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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饭店被摘星

已经停业一年多

相关新闻

本报泰安4月19日讯(记者 侯
峰 薛瑞) 曾经的三星级酒店泰山
饭店，因为产权、债务等问题，于2013

年年底停业，至今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里已经空了一年多了，去年

五月份就被砖头垒死大门了。”19

日，原三星级酒店泰山饭店的大门
被水泥墙完全封闭，整个酒店大院
荒草丛生，与一旁车来车往的岱宗
大街相比，这里已然成为一座无人
顾暇的“无人岛”。

据了解，泰山饭店始建于1975

年，是当时国家出资兴建的饮食服
务机构。酒店拥有床位600个，大小
餐厅12个，可供1100人同时用餐。配
有购物中心、咖啡厅、健身中心等高
级娱乐场所，连续多年来泰山国际
登山节以及重要的会展会议，都曾
把泰山饭店作为定点饭店。

1992年，泰山饭店与泰安市饮食
服务公司合并。1999年，为了摆脱沉
重的债务负担，于当年7月组建泰安
市安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实行脱
壳经营。安康公司经过4年的运作，没
能摆脱债务负担，脱壳没有成功。

由于第一次改制没有达到预期
目的，从2001年以来，泰山饭店酝酿第
二次改制寻求突破，选择了国有资产
退出、职工自愿入股、经营层持大股
组建新的有限公司。在2003年12月，泰
山饭店拿到了新公司的营业执照。

2004年，金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从泰山饭店有限公司拿到了为期10

年的经营管理权，开始了由金山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主导经营的时期。2013

年下半年，泰山饭店遭遇经营困局。
因为不符合相关的星级标准，相关部
门对泰山饭店下达了整改通知，泰山
饭店因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完成整
改，被摘掉了三星级的牌子。由于一
些原因，出租方和承租方关上谈话大
门。2014年5月，在空置了近半年的时
间后，泰山饭店的大门被砖墙封闭，
彻底从泰安酒店行业退出。

华侨大厦延期审“星”

近日，山东完成全省523

家星级饭店的年度复核，有60

家饭店被取消星级；20家被责
令限期整改。被公布的 1 9家
五、四星级饭店评定性复核结
果显示，泰安华侨大厦延期审
核。消息一出，引起不少市民

关注，这座曾经 河边的明

珠，泰安城的老地标建筑，在
历经了事业单位改企业，公司
重组等事件后，将何去何从，
成为热议的话题。

“去年省旅游局在星级饭
店年度复核时，我们刚好处在
公司重组的时候，因为情况特
殊，没法进行评审，所以省里
决定延期审核，这其实是一个
正常的程序性措施。”泰山华
侨大厦销售总监吴西军表示，
随着华侨大厦各项工作步入
正轨，将继续积极参加四星级
饭店的年度评定。“华侨大厦
是一个老牌四星级酒店了，会
继续按照四星级的标准进行

运行和服务。”
从1985年立项，到1986年

建设，再到1989年开业，历经
近三十年风雨的华侨大厦在
早期确实是明星级的酒店，是
全省第三家涉外四星级酒店，
由当时的泰安市侨务办公室
直接领导，是副县级事业单
位。“我们接待过多位国内外
政要，是泰安对外开放的一张
名片，可是说实现了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双丰收。”吴西军说。

“有些人可能分不清上河
桥、下河桥，但是你跟他一提
华侨大厦，他肯定就知道在哪
了。”元宝小区的王先生说。在
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坐拥泰安
市核心地块，北眺泰山雄姿，

西临 河公园，南接商业繁华

区，东靠学府重地青年路，再
加上200余套客房和可供800人
同时就餐的餐厅，华侨大厦的
规模和成就直到今天也让多
数酒店难以望其项背。

招牌黑底回归到红底

17日，随着工人在脚手架
上搭上最后一片红瓦片，“华
侨大厦”四个大字由原来的黑
底黄字变成了红底白字，“华
侨大厦以前其实一直是红底
白字，2010年，为了摆脱经营
困境实现突破，泰安华侨大厦
引进著名酒店品牌名人酒店
营销模式，探索现代酒店服务
业发展方式方法。华侨大厦那
时候更名为名人酒店，在外表
上也采取了跟名人酒店一致

的黑底白字。“
2014年年底，名人酒店宣

布退出泰安市场，公司重组后
将名人酒店牌匾撤除并继续
沿用华侨大厦的名字，可是底
色一直是黑色，“后来有人跟
我们提出黑底不好看，还是以
前的红色好，经过商议，我们
又把颜色改回了红色。”

事实上，回顾华侨大厦的
发展史，远比招牌更迭来得曲
折和复杂。据了解，华侨大厦

成立伊始，正处于改革开放初
期，也是计划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在经历
了早期的辉煌后，华侨大厦迎
来了第一个重大挑战——— 事
业单位改制，作为服务业的华
侨大厦一下从副县级事业单
位的位置上推入市场，成为一
个自负盈亏的普通企业。而让
华侨大厦员工最无法适应的
并不是失去政府这课大树，据
员工介绍，当初成立华侨大厦

时的财政拨款，在改制后一下
变成了银行贷款，这让华侨大
厦负债累累。

2005年，经过招拍挂，华
侨大厦变身民营企业，但是
500多人的员工队伍、原经营
者租赁合同等遗留问题，让华
侨大厦又开始了10年的阵痛
期。同时，新兴四星级酒店的
崛起，消费者习惯的转变，也
在不断冲击华侨大厦行业龙
头的地位。

轻装上阵定位商务发展

18日，在华侨大厦一楼大
厅里，一场教育讲座正在进
行，往来顾客让酒店看起来人
气不错。“重组之后，我们把原
来的500人压缩到现在的100多
人，轻装上阵。”吴西军说。

“华侨大厦未来将主打平
民化和大众化的价格路线，同
时，在继续坚持商务发展整体
思路的基础上，保证服务质量

和住店享受高于商务酒店，吸
引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到店消
费。”泰山华侨大厦行政总监
董伟表示，随着反四风和八项
规定等政策的影响，华侨大厦
的客源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目前我们客源主要由
网络客户、团队、会议和散客
为主，其中，网络客户的比重
最大，能占到三到四成。”

董伟表示，近年来，从整
体来看，四星级酒店没有商务
酒店吃香，同时，政务、商务客
户的减少，也让收入和往年无
法相比，星级酒店为了维持生
存，吸引普通大众到星级酒店
消费是必然趋势，“就华侨大
厦来说，平时四五百元的房
间，在淡季200多元就能入住，
这跟商务酒店没有多大差距，

但是服务上却是星级标准。”
据董伟介绍，华侨大厦目

前正在实施“走出去，引进来”
的招商模式，计划在一楼建设
一家综合性的购物超市，同时，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泰安
中高端人群休闲、娱乐等放松
平台，“现在我们已经在二楼引
进了文化茶座，微博、微信的新
媒体营销也在近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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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万达广场4月18日“夜
宴”，一场事关美食、美酒、美人
的麻辣盛宴席卷泰城！极速4小
时狂欢盛宴，麻辣龙虾的多汁美
味、美酒节目的轮番上演、八大
美女的亲临示范、孟达菲手表等
超值重磅奖品，精彩根本停不下
来。

诗酒趁年华，美女来扒虾！
8月21日即将倾城绽放的泰

安万达广场金街样板段内，4月
18日晚6点，在慷慨激昂的音乐
声中，万达“麻辣盛宴 万达龙
虾狂欢节”拉开帷幕，一曲节奏
感极强又high的《uptown funk》
伴奏下的健身操，将现场激情点
燃，人们随着音乐节奏一起摇
摆，紧接着一盘盘鲜香味美的龙
虾、一瓶瓶劲透激爽的啤酒、一

盘盘新鲜的时令水果、一道道精
美的冷餐小菜被工作人员搬上
餐桌，八位优雅的“鲜虾女神”款
款登上舞台，现场优雅示范扒
虾。正所谓：诗酒趁年华，美女助
阵鲜虾更美味！

茶艺、皮影、情景剧，还有大
奖来倾袭

热气腾腾，香味扑鼻，鲜香
美味的龙虾吃到爽，万达广场更
贴心为嘉宾们准备了精彩的茶
艺表演、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泰山皮影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
大师的泰山皮影戏，轻松欢快的
情景剧《快与慢》；最为激动人心
的是现场一共抽出了5名一等奖
获得价值千元的孟达菲手表，15

名幸运者获得电影票，20名幸运
者获得农场体验券，嘉宾们尽兴

而来，满意而归。
万达广场8月21日盛大开

业，繁华已荣耀开启！
泰安万达广场8月21日盛大

开业，万达IMAX院线、大玩家等
旗下自有品牌，星巴克、屈臣氏、
优衣库等千余国际一线品牌签
约进驻，触手可及的一站式繁华
生活即将荣耀开启 !40-200㎡央
心金街旺铺，全城火热认筹！

万达广场40-200㎡金街现
铺，雄踞泰安时代发展轴核心位
置，尊享城市千万消费人潮，亚
洲最大商管保驾护航，不用养的
熟铺，抢到即是赚到。

40-60㎡国际精装公寓，享
22万㎡城市会客厅

大商业之上40-60㎡精装公
寓，享22万㎡城市会客厅，一站

式生活购物休闲体验区，接轨国
际时尚潮流生活，精彩超越想
象。

40-1400㎡顶级写字楼，鲁
中最高端商务集群

万达广场7#顶级写字楼，坐

拥22万㎡国际级购物中心，千亿
级巅峰配套，一站式商务休闲体
验，铸就泰城领袖级企业尊邸。

泰安万达广场40-60㎡精装
奢华公寓，40-1400㎡顶级写字
楼，40-200㎡金街旺铺城热销。

““麻麻辣辣盛盛宴宴 万万达达龙龙虾虾狂狂欢欢夜夜””，，欢欢乐乐进进行行中中

本报记者 侯峰 薛瑞

近日，山东省旅游局

通报2014年度全省星级饭

店复核情况，老牌四星级

酒店华侨大厦则因企业改

制再次延期复核。记者了

解到，在经历事业单位改

企，公司重组等事件后，华

侨大厦未来将实行商务、

大众化的发展路线。

华侨大厦改制基本完成，名字也由黑底改回红底。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2014年7月，省星评委下发了
《关于做好2014年度全省星级饭店
复核工作的通知》，明确复核工作指
导思想、工作原则、复核重点和具体
工作要求。因自2014年度起，星级饭
店评定性复核时间调整为满三年期
后的第一个年度进行，2014年评定
性复核的饭店均为2010年延期复核
或受到限期整改处理的星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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