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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生活

尽绵薄之力助所需之人

华通助训金送到泰安体校
本报泰安 10 月 20 日讯

(记者 李芳芳) “企业发展、
回报社会”的责任感让山东华
通集团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
20 日，其对泰安市体育学校
的助训捐助，再次把这份责任
感诠释得淋漓尽致。

20 日下午 4 时许，泰安
市体育学校办公楼会议室里
座无虚席，在泰安市体育学
校校长接过助训捐助支票的
一刹那，一份期望同时也接
在了手里。校长刘兵介绍说，
一直以来，泰安市体育学校
都以重竞技项目为傲，在历
届省运会上立下了汗马功
劳。在刚刚结束的山东省第

二十二届运动会上，取得了
奖牌榜、积分榜和金牌榜分
列第八名的优异成绩。“山东
华通集团每年 6 万元的助训
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
体校的发展，我们只有更加
努力，争取在下一届省运会
上再创佳绩，才能对得起大
家的支持与厚爱。”

据了解，山东华通集团
在着力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同
时，始终不忘“企业发展、回报
社会”的责任，积极参与社会
慈善事业。其中，曾出资 100
多万元关心教育事业，资助贫
困学生100 多名，还多次为灾
区及社会其他福利事业进行

捐赠等。从2009 年起，山东华
通集团又开始对泰安市体校
进行捐助，以后每年6 万元的
助训金主要用在品学兼优的
学生身上，希望对他们的成长
成才有所帮助。

提起历年来的在慈善上
所作的贡献，被评为泰安体
校名誉校长的山东华通集团
董事长刘电新显得很是低调，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
会的力量，同样企业做大后也
不能忘了回报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可以帮助到更多有所
需的人；数目有限的助训金，
培养出来的却可能是难得的
国家栋梁。”刘电新说。

114 次献血

总量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 16 遍

献血路上
迎古稀

用特色文化塑造精品酒店

丽景酒店将步入四星“轨道”
本报泰安 10 月 20 日讯(记者

李芳芳) 22 日，泰安丽景广场酒店
将迎来难忘的一天——— 泰安市星级
饭店优质服务工作会议要在丽景召
开，而丽景酒店作为创城的一面旗
帜，也将正式走上“四星之路”。

据泰安丽景广场酒店总经理张
心东介绍，泰安丽景广场酒店是由
丽景酒店管理咨询公司管理，旗下
有三星级丽景嘉华酒店、经济型丽
景快捷酒店、丽都商务酒店、七天酒
店加盟联锁等。丽景广场酒店自
2008 年 8 月 8 日开业之初，就明确
提出为泰山旅游做贡献、向四星级
酒店迈进的口号。2009 年 6 月，丽
景酒店正式向泰安市星级评定委员
会提出了申报四星级旅游饭店的申
请，通过一系列活动，终于在 22 日

正式踏入四星级之路，打造出属于
丽景的特色品牌。

“广场店的市场定位是以商务、
政务客人为主，以会议、团队做为补
充，打造四星级精品商务酒店。我们
的理念是酒店产品如人品，只有注
重产品品质，真诚真心地对待客人，
才是赢得市场的法宝。酒店融入了
泰山石文化、经石峪金刚经文化、历
代帝王封禅文化、泰山民俗文化、泰
山老照片、泰山名胜古迹等泰山文
化的精髓。”张心东总经理说，管理
是酒店的基石、是做好服务的保障、
是酒店正常运转的关键，六常管理
是丽景酒店争创四星的重点工作之
一，而规范、细致、严格、高效也被作
为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凡是客人看
见的都是整洁、卫生的，凡是客人使

用的都是安全、有效的。创星以来丽
景酒店着力打造特有的企业文化：
军队+学校+家庭，并定制了员工倒
背如流的各项文化用语体系。比如，
制作的店歌、编排的店舞，加强了队
列训练，个性化的服务营造了快乐
的工作氛围，提升了团队士气、酒店
士气。”张总经理补充说。

最后，对于挂星后的工作，张心
东总经理给出了自己的规划，“全体
丽景人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深知责任
重大。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按照四星标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提升品质，确保四星标准，确保管理
到位，确保做一名合格的四星级酒店
员工，为此我们提出了打造四星级精
品商务酒店的目标，使管理工作再上
一个新台阶，打造丽景服务品牌。”

山东华通集团为泰安市体育学校送去助训金。 通讯员 聂伊明 摄

51 岁的时候才开始献血，53 岁时
骑上自行车前往全国各地宣传无偿献
血，15 年来，他走过中国2000 多个地
市，义务献血 114 次。10 月 20 日，67
岁的高永华第三次来到泰安。

20 日，在财源大街中百商厦附近，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的 67 岁老人高永
华身披“献血光荣 捐髓高尚”的条
幅，将自己的78 本献血证和在全国各
地献血时留下的近千张照片挂在献血
车上。这78 张献血证的发证单位属于
不同的城市，还有一张来自遥远的马
来西亚。经了解，这张献血证是2004 年
12 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时，他自费
走出国门献的血。伴随他来泰安的是
一辆美利达山地自行车，这是他的第9
辆车，前8 辆单车都已报废了。车的前
面是一张中国地图，被透明胶布重重
包裹着，车身挂着半个篮球壳，高永华
说这个篮球壳能当盆子用，洗脸，补车
胎都用得着。

高永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
次来到泰安，有很多人都说他很有
爱心，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个“迟到”
的爱心奉献者。以前，他生活在农

村，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直到他 51 岁
那年，他们村被改造成了城中村，他
才知道无偿献血可以帮助别人，从
那时起，他就下决心为社会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了无偿献血
生涯。为了不让更多人在奉献爱心
的路上“迟到”，1997 年，53 岁的他
骑着自行车踏上旅程，一路献血一
路宣传。由于规定献血的时间间隔
是三个月，为了保证可以持续献血，
他每天都会吃四五个鸡蛋来补充营
养。“我是一名无偿献血者，只要能
骑得动，自己就会一直骑着自行车
做宣传。”高永华豪迈地说，他把自
己的行为得意地诠释为“献血路上
迎古稀”。

泰安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介
绍，人的血液大约占人体重的 8%，
高永华老人的献血量达到了 70000
多毫升，相当于将全身的血液置换
了 16 遍。

“没有百次人生，但有百次热血人
生。”高永华大声对着市民说，引来一
阵热烈的掌声。

(本报记者 杨璐)

本报泰安 10 月 20 日
讯(记者 李芳芳) 近期，
泰城一家婚纱摄影店为了
在旺季里“抢占”客源，竟然
在人民币上做起了文章，但
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
介绍，此种做法违反了人民
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20 日上午，记者在校
场街中段的某婚纱摄影店
看到，店外悬挂了两张写有

“寻找带‘8’的百元大钞”
并印有 100 元人民币图案
的条幅，电子显示屏上也写
着同样的话语。走进该店，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都在忙
碌着为顾客介绍具体服务
项目，其热闹场景与其他婚
纱摄影店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一对顾客告诉记者，他
们明年5 月份结婚，本来打

算年底拍摄婚纱照，但经朋
友介绍发现这个活动不错，
就把拍摄婚纱照的时间提
前了。

该婚纱摄影店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寻找带‘8’
的百元大钞”是他们近期举
办的一项活动，只要是顾客
带着尾号为‘8’的百元钞
票，100 元人民币就可以当
做 200 元在本店消费，前来
消费的顾客特别多。

中国人民银行泰安中
心支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种做法有失妥
当，根据相关规定，未经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禁止在宣
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
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包括放
大、缩小和同样大小的人民
币图样等。

100 元可抵 200 元

按人民币尾号促销被指违规

20 日，在财源大街下河桥流动采血车附近，高永
华老人向市民宣传无偿献血。 陈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