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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七市联合捆绑营销水浒文化
东平借机提升旅游产品知名度

本报泰安 3 月 8 日讯(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侯旭东 刘杨)

2 日，由山东省旅行社协会主办
的“水浒文化旅游产品营销联盟成
立大会”在济南举行，东平、梁山、
阳谷、郓城、汶上、菏泽、高唐七地
的旅游局负责人及涉旅企业负责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成立了水
浒文化旅游产品营销联盟理事会。

据了解，水浒文化分布于山东
省西南部，主要集中点在东平、梁
山、郓城、阳谷等县市。其中位于东
平县境内的东平湖是《水浒传》中
描写的八百里水泊的惟一遗存水
域，东平湖风景名胜区是国内水浒

传说遗迹最密集、传说故事最集
中，《水浒传》风貌保留完好，形象
最真切的旅游地，是惟一能够让人
体会到水泊与山寨、山阔与水险、
芦荡与港汊并存的原始地域。在东
平，至今仍然可以领略“山排巨浪、
水接连天”的浩淼水面，感受“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的水浒遗风。郓城
县是宋江、晁盖等英雄的故乡，有

“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
城”之说。

近年来，山东省旅游业将水浒
文化游作为全省一条新的旅游干
线，为相关县市旅游业的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其中，有着“水浒故里”

之称的东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大力发展水浒
文化游。投资兴建了水浒古镇、水
浒影视城、水浒大寨、聚义岛、石碣
村等与水浒文化相关的旅游项目
及世界最大的水浒文化主题公园。
新版《水浒》在此成功拍摄，2011 年
1-2 月份已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东
平县也成为山东省水浒文化游的
龙头景区和核心地域。

各理事成员单位就统一印制宣
传材料、网络代销景区门票、以及下
一步如何联合捆绑营销达成了共识，
并确定了“2011 水浒之旅万人游”主
题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泰山帝苑开始招兵买马
专场招聘会引来众多大学生
本报泰安 3月 8日讯(记者 李

芳芳) 3 月 5 日至 6 日，泰山帝苑酒
店在泰山医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吸
引不少大学生参与应聘。

泰山帝苑酒店人力资源部王总
监介绍，酒店拟于 5 月份对外试营
业，目前处于“招兵买马”阶段，招聘
岗位涉及行政部、餐饮部、房务部、工
程部、人力资源部、销售部等岗位。

“招聘会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的关注，
他们对服务行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两天时间收到上百份简历，确定录用

的已经有 50 多人。”王总监说，泰山
帝苑酒店本着“不唯文凭看水平、不
唯资历看能力、不唯关系看才干”的
用人原则，为应聘人员提供一个充分
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

据了解，山东泰山帝苑酒店地处
泰城西部长城路 CBD 商务中心，由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直属企业——— ——
山东泰山帝苑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主
体建筑 19 层，总投资约 2 亿元，共拥
有各类客房 177 间，拥有西餐厅、中

餐厅、大型宴会厅、大堂吧等，可同时
容纳 750 人就餐。酒店还设有足浴、
棋牌房、健身房、美容美发、商务中心
等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2006 年，泰
山帝苑酒店项目被泰安市政府列为
重点项目，2009 年被纳入泰安市建
设经济文化城市、创建国际旅游名城
的重点旅游服务项目。

据了解，1 月 20 日，泰山帝苑房
地产公司与丽景酒店管理公司就泰
山帝苑酒店项目签署了委托管理协
议，拟于 5 月份对外试营业。

第 92期“空中诊室”10日开诊

世界肾脏日话肾脏健康
本报泰安 3 月 8 日讯

(记者 杨璐 ) 1 0 日(周
四)，本报健康专刊第 92 期

“空中诊室”栏目将准时开
诊，9：30 — 11：00，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肾脏内科主
任薛凌宇将接听读者来电，
为市民讲解慢性肾病的预
防和治疗。

“现在慢性肾病发病率
不断上升，而市民对这个病
的防治知识普遍缺乏。”8
日，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肾
脏内科主任薛凌宇说，每年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为世
界肾脏日，他将在这天向市
民讲解肾病的预防和治疗，
提高人们对慢性肾脏病的
认识。

薛凌宇，医学硕士，现
任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内

科副主任、肾脏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从事
临床工作十余年，熟练掌握
肾脏内科系统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尤其擅长血尿的诊
断，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
病、狼疮性肾炎的诊断和治
疗，急、慢性肾衰竭的诊断
和治疗。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
时间：3 月 1 0 日上午 9 ：
30 ——— 11：00，读者可拨打
健康热线 13854819336 与专
家进行直接交流，也可提前
发 送 问 题 至 栏 目 邮 箱
q lwbxyg@163 .com。本报
“空中诊室”健康热线每周
四 9：30 至 11：00 开通，与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合作，
进行电话义诊，所有专家都
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百余患者免费就诊
88医院推出 B超检查半价优惠

本报泰安 3 月 8 日
讯(记者 杨璐) 8 日，
记者在解放军第 88 医院
妇产科看到，一大早门诊
大厅就人头攒动，前来就
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平常工作忙，没有
时间做检查。听说妇女节
期间有优惠，趁着今天放
假就过来了。”刚刚做完
检查的王女士说，做检查
是希望能做到防患于未
然，查出疾病便于及时治
疗，没有疾病更可以安心
生活，这是一举两得的好
事情。

跟王女士抱有同样

想法的不在少数。据 88
医院妇产科工作人员统
计，当天到妇产科就诊的
患者 100 多人，为患者节
约各类费用 5 万多元。88
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妇女
节当天在其他优惠和免
费项目不变的情况下，医
院又推出了阴道镜和 B
超检查费半价优惠，吸引
了很多患者前来就诊。

此外，很多贫困患者
受经济因素制约得不到
有效治疗。该公益活动的
主办方表示，他们今后将
更广泛地开展类似活动，
使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8日，泰安中百大厦的男士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秘
密庆祝活动。早 7点 10分，男士们手捧精心准备的鲜
花欢迎女士们的入场，整齐的迎宾方队，高喊“祝姐妹
们节日快乐”。 本报通讯员 马继友 摄

节日快乐

8 日，为迎接植树节的到来，泰安银座商城制作出倡导低碳生活的“绿色许愿树”，邀请市民写
下对泰城绿化建设的美好愿望。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绿色许愿

送货与安装“零延迟”
居然之家出新招

本报泰安 3 月 8 日讯(记者
梁敏 通讯员 胡振霖) 一提起
居然之家，泰城老百姓总会想到“先
行赔付”，这已经成为居然之家的金
字招牌。8 日，记者从居然之家泰安
店获悉，该店将在完善各项服务的
基础上，再推出送货安装“零延迟”
服务。

“服务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我
们企业的声誉和发展，居然之家
始终视服务为核心。”8 日，居然之
家泰安店总经理孙景文表示，在

近两年接待的消费者投诉中，属
于质量和环保问题的投诉呈逐步
下降趋势，而送货和安装方面特
别是定制产品的投诉却急剧上
升。新的服务理念将围绕送货与
安装做文章，尽可能保护消费者
的权益，具体服务细节将于 3 月
12 日揭晓。

孙景文告诉记者，居然之家除
了“先行赔付”，还陆续推出了“绿
色环保”、“同一品牌同一价”、“一
个月内无理由退换”、“统一退换

货”等服务举措。居然之家的每一个
分店都将“服务”做为经营管理的重
中之重，在居然之家集团的统一标
准下，根据自身实际建立了完整的
售后服务体系。这些服务体系的建
立，不但为居然之家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促进了居然之家的发展壮大，
而且带动了家居建材行业管理和服
务水平的升级，“先行赔付”成为整
个行业共同遵循的服务标准，居然
之家成为行业服务标准的制定者和
带头人。

本报讯 在“ 三
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
际，鲁信影城和泰安商
业银行联合为女性朋友
准备了一份电影大餐。

3 月 8 日，鲁信影
城 特 设 了“ 爱 心 公 益
场”，组织“十大巾帼建

功标 兵”、“三八红旗
手”、“三八红旗集体”
等先进妇女代表，先进
集体成员免费观看电影

《我知女人心》，让女性
朋友度过一个快乐的节
日。

(李丽)

影动女人心
鲁信影城妇女节免费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