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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第四届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开始了

参评人员条件：

1、为临沂市经济作出了

贡献的人物，包括临沂市境内

的国营、民营、企事单位的负
责人；在外地创业的临沂籍人

士；临沂市境内的个体工商业
者；以及临沂市经济领域内有

一定影响和建树的专家、学

者、科技人员等；

2、爱国爱党，品德高尚，

有相当社会影响力；

3、踊跃投身临沂市经济建
设，近两年来在经济及其相关领

域取得显著业绩、做出突出贡献；

4、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热忱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5、所在企业是诚信企业；

6、所在企业及其个人在

遵守劳动、税务、工商等法律法

规方面没有违规记录；

7 、在经营管理、企业改
革、技术创新等方面有显著业
绩，具备创新精神，并在某个方
面显示出独特的、具有良好社

会影响的成就，本企业人在同

行中有相当的知名度；

8、企业与产品的品牌创

造成果得到了社会公认。

参评人员需填报《临沂市第四

届经济人物评选推荐表》。

评选办法：

1、推荐：评选活动采取行

业推荐、单位推荐、公民网络推

荐，同时，接受社会知名人士推

荐，接受有突出贡献者自荐。

2 、复核：通过实地采访
座谈、查阅统计资料、征询

工商、税务等部门意见，核

实提名候选人情况。

3 、公示：在《鲁南商

报》对入围候选人情况进行公

示。同时，组委会开设组委会

邮箱投诉系统，收集、征求社

会各界的意见。

4 、评审：召开评委会

议，评委会委员根据有关推

荐材料以及公众投票结果，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临沂
市第四届经济人物名单。

奖项设置：

1、“临沂市第四届年度十
佳经济人物”10 名

2、“临沂市第四届年度经
济人物”20 名。

报名咨询电话：

15969964889

18660999799

13181216465

产业再造，质量增长，智慧升级、知识转型的大幕拉起，谁能勇立潮头？谁能在升级中独领风骚？经济人物评选，为您您荟萃群英。

本次活动旨在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临沂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经济人人物，展示他们的

创业风采，提升临沂经济人物、企业、品牌的知名度，树立经济人物的公众形象，优化临沂投资环境，促进临沂经济又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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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暖花开，

又到了看房子的季节。您

还在为调控下是否买房而

犹豫不决？您是否还在为
如何选房而纠结吗？您是

否也期待想“团购”一把

房子呢？从即日起，建立

在《鲁南商报·楼市周刊》

平台上的“购房置业俱乐

部”全面启动了！作为临

沂市覆盖面最广的报纸，

作为业内最权威的房地产
周刊之一，《鲁南商报·楼

市周刊》将以更加专业的

视角、更加负责的态度，

为每一位准购房族提供全

面周到的购房俱乐部会员

服务。

目前临沂仅市区就有

140 多个在售楼盘，市区

分为了兰山中心城区、北

城新区、罗庄、河东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等等，业态

涵盖了住宅、办公、商业
等多个部分，让人们在选

择面越来越多的同时也要
耗费更多的精力。与此同

时，一系列新政策、新调

控措施的出台也让很多购

房者难以理清众多头绪。

为此，本报的购房置业俱

乐部将定期、及时为会员

提供全面购房信息，组织

购房直通车，为会员提供

专业的购房顾问……让更

多购房者以更优惠的价格

买到更放心的好房子。

除了会员团购之外，

本报购房俱乐部还将推出

一系列服务于广大置业者

的活动。包括楼盘解析
会、选(验)房知识讲座、

置业理财会、律师咨询等

等，更多会员服务正在完

善中。

无需任何会员费用，

如果您需要置业方面的信

息，只要联系我们，介绍

您的购房需求等情况，本

报将在此基础上建立《鲁

南商报购房俱乐部会员资

料库》，针对每一位有需

要的会员提供相关信息。

同时本报将根据会员在登

记表中的“团购意向”信

息，不定期安排团购活

动。

目前有三种形式可与

我们联络：看房报名专线
电话 15966767693 ，交流

邮 箱 t i a n h u i q l w b @

163 .com ，以及 QQ 群鲁

南商报置业俱乐部(群号
125841249)。

(田慧)

本报购房置业俱乐部开通啦！
看房报名专线电话 15966767693 交流邮箱 tianhuiqlwb@163 .com 咨询 QQ 群号 125841249

二月二，龙抬头。 3 月 5 日，沂龙湾项目精心准备

近千份精致的“福豆”赠送给沂龙湾广大新老业主和来

到营销现场看房的客户。小小的福豆再次让广大业主感

受到了住在沂龙湾社区的呵护与幸福。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

“国际三八妇女节”，细心

的市民会发现，临沂市区

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手
捧鲜花的“玫瑰天使”。开

元地产旗下的花园洋房项
目开元·香舍里主办的，活

动期间开元地产工作人员

在康居苑、香榭丽都、香榭

丽舍、开元上城沂河花园

社区以及沂河实验学校、

临沂二小、城西物流城等

地进行 9999 朵玫瑰花免

费感恩派送，共同庆祝“三

八妇女节”，同时答谢长期
以来广大临沂市民对开元

地产开发住宅产品的支持

与厚爱。

开元·香舍里是开元

地产首次于北城新区开发
的高档电梯花园洋房项
目，是沂河花园二期香榭

丽都的升级之作，它位于

北城新区沂蒙路与三和三

街交会处，占据新市政府

核心板块，紧邻颐高·上海
街 40 万平米商业街与临

沂北城小学，它所倡导的

“浪漫小洋房，城市慢生
活”的居住理念，致力于为
临沂人民引入规划合理、

户型科学、景观价值高、配

套设施全的低密度欧洲小

镇生活，将其建成为临沂
电梯花园洋房的形象标

杆。 (杨建玲)

小“福豆”绽放大幸福

置业顾热情送上精心准备的“福豆"

开元·香舍里三八节感恩派送

9999 朵玫瑰馈全城“佳人”

随着临沂经济开
发区成功晋升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又

恰逢 2011“十二五”开
局之年，临沂经济开发
区又将描绘出一幅怎

样的大发展蓝图？由于

教育、居住、商贸、娱

乐、医疗等服务网络进
一步健全，临沂经济开
发区正逐渐营造出舒

适的宜居环境和良好
的居住氛围，向着高水

平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效能管理、经济国际

化的示范区、高新技术

产业集中区和现代工

业新城区的发展目标

迈出了更有力的步伐。

汇集六百里沂河精华

打造新城市环境名片

流经沂蒙大地的

沂河，与临沂市区的交
汇段只有短短十几公

里。这十几公里的黄金
流域，堪称整条沂河的

精华，临沂经济开发区

即座落于其中的黄金
交汇点上，独享六百里

沂河最美的精华。位于

经开区核心有着“千墅

湾”美名的福布斯湾别

墅群落，也成为沂水之

畔的美丽点缀。同时，

作为临沂市重点打造

的生态景观工程，沂河
生态景观带已经成为
整个城市环境改善与

休闲度假的核心。整个

景观带占地近万亩，沿

沂河蜿蜒数里，集观

光、休闲、娱乐于一身，

兼具城市绿肺功能。

经开区高尚核心圈

尊享城市典范生活

经开区不断积极

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

环境，这里拥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交通便

利 ， 通 讯 发 达 ， 教
育、生活、娱乐等配

套完善。其中，宇帆
国际体育休闲中心已

全面运营，填补了鲁

南苏北无国际高尔夫
球场空白；雷迪生酒

店、东方园林酒店、

喜来登国际大酒店等

星级酒店纷纷入驻；

紧邻临沂高级中学一

中、临沂规模最大的

小学--开发区一小，

名 校 聚 集 ， 文 脉 深

远；日月城、冠亚星

城、福布斯湾等房产
项目或开工建设或已

竣工入住。现正规划

中的临沂新天地，将
建成临沂最高端的时
尚休闲购物 SHOP-

PING MALL ，众多

国 际 一 线 品 牌 的 入

驻，将极大提升整个
区域的消费档次，为
新城富人区的形成和
发展提供强大的配套

支持。正坐落富人区

核心的福布斯湾，巧

妙地将所有城市顶级

配套均荟萃一身，坐
拥新城市中心，汲取

新城市建设精髓，引

领临沂高端富人区的

尊崇生活典范。

温泉生态别墅

城市领袖生活新标杆

在临沂，有着“千

墅湾”之称的福布斯

湾，已成为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一颗璀璨明珠。

福布斯湾地处临沂经

开区核心地段，位于滨

河东路与临工路交会

处，项目占地 2000 亩，

定位“高档温泉生态别

墅群落”，规划有大型

温泉会所，北连南沂河
大桥，南达高尔夫球

场，坐拥临沂唯一天然

绿色氧吧。结合滨河东

路西侧的温泉度假区，

形成临沂别墅市场顶

级温泉配套。

而福布斯湾“中国

十大温泉别墅”的美誉

也绝非虚传，户户温泉

入户，奢享汤头一脉，

24 小时温泉活水特权。

“一湾三会所”的世界

级豪宅配置，足以引领

临沂城市领袖的全新

生活。

此外，福布斯湾首
创湾区物业，更是借鉴

了原汁原味的英国皇

家管家服务。福布斯湾

藉多年服务高级住宅

小区的丰富物管经验，

礼遇每一位业主。让您

处处体验人性、尊贵、

地位、风度、享受，福布
斯湾由此成功塑造临

沂城市领袖生活的新

标杆。

(专刊记者 林萍)

经开区璀璨明珠 新城市逸居典范 领袖生活标杆

雄踞高端富人区核心
萃集城市逸居生活典范
——— 福布斯湾，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