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国惠与优客工场

战略合作仪式在济南成功举行
5月9日，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国惠” )与优客工场 (北京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客工场”)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暨鲁勤时代·拾光里奠基仪式在鲁勤时
代体验中心(原济南东郊饭店)成功举办。山东
国惠董事长于少明，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
人毛大庆共同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将于鲁勤时代打造山东优客工场旗舰社
区，双方各自提供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资
源，共同增强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培育打造
产业聚集的科技金融和双创孵化平台，带动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发展。

(胡文楷)

山东省基层卫生协会

成功举办多次公益活动
山东省基层卫生协会坚持公益性办会宗

旨，活跃于基层，成功开展了多次公益性活
动。

2017年至今，山东省基层卫生协会先后组
织12次公益活动，共出资约150万元。为促进
家庭医生签约、信息化建设的交流与学习，
基层卫生协会先后开展到北京、上海、青
岛、杭州参观交流活动，近期又成功组织了
两省一市互联互访活动，到天津、江苏进行
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全省全科医疗学术交
流会及中心主任联盟训练营成立为我省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管理者提供了学术交流、互相
帮助支持、互相合作的平台。承担我省“优
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全国百
佳乡镇卫生院”的遴选工作，评先树优，促
进基层卫生机构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开展科
研立项工作，通过31项科研课题，提升基层卫
生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如今，公益性办
会已经成为山东省基层卫生协会新的特色之
一。

28天新品啤酒

泰山原浆发力年轻市场
5月 1 3日，泰山原浆啤酒召开新品发布

会，本次发布会的主题是“制噪鲜活”。据
了解，泰山原浆啤酒邀请德国专家做技术指
导，成功设计出“国内第一款拧盖啤酒”，
完成了饮酒形式的全新变革。这次发布会不
仅再一次精准阐释了泰山啤酒品牌年轻化的
发展方向，还带来了一款即将上市的28天新品
啤酒，有望成为引导新生代酒类消费观的中
国品牌。 （苑国威）

济南龙湖新壹街财富商街

开启创富之路
纵览济南的“东拓西进”布局，在济南推

进融合发展、经济腾飞的时刻，西城走上一个
新的坐标和十字路口：国际医学科学中心，产
业引擎，高楼林立；西客站交通枢纽，交通动
脉，辐射全国，崛起的西城成为绕不过的繁
华。恰逢此时，济南龙湖新壹街，掘金财富商

街横空出世，享城市醇熟商圈、配套红利，驱
动新城繁华。

据悉，济南龙湖新壹街，掘金财富商街，
谨献35m2起MINI临街餐饮铺。开放式街区将成
为新时代消费主场，济南龙湖打造区域内稀有
的财富商街，填补区域空白，抢占商业先机。
财富商街采用互动空间的设计手法，通过“地
上地下”相结合的立体式街区，实现街街相连
的商业空间，有效引导人流上下流动，从而形
成人气汇聚地。

此外，济南龙湖新壹街周边坐拥10余社
区，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拥有稳定客源。据
悉，龙湖新壹街35m2起MINI临街餐饮铺，即将
荣耀发售！ (尹吉)

新零售专业咖啡运营商

瑞幸咖啡营业
5月8日，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在国家会

议中心召开发布会，宣布品牌愿景和公司定
位，并正式发布“无限场景(Any Moment)”品
牌战略。

瑞幸咖啡于2018年1月1日陆续在北京、上
海等13个城市试营业。发布会上，原神州优车
集团COO兼瑞幸咖啡CEO钱治亚公布了瑞幸咖
啡“做每个人都喝得起、喝得到的好咖啡”的
品牌愿景。

发布会现场，瑞幸咖啡还与6家全球顶级
咖啡配套供应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缔结
“蓝色伙伴”联盟，分别是全球顶级咖啡机
制造商瑞士雪莱(Schaerer)与弗兰卡(Franke)
公司、世界百年糖浆品牌法布芮 ( F a b b r i

1905)公司、全球最大的乳制品企业恒天然集
团(Fonterra)、全球前三的咖啡生豆贸易商三
井物产(MITSUI&CO.)、亚洲规模最大的专业
咖啡烘焙厂之一台湾源友(Yeuan Yeou)等。

山东新动能·美丽新乡村
——— 民族汽车品牌齐鲁行

今年2月，山东召开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动员大会，提出农村产业经济的新旧
动能转换是全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9
日，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大众网联合喜马拉
雅FM山东举行中国汽车品牌行业营销沙龙，共
同探讨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如何抓住农村产业
变革的实际，抢先渗透县域市场，实施汽车下
乡等一系列营销下沉行动。同时启动了“山东
新动能·美丽新乡村”———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助
力齐鲁崛起之旅大型巡回活动。4月—5月，民
族品牌齐鲁行活动联合东风风行、吉利汽车、
比亚迪、江淮汽车等自主汽车品牌，深入德
州、日照、潍坊、济宁、临沂等市，走访那里
的经济先进小康乡镇，一同探寻山东农村产业
经济新动能，并将自主品牌的力量和爱心传递
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将优惠购车政策分享给
老百姓，为当地村民提供实惠和便利。

“我爱5月 密蜜约”

恒隆邀你共享甜蜜
2018年5月1日至5月31日，济南恒隆广场举

办名为“我爱5月密蜜约”主题活动，推出线上
制作蜜约日记及线下蜜约专区等精彩活动，并

送出超过1500份惊喜好礼。
活动期间，持当日任意消费小票即可于“彩

妆娃娃机”免费挑战，抓取Givenchy、Dior、娇兰
等多款大牌彩妆及甜蜜糖果、品牌礼券。消费者
还可以参与H5游戏，制作专属你和TA的“蜜约
日记”。此外，关注济南恒隆官方微信，登录掌
上逛成为“恒客”，可在5月13日和5月20日参与1
元秒杀100杯COCO奶霜草莓系列奶茶和100份丹娜
之梦想招牌甜甜圈。另外，顾客于恒隆广场时尚
及饰物类租户单笔消费满人民币3000元可获赠100
元Ole’卡一张；满人民币5000元可获赠面值1100
元爱睫物语VIP卡一张。

好当家祭海及春参开捕

隆重举行
5月10日，2018好当家有机刺参·春参开捕

暨祭海仪式在好当家天然海洋牧场4分场举
行。胶东沿海地区祭海风俗有着悠久的历
史，千百年来，当地渔民为了祈福丰收与出
海平安，每年都会举行该活动。而在每年谷
雨节前后，举行祭海仪式暨春参开捕活动是
好当家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事件。好当家是
一家拥有40年发展历史的企业，是一家以海洋
食品为主导的上市公司，拥有数十万亩天然
海洋牧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海参
产量在行业中首屈一指。好当家在不断发展
壮大的同时，在文化传承方面也继承并发扬
当地渔家传统，敬畏自然，感恩大海。通过
祭海活动向人们传递我们在受赐于大海恩泽
的同时，更要善待海洋，保护人类，发展不
忘回报社会的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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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连锁品牌

引领中国整形美容风尚

伊美尔，成立于1997年，是国内较早从事
专业医疗美容，集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
大型整形美容连锁集团。目前，涵盖整形美
容、抗衰老、生活美容、减脂体雕、中医美
容、口腔美容、毛发移植等多种医疗服务，在
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哈尔滨、西安等地
拥有多家分支机构。

自成立以来，伊美尔一直秉承“安全、简
单、舒适、有效”的产品理念，为求美者提供
科学、诚实、恰当并符合自身需要的医学美容
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2009年至2010
年，伊美尔蝉联两届“CCTV中国年度著名品
牌”，是中国整形美容行业仅有的获此大奖
者，并在2011年荣获“北京市著名商标”称
号，以不容置疑的强大实力成为整形业界当选
品牌。

伊美尔一直认为，美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
气质，而内在美源于仁爱之心。伊美尔的英文
品牌名Eve r c a r e，即是“永远 (Ev e r )的关爱
(care)”。伊美尔不仅希望能通过自身先进的产
品和服务给广大顾客带来美与关爱，同时也希
望能把仁爱之风气带入每一个顾客的心中。为
此，伊美尔在坚持严谨、科学地美容之外，从
未放松过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坚持公益事业21年

小企业大公民的成人之美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医美，集临床、科研、
教学为一体的大型整形美容连锁集团，伊美尔
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慈善事业，2005年，伊美
尔成立了“美容与整形修复援助中心”。伊美
尔以积极、主动的公益态度赢得各界赞誉，并
荣获“支持中国妇女公益事业慈善楷模”荣誉
称号。

2018年是伊美尔成立第22个年头，在这20多
年中，伊美尔集团一直都以“科学、安全、诚
信、恰当”为核心理念，以开放、科学的态度
开展国际化合作，先后与美国、法国、瑞士、
以色列、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的
合作与交流，不断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

备，确立了技术领先的优势。如今伊美尔在中
国已经拥有数十家分支机构，每年有近20万女
性在伊美尔的精心呵护下拥有了美丽和自信的
人生。

2005到2014年10年间，伊美尔公益投入近千
万元，公益救助人数近4000例，覆盖地区包括
新疆、四川、海南、黑龙江、西藏、贵州等
地。从最初的连腿女孩迈步向前，兔唇男孩小
福微咧嘴微笑，到鼠咬女孩重返社会；从坚强
的母亲熊丽、多发畸形的詹少梅、见义勇为英
雄耿素银的救助，到西藏男童眼眶修复；从毛
人家族的改变，到备受关注的安徽被毁女孩周
岩免费治疗……伊美尔人每次伸出的援助之
手，都给获救者重新点燃了美丽梦想。

济南伊美尔紧跟集团公益步伐，为孤寡老人

献爱心、助力凤凰山东《因为我看见了你·爱在
山东》公益慈善夜等一系列公益活动，更在2016
年荣誉成为由齐鲁网发起的《泉城美人计》大型
公益励志活动独家指定技术支持医疗美容医院，
致力于改变那些因外貌而在职场、情场屡遭碰
壁，内心自卑的人群，给她(他)们带来不断进步
的力量，让她(他)们更加自信，从外形到气质都
飞跃式地发展，活出精彩人生。

不忘初心

坚守21年一贯好品质

伊美尔不仅以善举广受各方赞誉，在经营
方面也一直倡导行业自律，致力于“良心美

容”。近几年，微整形技术广泛应用，注射美
容因为快速、无创、无痛和立竿见影的塑美效
果而深入人心。然而在利益驱动之下，也有部
分假冒产品和不具备医美资质的机构浑水摸
鱼，深深伤害了不明真相的求美者，也给整个
行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伊美尔不忘健康塑
美初心，联合美国艾尔建、韩国艾莉薇、瑞
蓝、衡力、科医人、博士伦、伊婉、视博等数
十家全球医美厂商，倡导良心美容，成为医美
行业的良心带头人。

作为国内首家发出正品宣言的医美机构，
伊美尔一直坚持遵循谨慎引进、科学使用、分
类回收三大基本原则，防止产品被污染损毁，
保证产品品质。严格遵循产品厂家的医生授权
制度，只有具有一定经验通过考核的医生才拥

有产品使用资质。坚守所有产品拥有出口国、
引入国国家级药品管理认证，经全球消费者临
床验证，正规安全。保障引进渠道透明正规，
产品官方厂家授权认证，对不可信的整形美容
产品坚决杜绝！这也是伊美尔21年来一贯坚持
从消费者利益出发，良心塑美的体现。

公益传大爱

美丽筑梦想

21年砥砺前行，伊美尔凭借业内一流的整
形美容集团地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整形美容专
家，以精益求精的手术以及自然和谐的审美理
念，本着公益传大爱，美丽筑梦想的美好愿
景，为数以万计的爱美人士塑造了美丽，让他
们重拾生活信心。特别是在2016年济南伊美尔
携手参与由齐鲁网发起的大型公益援助真人秀
《泉城美人计》活动，无偿救助了数位因容貌
而遭遇冷眼的女孩。在这其中，朱小渔的故事
尤为典型。曾因在黑工作室注射了假玻尿酸，
她的鼻子濒临坏掉，又因鼻子一度绝望而想要
自杀，济南伊美尔得知她的情况后，集结中外
一线名医、时尚达人、心理辅导专家等组成的
名师专家团，历时近5个月，从外貌提升、心理
疏导、美妆穿衣、形体塑造、气质培养等全方
位对她进行了立体化打造，帮助她完美蝶变，
走出泥潭！

朱小渔并非个例，在伊美尔21年的塑美历
程中，无数的朱小渔已经凤凰涅槃。伊美尔
集团也对所有不法整形美容机构为了盲目追
求利益而欺诈消费者，危害消费者身心的不
法行为深恶痛绝，并在业内号召，将以身作
则严厉打假、打非，同时，伊美尔也提醒广
大求美者，整形需谨慎，切莫贪图一时便
宜，一定要选择正规整形机构、找专业执业
医师、使用正品产品，才能真正远离伤害，
做到完美蝶变！

21年“以慈善之心，做良心企业”的坚
持，让伊美尔站在了求美者的身边，更深深
地走进了千万求美者的心里，在这里华丽蝶
变的人数不胜数，为无数因外貌而自卑的女
性开启了崭新的人生，传递着美丽正能量！
而在21世纪的今天，整形美容不仅是一门艺
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生活，在未来的日
子里，伊美尔将一如既往守护着泉城求美者
的医疗美容安全，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更高
品质的整形美容服务，与您相约健康和谐、
自信快乐的美好人生！

伊美尔：以慈善之心 做良心企业
小企业 大公民 我们一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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