦点，从而让品牌的影响
力被指数级放大。

唯品会的新年包装一出，立
即引发网民拍下箱子的照片发
上社交媒体，把自己的“一箱情

愿”送赠朋友。后来事情越走越
歪，网民们借箱子的祝神语进行
二次创作，在微博上涌现各种

“神祝福”。
例如微博大号“@一起神回

复”PO出陈妍希和小笼包的照
片，说：“转型有风险，尝试须谨
慎！致我心中的沈佳宜：“新一
年 ，小 龙 女 再 正 ，不 如 小 龙 包
正！” ”博主调侃的，正是如今

备受吐槽的陈妍希版“小龙女”。
她主演的《神雕侠侣》的定妆造
型曝光后，遭到大量网友吐槽，
被批“史上最胖小龙女。”

新年是一件欢乐的事，唯品
会主打温情营销，推出新年祝福
箱子，让收货的人开心，也让在
网上“玩”的人玩得欢乐。“体验
是最直接的营销”，在唯品会的这
一次营销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全全市市卫卫生生系系统统双双““十十佳佳””荣荣誉誉榜榜揭揭晓晓
100名医务工作者获“健康卫士”称号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解金磊

田冰 ) 近年来，在全市医疗卫
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中涌现出许
多先进典型，为使党员干部和
医务人员身边有楷模、学习有
榜样、行动有标杆，推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深入
开展，聊城卫生系统开展了“十
佳医疗单位”、“十佳公共卫生
单位”和“百佳健康卫士”评选
活动。记者从聊城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获悉，全市卫生
系统评出了双“十佳”单位，100

名医务工作者获“健康卫士”称
号。

记者了解到，2014年，聊城
市卫生计生委和聊城市文明办
联合开展了人民群众满意的

“十佳医疗单位”、“十佳公共卫
生单位”和“百佳健康卫士”评
选活动。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今年5月份，市卫生
计生委与市文明办联合开展了
人民群众满意的“十佳医疗单
位”、“十佳公共卫生单位”和

“百佳健康卫士”评选活动。评

选范围分别为：二级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县级
以上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全市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中具有
医护等相应执业资格、职业道
德高尚、工作业绩突出的在岗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评选活动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自下而
上、层层推荐、优中选优、群众
公认的原则。

记者了解到，本次评选活
动制定了详细具体的的评选条
件。“十佳医疗单位”评选的条
件，必须是二级以上公立和民

营医疗机构。近五年无违法、违
纪、违规等现象 , 群众满意度
达到90%以上的单位 , 群众就
医环境和流程优化，医疗服务
质量和水平较高，医药费用合
理，单位学科建设、医学科研、
工作质量和业务技术指标在全
市同级同类机构中领先，积极
履行社会公益职能，具有典型
示范作用的单位。

“十佳公共卫生单位”评选
的条件，必须是县级以上公共
卫生专业机构，近五年无违法、
违纪、违规等现象 , 群众满意

度达到90%以上的单位 ,能够及
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
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卫
生服务，取得显著社会效益，为
保障全市人民健康做出积极贡
献，深受社会各界好评的单位。

“百佳健康卫士”的评选条
件，必须是全市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单位中具有医护等相应执
业资格、思想政治素质高、专业
技术水平强、职业道德高尚、工
作业绩突出的在岗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

按照评选程序要求，自下而
上的层层选拔推荐，最后有17个
医疗单位、14个公共卫生单位入
围。聊城市卫生和计生相关负
责人表示，进行群众满意度调
查时，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最
高标准，制定了具体的满意度
调查方案，坚持“不定点、不定
时、不通知”的“三不”原则，到
申报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单位，
随机对门诊、住院患者进行满
意度调查，并抽取部分出院患

者信息，组成专门工作队伍，制
定了周密的满意度调查方案，
随机对出院患者进行电话调
查，在评选时，满意度90%以上
是硬指标，低于 9 0 %的一票否
决；最后评审委员会评议，有关
领导和专家等组成评审委员
会，进行民主投票，选出“十佳
医疗单位”、“十佳公共卫生单
位”候选单位。

记者了解到，候选单位名
单在市卫生计生委网站(http://

www.lcwjw.gov.cn)进行了为期
一个星期的社会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最终评出了人民群众
满意的“十佳医疗单位”、“十佳
公共卫生单位”和“百佳健康卫
士”。“十佳医疗单位”是：聊城
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二人民
医院、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聊
城市中医医院、鲁西骨科医院、
临清市人民医院、东阿县人民
医院、高唐县人民医院、冠县中
心医院、莘县第二人民医院。

“十佳公共卫生单位”
是：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聊城市精神卫生中心、聊城市
传染病医院、聊城市妇幼保健
院、聊城市中心血站、聊城市120

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东昌
府区妇幼保健院、阳谷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茌平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东阿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百佳健康卫士”是：
吴铁军等100位职业道德高尚、
工作业绩突出的在岗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网站

(http://www.lcwjw.gov.cn)对获奖
单位和个人名单在进行了公示。
12月30日，齐鲁晚报《榜样的力
量》特刊，以72个版对人民群众
满意的“十佳医疗单位”、“十佳
公共卫生单位”和“百佳健康卫
士”进行了专题报道，集中展示
了获得荣誉称号的先进单位和
个人。

本报记者 王尚磊

评评选选以以人人民民群群众众满满意意为为最最高高标标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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