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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绿洲

位于济南长清区大学路
与凤凰路交叉口，距离长清
区大学城大约 2 . 9 公里，距
离济南泉城广场约 35 公里。
本项目周边道路双向八车
道，东西南北交通较为通畅。
济南恒大绿洲自然生态优
越，建筑规划碧波景观中心
大湖，主流户型为 85-180 平
豪华精装尊邸，项目配套完
善，社区风情商业街，集教
育、购物、休闲、餐饮、运动、
娱乐于一体。

中海·奥龙观邸

项目是目前济南地段最
核心、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
别墅区，2009 年 10 月 25
日，奥龙观邸一期别墅开盘，
开盘狂销 5 . 9 个亿，销售率
百分之百，创下了济南房地
产市场单日开盘成交量最高
的纪录，不仅如此，100% 的
销售率也创造了济南市场开
盘最高成交率。此后，中海·
奥龙观邸多次开盘售罄，已
牢牢树立济南第一豪宅的市
场地位。

绿地新里·卢浮公馆

绿地新里·卢浮公馆是
济南首家“国家二星级绿色
建筑”，是中国百强企业上海
绿地集 18 年高端住宅开发
经验，携成熟品牌“新里”献
礼济南的第一号作品。

项目位于经四纬十二济
南老商埠核心，坐拥银座中
心、西市场两大核心商圈和
成熟生活配套。二期[爱丽
舍]，卢浮公馆收官之作，拥
有整个项目唯一的“溪流湾
景”水岸。78-138 平米全通
全明经典户型，满足新时代
精英的宜居需求。

保利·大名湖

独具两大稀缺资源，即
“城市核心区位”与“大明湖
景区”，地理位置优越。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23 万平米，涵
盖多类型物业，以国际经典
的 ART DECO 风格设计，
使自然景观与经典艺术完美
融合，并将 ART DECO 的
设计延续到景观、大堂等公
共空间，使项目内外浑然一
体。项目户型面积从 90 至
300 メ不等，其中多数为大
尺度舒适型产品，包括一梯
一户、叠拼别墅、空中别院等
奢华产品。

海尔绿城全运村

由位居中国民族品牌价
值之首的海尔集团和中国房
地产公司品牌价值 TOP10
绿城集团携手打造。

中国全运第一村总占地
面积约 1300 亩，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 190 万平方米。汇聚
高层、多层、法式官邸、联排
别墅、酒店式公寓、五星级酒
店、商业、写字楼、学校等于
一体。雄踞奥体文博核心区
域，政务、奥体双核驱动，周
边文化、医疗、体育、交通等
配套齐全，奏响品质居住新
篇章。

鲁能领秀城

定鼎于舜耕路上的国际
人居生态城，拥享泉子山、鏊
子山、望花楼山三座生态山
体，大城景观馥郁盛放，育秀
中学(育英中学、胜利大街小
学领秀城校区)正式开学，39
路公交车直通社区，商业璀
璨开街，品质配套全面成熟。
集结项目优势资源缔造出的
城市山际别墅群——— 领秀
城·漫山香墅，Ⅰ期叠院现房
实景呈现，Ⅱ期双拼、联排别
墅区即将面市。

南益·名士豪庭

名士豪庭是由香港南益
集团在济南投资开发的第一
个大型高档住宅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百万平米。项目位
于经十东路与浆水泉路交汇
处，北邻经十东路，西邻浆水
泉路，南近旅游路及浆水泉
风景区，自然环境优越，人文
氛围浓郁，交通发达，加之奥
体中心的建设，该区域已成
为济南乃至山东发展速度最
快、最具成长性的热点区域
之一，也是济南未来的新城市
中心及济南的城市名片所在。

ァ山水泉城

占地 543 亩，开发建筑面
积 106 万平方米，规划物业形
态为小高层和高层。项目位于
章丘新政务区中心，北靠龙盘
山，东临唐王山，两山环拥、藏
风聚气，东南侧与规划的 500
余亩水景广场比邻，隔政务
区、经十东路与南城相望，地
理位置非常优越。

ア中海国际社区

中海国际社区是由中海
地产斥资 20亿美元打造的济
南唯一超大型国际化生态社
区，是具备居住、购物、娱乐、
休闲、运动、美食、教育、办公
等多元配套体系的国际级居

住区。项目位于济南九曲片
区，整个项目总占地约 3700
亩，总建筑面积 310 万平米，
建成后约 6万人居住，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城、国际之
城、一生之城。

癌安中铁·汇展国际

中铁·汇展国际位于济南
高新区新 CBD 核心的轴心
位置———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西侧，工业南路北侧，占地 68
亩，是由 8 栋 18-24 层建筑
围合成的 20 万平米商务建筑
集群。集写字楼、商务公寓、大
型商业于一体，被誉为济南首

席商务综合体。
中铁·汇展国际目前在售

房源 60～ 110メ高性价比投
资型房源，销售持续火爆。

癌俺南益·名泉春晓

本项目是南益集团继成
功开发名士豪庭之后在济南
的又一重要作品，秉承南益地
产精品化开发理念，吸收名士
豪庭创作精髓，倾城打造一个
聚合旗舰商业、情景商业街、
高档写字楼、精品公寓和高尚
住宅群的复合规划、多元业态
的国际新街区。

本项目作为济南市最大

的棚改项目，也是天桥区重点
打造的四大综合体项目之一，
雄踞天桥区政务中心、商业中
心双核心地段，坐拥未来济南
火车站北广场商务圈，紧邻大
润发超市，多条公交线路四通
八达，医疗文化教育配套一应
俱全，无与伦比的产品品质将
全面提升城市功能与形象。

癌按保利·海德公馆

保利山东置业在济南的
首个顶级精装修人文豪宅项
目。该项目位于济南市历城
区，二环东路以东，北临祝舜
路南接花园路富翔天地。规划
总建筑面积 33.98 万メ，多种
豪华户型设计，大尺度的提升
了业主生活品质。为满足社区

高端客户的需求，将配套建设
约 4000メ的济南高端会所。

癌暗重汽·翡翠清河

位于济南市城市交通的
两大主干道二环东路与北园
大街的交汇处。项目周边汇集
城市四条 BRT 快速公交和数
十条公交线路，与繁华为邻，享
静谧生活。占地面积约240亩，
总建筑面积达30万平方米，北
依市政府斥巨资打造的城市
生态休闲景观走廊小清河，远
眺华山风景区，与山水为邻，在
济南市区绝无仅有。

由澳大利亚柏涛扛鼎建
筑设计，德式的风情建筑，低
密度的板式住宅，成为二环
东路罕有的低密度品质社
区。

癌岸鲁商·国奥城

鲁商国奥城地处奥体核
心版图，正对龙奥大厦、奥体
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43
万メ，是融聚了甲级写字楼、
精装公寓、星级酒店和时代
商业于一身的巨擘建筑综合
体。项目整体上采用了国际
上最为盛行的现代主义建筑
风格，建筑外观现代、大气、
典雅，立面采用大面积玻璃
幕墙，用高档石材、铝板做点
缀，流露着浓郁的现代建筑
气息。以世界级建筑形象标
榜，至献城市影响力。

癌胺保利花园

奥体片区品质大盘，济
南东部成熟配套生活住区。
毗邻凤凰山，山水环绕。社区
内独有的“水跃林溪”水景园
林，环境优美。产品设计以

“人”为本，以“居住舒适”为
魂，后期由保利物业全天候
提供亲情式服务，被国家建
设部审定为山东唯一“亲情
住宅试点小区”。

癌案重汽·翡翠东郡

重汽·翡翠东郡，占地面
积为 24 . 02 公顷，总建筑面
积 41 . 89 平方米，地上容积
率 1.5，绿地率 38. 6%，停车
位 1 1 2 7 辆，总规划户数
3755 户。项目周边自然环
境、交通环境便利。住宅区西
北部布置了 9 班幼儿园，完
善了小区的教育配套。同时
此处靠近小区次入口，交通
便利，也有利于幼儿园对内
对外的服务。小区道路交通
系统结合地块分期发展，达
到人车自然分流、使用便捷
的理想状态。

癌肮火炬东第

39 万平米高品质上层
极简主义生活社区，坐拥唐
冶新区一号地块，占据大经
十路发展带的龙头核心区
域。项目位于刑村立交东北
约 500 米，南面距离经十东
路约 400 米，向北 100 米即
是世纪大道，西边 200 米是
绕成高速东环线，项目与东
绕城之间是绿色隔离带，东

有围子山森林公园。整个项
目占地 232 亩，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米。规划设计突出现
代、时尚、简约的风格。建筑
功能形态有高层、花园洋房
和联排别墅，户型面积从 80
-300 平米不等，新区之巅，
大收天下，诚邀品鉴！

癌昂恒大名都

位于唐冶新城的核心地
段，毗邻济南新兴高尚社区
奥体文博片区，是今后 3 年
内发展的中心地带。是一座
集居住、商务、金融、休闲、娱
乐、购物、文化、教育于一体
的东部新城首席中央居住
区。项目一期建设用地约
201 . 15 亩，总建筑面积约
34 . 93 万メ，户型为 92-182
メ两房到四房，超宽楼距，南
北对流，空间奢华极致。

癌盎鲁商·常春藤

鲁商常春藤位于济南西
部大学城的中心区域。南依
连绵群山，西临近四千余亩
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

博览会及近 1500 余亩的景
观湖，与大学城商业中心区
为邻，东临山东师范大学，北
隔长清大道与中华女子学院
相望。项目规划有小高层、高
层住宅、风情步行街、商业旗
舰店。配套星级酒店、会所、
中小学校，令居者尽享休闲、
购物、娱乐、餐饮、运动之便
利。

蔼安逸城山色

旅游路南，逸城山色，位
于旅游路与洪山路路口南，
牧牛山西侧，地处济南市东
部新城的核心地段，龙泉山
庄居住区的中心位置。总占
地面积约 3 万メ，总建筑面
积约 7 . 5 万メ。其中一期总
建面约 6.5 万メ。

一期住宅规划 5 栋 10-
11 层纯板式一梯两户小高
层建筑，户型方正，南北通
透，整体呈欧式简约建筑风
格。项目共规划住宅 400 套，
包含 80メ及 90メ左右两室
两厅、120 メ及 130 メ左右
三室两厅及 160-180メ左右
四室两厅户型；另外设计顶

层上跃复式及首层下跃复式
户型，分别赠送超大面积露
台及南向庭院。

蔼俺鲁商·御龙湾

鲁商御龙湾是由鲁商置
业投资开发的高档别墅区。
项目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大学
科技园核心区，毗邻数千亩
景观湖及世界级园博园，千
亩山林环绕其间，15 所大学
坐落周边，文墨浩瀚之地，自
然山水之间，形成了项目最
具特色的亮点。项目集独栋、
联排、双拼和四组院别墅等
产品为一体，打破了传统别
墅产品类型相对单一的缺
陷，别墅位置分布于湖泊溪
涧之间，家家临水而居、户户
傍林而栖，构成整体园区景
观体系。

蔼按蓝石·大溪地

项目位于济南市槐荫
区，毗邻经十西路，周边景观
资源丰富，处于 33. 4 平方公
里的济西湿地公园内，地块
被蜿蜒的天然水系所环抱，

植被丰富茂盛，并有白鹭等
多种水鸟栖息，是济南市水
资源重点保护区。总建筑面
积 42 万平米的蓝石·大溪
地，由独栋、双拼、联排别墅
以及花园洋房板式高层小高
层组成，建筑立面及园林景
观设计以充满地中海风情的
西班牙风格为主。

蔼暗齐鲁·涧桥维拉的院子

“维拉的院子”作为齐
鲁·涧桥大型社区的一部分，
是章丘市唯一的城中别墅。
102 席城央庭院别墅，献礼
城市财富顶级圈层。

齐鲁·涧桥别墅区维拉
的院子，提出了城中别墅的
院落文化理念。“前院属于太
太，那里是花草的世界；后院
留给儿子，那里是运动的乐
园；中庭属于自己，把世界抛
在身后。”三重院落空间，回
归居住的本源。在自然意境
与现代选材的整合下，在庭
院里享受繁华城央的宁静，
在繁华的中心享自然的芬
芳。

蔼岸大地锐城

紧邻留学人员创业园。三
条动脉主干道：花园路、工业
南路和二环东路环绕左右，交
通便利，位置显赫，配套成熟，
是济南开发城市综合体地段
的不二之选。

大地锐城率先擎起城市
综合体的大旗，开创了多项济
南第一，更重要的是，他是一
家真正和国际同步的城市综
合体，它带给都市精英的不仅
是一站式生活的便利与新鲜，
更是一种耳目一新的、令人仰
慕的都市生活方式；它也不仅
是济南东部现代都市的地标，
更是催生繁荣与文明，激发活
力与梦想的新城市中心。

蔼胺尚品·清河

尚品·清河，是北大资源
集团落地山东的首个项目。项
目位处泺安路以南，济泺路以
西，太平洋小区以东，紧邻泺
口商圈，是正在形成的济泺中
央居住区的核心。项目总占地
面积 185 亩，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由 20 栋高层、

电梯花园洋房组成。
尚品·清河建筑立面，创

新采用欧式新古典主义风格，
赋予建筑更具现代感的外观
审美感受；户型设计上，遵循
现代人居理念，秉着短进深、
大面宽、方正实用的设计理
念，园林景观上外依小清河滨
河景观带，内部 8 米高坡筑造
济南第一千米景观坡谷，成就
清河流域最高档园林景观。北
大幼教中心、2万平米的内部
商街、社区运动场、为业主提
供家门口的生活便利。北大资
源物业，为业主提供人文的关
怀与温情。

蔼案康桥·圣菲

由山东康桥置业有限公
司投资开发，位于风景秀丽的
济南大学科技园内，是西部新
城内规划的唯一高端住宅产
品。项目总用地 44 . 6 公顷，
净用地 37 . 83 公顷，总建筑
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主要由
双拼别墅、联排别墅组成。这
里将建成具有浓郁西班牙乡
村风情的别墅区，清幽翠谷、
波光粼粼的山居湖畔生活，自

然纯净、与世无争的天然原生
态环境是该项目最大的吸引
力。

蔼肮凤凰山庄

凤凰山庄以“山水、人文、
尊贵、和谐”为建筑理念，是胶
东地区首席“和”文化山水人
文大盘，由烟台海风置业有限
公司倾力打造，项目规划总建
筑面积 103 万平方米，南临凤
凰湖公园，北至庙后水库，东
依凤凰山，西接虎头山公园，
背靠大南山森林公园，拥有三
山环抱、两湖涵养、四园簇拥
的先天优势。

车行 5 分钟至莱山区繁
华商圈，8 分钟到烟台市区，
不仅有学区优势，还有都市商
业配套的便利，既远离城市喧
嚣，却可享都市便利。

凤凰山庄从建设之初就
遵循中华“和”文化，无论从规
划设计还是社区文化建设都
以“和谐”为基础，力求让建筑
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成为烟
台新的城市标志。

蔼昂炫立方

炫立方项目紧邻解放路，
东靠二环东高架路和 BRT 快
速车道，商业体量达 2 万平
米，10-400 平米的独立空间，
倾力打造为“名士休闲·高端
购物·特色餐饮”都市名流专
属的消费中心。炫立方结合燕
子山路特殊的地势，采用济南
首创设计理念，形成南北高差
的商业街，高低起伏的商业街
区让消费者尽享立体艺术美
感和全新消费体验。独创三层
立体式情境空间，铺铺临街，
共享的下沉式花园、全通透落
地的玻璃采光窗，完全自由的
业态组合，炫立方将成为济南
商业地产新标杆。

蔼盎凯旋新城

由山东莱钢建设置业有限
公司鼎力开发的大型高档社
区。项目位于槐荫区经十路核
心地段，总占地面积近12万平
米，总建筑面积为 30 万平方
米，小区容积率约为 2.34，高
层现已全面交房入住，房产证
陆续下发到业主手中；多层面

积在70-133平米之间，户型多
以三室为主，一梯两户，现正交
房验收，20 11 年 3月底入住。
小区绿化率达到 40%，整体社
区景观层次分明，变化多样充
满动感。小区完全实行人车分
流，经十路出路口为人行出入
口；车行出入口在小区的东侧，
通过经十路出行相当方便。小
区停车位充足，充分满足业主
的停车要求。

矮安天鸿万象新天

天鸿万象新天作为济南东
部首屈一指的 5000 亩超级大
盘，总建筑面积将超 600 万平
米，包含多层洋房、小高层公
馆、瞰景高层和大规模商业等，
未来将成为可容纳数十万城市
人口宜居、宜业、宜休闲的新都
市样板区。充万象新天分借新
东站区域发展带来的契机，将
整体规划拥有主题购物、休闲
娱乐、商务设施、便利交通、全
方位教育、医疗保障等。

矮俺宝恒·水木清华

宝恒·水木清华项目是山

东宝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商河开发的集高端低密度
住宅、花园洋房、多层、小高
层、商业等多种产品形态于一
体的高档居住社区，项目位于
商河县风景秀丽的文昌河畔，
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米。鼎
力打造商河首席大盘，引领城
市发展方向！

矮按现代逸城

现代逸城，27 万平米东
部休闲第一城，位居城市中轴
解放路东路中段，未来城市中
心。紧邻历下大厦、山东政法
学院、历下区公安分局、奥体
中心，坐拥一个行政级生活
圈，凝聚一个城市新的峰层生
活。拥有成熟的配套，优质的
物业，致力于打造最休闲的生
活。97-174 平米，现代户型舒
适空间任您选择。其独有的空
中花园，致力于打造庭园式美
宅，独享尊崇生活，唯高瞻者
独享。78 米超宽楼间距，视野
无限，纯板式高层生活尊贵独
享。现代逸城，让您的生活从
此被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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