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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黄金楼市

三三合合御御都都打打造造二二星星级级绿绿色色建建筑筑
与非节能建筑相比，86栋楼年节电近800万千瓦时

本报泰安8月21日讯(记者 梁
敏 实习生 田阳) 三合御都是
泰安目前已申请到二星级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的两个项目之一。记者
咨询了项目负责人获悉，该项目绿
色节能设计与非节能建筑相比，86

栋楼年节电近800万千瓦时。
三合御都项目位于泰安市温

泉路北端路西，环山路路南。项目
居住区用地面积约20 . 24万平方
米，建筑总面积约为43 . 75万平方
米，容积率1 . 43；共包括86栋6层住
宅，5栋配套商业，2个地下车库、

人防和物业用房等服务设施，周
边配套齐全。

该项目采用了结构与保温一
体化技术，增加了围护结构与保
温材料的寿命，增加了建筑的保
温效果。从节地、节能、节水、节
材、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六方
面结合区域的能源、植被、水环
境、风环境、光环境及声环境等方
面，实现国家绿色建筑二星级设
计标识要求。

项目采用绿色和低碳技术实
现绿色居住建筑的设计目标。比

如采用自然循环式太阳能直接换
热系统，提供本项目热水用量，不
足部分辅以电热水器。太阳能热
水器的覆盖率为100%，太阳能集
热板每年提供的热水为41 . 03立方
米 / 户 ，占 生 活 热 水 比 例 的
79 . 84%。

项目结合区域高差及原有河
流的优势，利用河流作为天然的
雨水收集载体，利用区域内及周
边的雨水进行绿化灌溉，不足部
分由天风湖湖水提供，年节约自
来水水费12 . 50万元。

自然通风、采光、隔热设计等
诸多设计，让本项目每年共可节
约的运行费用约为407万元。项目
每年总计节电量为789 . 1万kwh，
折合标煤量约3188吨。工业锅炉
每燃烧一吨标准煤,就产生二氧化
碳2620公斤，二氧化硫8 . 5公斤，氮
氧化物7 . 4公斤。因此，本项目每
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835 . 26万公
斤，减排二氧化硫27098公斤，减排
氮氧化物23591 . 2公斤，在实现经
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良好的环境
效益。

天平湖壹号
八月活动优惠多

在这个火热的8月，天平湖壹
号把热情传递给了新老客户，先
后组织了8 . 1 1烧烤节和七夕送电
影票的活动，得到了广大客户的
一致好评。

准业主王女士说，她算是天
平湖壹号的新客户，就是因为去
年和朋友一起来参加了烧烤节才
知道这个楼盘的，朋友极力给她
推荐，说是这里环境好，她想要是
等年龄大些了，可以和好友一起
在湖边健身，相互关照挺好的，所
以也选择了在天平湖壹号置业。

项目一期现已准现房在售，
项目工程进展很快，主体结构已
完成，内部装修完成8 0%，安装工
程完成6 0%，所见即所得，品质眼
见为实！88-140㎡稀缺小高层，附
赠N重超值空间。目前优惠活动是
按揭97折，一次性付款96折，另有
精美好礼相送。

天平湖壹号，泰安首席湖岸
名宅，屹立于泰城“西湖”——— 市
心仅有700亩原生“天平湖”岸，远
观山，近览湖！3分钟直达岱岳区
政府，5分钟连通长城路CBD，1 0

分钟畅达市政府广场，得天独厚
的绝版湖山资源，醇熟的 1 0分钟
配套网络，湖岸养心名宅，泰安仅
此一处！

(李丽)

8月12日，安居房产精心组
织的“2013暑期员工亲子游活
动“拉开了帷幕。此次亲子游活
动是安居房产继2011年西安园
博会、河南少林寺，2012年连云
港花果山、日照金沙滩旅游之
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亲子游活
动。

12早晨6点，首批亲子团，
开始了为期五天难忘的旅途。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孩子们
更是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五
天的旅程，先后游览了以科技
奥运、人文奥运为主题的北戴
河奥林匹克公园，策马奔驰在
花鲜草茂，空气清新的坝上草
原，游玩了北戴河海上浴场、沙
雕大世界、素有“天下第一关”
的山海关以及中国四大名园之
一的承德避暑山庄等十多个景

点，领略了当地的人文历史及
自然景观。一路上，大家纷纷拍
照留影，用镜头记录下如画的
美景，用心定格精彩瞬间，展现
了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生机活
力的团队精神和温馨的家庭氛
围。

安居房产作为本土的品牌
开发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近年来随着公司
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职工工作
量也在不断增加，许多员工节
假日也无暇陪同家人和孩子，
把更多地休息时间放在了工作
上。员工纷纷表示：现在正值孩
子们放暑假的时候，由于工作
比较忙，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时
间很少，这次亲子游活动让父
母有机会和孩子一起玩，增进
与孩子的感情。同时，大家在繁

忙的工作中身心放松，更加感
受到了公司领导对职工生活的
关怀。

安居房产领导一直密切关
注员工身心健康和家庭的温
馨，为表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工作热情，同时使员
工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
放松，公司领导对此次旅游活

动非常重视，从行程选择、时间
安排、物资配备到人员都给予
了关注和指导。

首期愉快而难忘的亲子游
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相信安
居的每一名员工深感公司的尊
重、关怀和暖心，也将会以更加
饱满的工作激情投入到下一轮
的工作中去。 (李诚春)

安安居居房房产产暖暖心心行行动动
2013暑期员工亲子游活动圆满进行

山东泰山帝苑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
帝苑·香格里拉项目尊处泰安市泰山旅
游度假区，合踞于泰山脚下，北倚泰山环
山路，南临东岳大街，西接泰山桃花峪风
景区，东连泰安市区，十分钟直抵市中心
区，1小时直达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对内
对外交通出行方便快捷。项目净占地140

亩，共规划建设了63栋三层以下的纯别
墅建筑，主要有六和居、四合院、山景双
拼、湖滨望岳等纯别墅产品，共规划了
206席170-800㎡精致户型。整个小区依山
而筑，行如织锦，小区配建了3500平米风
情商街，集风味餐厅、健身康乐、休闲购
物等全站式生活服务于一身，漫步商街，
在观山俯城间体验静谧墅区生活，演绎
风尚居家养生情致。小区采用中国合院
式规划与建筑设计理念，传承中国传统
合院建筑的精髓，汲取香格里拉自然风
情，融合美式别墅的舒适与大气，植入16

项自动化、智能化建筑节能与物业管理
先进技术，致力于打造泰山脚下首席绿
色生态别墅。

卓越建筑品质
引领低碳建筑新潮流

帝苑?香格里拉项目遵循“专业建筑
美好未来，科技创造优质生活”的经营开
发理念，按照“低碳、节能、舒适、环保”的
绿色建筑建设标准进行建造，整合采用
地源热泵分户中央空调，24小时太阳能
分户中央热水，中空玻璃铝木复合窗，楼
面减震隔音等16项先进建筑节能技术与
部品构件，精心锻造惟精惟一、科技领
先、品质一流的智能化现代生活社区，让
您静享尊贵的现代科技新生活。

项目采用的地源热泵分户中央空调
技术，具备双末端系统配置，冬天采用地
板辐射采暖，夏季采用风机盘管制冷，自
由掌控尽在您的手中，不仅高效方便地
为您的别墅生活创造全方位全新舒适感
受，而且可以给您节省巨大的生活成本。

太阳能中央热水技术集热水箱、循
环加压闭合管道和屋面集热器等全系统

于同一住户，实行分户控制，分户热交
换，可以自我控制地实现24小时供应生
活热水。自规划之初，帝苑?香格里拉的
建设者就充分为业主考虑，积极推广太
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太阳能热水系
统与建筑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这比用户自己安装
太阳能热水器更安全、更美观、更可靠，
使建筑物外观更加整洁美观。

静谧是一种动人的气息，有着深远
的美，令人神往。然而，有些声音却让您的
居家生活无法宁静，比如来自楼上的噪音
干扰，泰山帝苑人细微地观察到了这一
点，因此不畏繁复，加大科技投入，引入楼
面减震、吸音技术。即在普通楼板上面，先
放上低频减震隔声与隔热挤塑板，再在上
面铺筑混凝土，两层混凝土中加上一层消
声、隔热层，最大限度“消声减震”。在这样
的房子里，即使楼上高跟鞋声、小孩拍皮
球声，也不会干扰到您的生活。

住房的结构安全不只是一种规范，
更应该成为一种体现生命价值的必须的
消费。帝苑·香格里拉别墅采用全现浇钢
筋砼剪力墙与异形柱抗震结构，不仅能
为业主提供灵活自由的建筑使用空间，
而且结构抗震性能安全可靠，能够最大
限度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使您居
住的更加舒心、安心、放心。

据测算，地源热泵比电锅炉加热节

省三分之二以上的电能，比燃料锅炉节
省约二分之一的能量，其运行费用为普
通中央空调的50～60%，同时减少碳排
放90%以上。每平方米采光面积的太阳
能热水器，一年可节省煤250公斤，可减
少二氧化硫、粉尘等排放物700公斤，让
业主在每天利用太阳能的过程中，品味
到了一种全新的低碳生活，无形中使您
变成了低碳一族，成为了环保人士。

智能安防
筑就“铜墙铁壁”

为了保障帝苑·香格里拉别墅的高
贵品质和保护业主的安全利益，帝苑·
香格里拉担起了引领建筑安防智能科
技化的潮流，将智能科技完美地应用于
建筑安全防护中，除小区中特设公共电
子监控、周界安防系统、电子巡更等系
统外还分户设置了彩色可视对讲、分户
闭路监控、燃气泄露报警、电话求助等
子系统，兼具可靠性、安全性和功能
性，全方位满足峰层居住安防需求。为
保证墅区业主突发事故应急，社区配备
了快速自动报警系统，保证第一时间为
业主提供急救服务，最大化地保证突发
事故中业主的生命安全，为业主赢得最
宝贵的急救时间，随时随地，犹如一位

“保护神”保证广大业主生活、生命的
安全无忧。

帝帝苑苑··香香格格里里拉拉
————致致力力于于打打造造泰泰山山脚脚下下首首席席绿绿色色生生态态别别墅墅

格 企业简介

山东泰山帝苑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注册总资本1亿元，是一家以房地
产开发为龙头，集地产开发、房产经营、物业服
务、酒店经营、工程服务、项目管理等于一体的
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目前，集团共拥有总资产10亿多元，其中流动
资金6亿多元。集团下设山东泰山帝苑房地产有限
公司、山东华夏帝苑房地产有限公司、山东泰山帝
苑酒店有限公司、山东泰山帝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等品牌公司。共有职工300余人，其中拥有中、高级
职称以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占职工总人数
的30%以上，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高度专业化的
管理能力，是一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引领地
产业科技创新的国有专业化集团公司。

公司先后获得政府、社会团体等相关单位
授予的“泰安市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功勋品
牌”、“泰安市文明单位”、“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税收贡献先进单位”、“慈善爱心企业”、“泰山
先锋基层党组织”、“2011年泰安最佳地产品牌”、

“2012年泰安十大地产品牌企业”等荣誉称号。公
司所开发建设的奥来新天第项目荣获“山东省
2011年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低能耗建筑示
范工程”、“泰安市2011年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扶持示范项目”、“泰安2011年度房地产业最佳
科技住宅奖”、“2011年度泰安最具影响力城市综
合体”、“2011年度泰安最佳商业地产”、“泰安市
优秀物业管理大厦”等荣誉称号；帝苑?香格里拉
项目被评为“2012年泰安收藏级稀缺名盘”和

“2013年泰安最值得期待楼盘”。
面对“十二五”发展的新机遇，山东泰山帝

苑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
照“和谐、务实、创新、高效”的企业精神，本着

“为客户创造生活，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员工创
造机遇，为股东创造回报”的企业使命，不断加
大项目开发与经营的科技含量，以广泛推进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己任，继续探索开发低碳
型、高品质的绿色生态房产，为建设现代化、生
态型的旅游城市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
出更大的贡献，实现企业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与员工权益的和谐统一，努力成为客户认
同、同行尊敬、社会认可的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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