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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海环宇城正式
启幕。环宇城·UniMall是中海地
产推出的商业地产系列品牌，济
南中海环宇城位于中海国际社区
的北边，坐拥阳光新路和二环南
路的十字口地带，代表了泉城南
部商圈真正意义上的都市综合
体。居住与商业完美的结合，生
活品质也将再提高一个层次。周
边的社区也将受惠于大型商业带
来的便利。300万平米的城市综合
体也将成为省城南部的又一城。

华润兴隆项目将在省城南部
打造中国首个都市泛旅游综合
体，首期住宅产品华润中央公园

打造90—160平米舒适户型。虽
然14000-16000元/平米的价格让
人有些望而却步，1 . 8容积率、
多数为18层小高层、周边山景环
抱以及舒适的户型设计使华润中
央公园仍成为省城热销楼盘。据
悉，未来华润兴隆项目依托紧邻
济南城区的有利地理区位和南部
山区优越的山水生态资源的优
势，结合济南旅游需求，打造主
题游乐、商业、生态公园、酒店
会议、人文居住五大功能板块，
构筑中国首个都市泛旅游综合
体。

伟东置业打造的白金瀚宫也

已进入认筹阶段并即将开盘。据
悉，此次推出的二期组团，位于
小区中央景观区，均为8-11层低
密度小高层产品，80-290平米全
线户型，满足各阶层客户的不同
需求。

省城南部在售楼盘并不多，
但每一个项目都是精工之作。从
现有规划来看，中海、华润、鲁
能“三国鼎立”，坐落在二环南
路沿线，每个项目都有教育、商
业等生活配套，同时在精品住宅
基础上，还将开发别墅产品，形
成南部一座座城中城。

(楼市记者 马韶莹)

9月12日，“2013中国房地产
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发布，金科股份以67 . 03亿
元的品牌价值，入选2013年中国房
地产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品牌价
值十强，名列第七，名列中西部房
企第一。这已是金科连续5年荣获
“中国地产品牌价值10强”，与
2009年以20 . 87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
“ 中 国 房 地 产 公 司 品 牌 价 值
TOP10”第10位时相比，4年时间
金科品牌价值增长三倍。同时，
“金科大社区”品牌则进入2013年
中国房地产项目品牌价值十强，排

名第六。
与金科的“品牌价值TOP10”

同时颁发的，还有金科大社区获得
的2013年中国房地产项目品牌价值
TOP10，这是所有上榜项目中，唯
一超越项目品牌，以企业品牌胜出
的多项目群。这说明金科社区文化
建设走在前列，已成为全国榜样。

而“金科大社区”赢得品牌知
名度的是其精品物业服务和“美善
相随”的“金科邻里文化”。在产
品力之外，金科独具文化魅力和亲
和力的社区文化也成为其品牌的重
要支撑。

2008年金科开始在全国社区中
推广“美善相随，邻里幸福”的社
区文化，提出敬老、爱妻、亲子、
睦邻、惜己的口号，并重金投入社
区建设，为金科业主搭建起邻里温
情的沟通平台。被称为“中国式美
好”的“金科邻里文化”成为“金
科大社区”的品牌文化内涵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2008年开始，金科每年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60次大型万人活动，
5次大型邻里活动，通过一系列邻
里互动和邻里平台的构建，不断拉
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塑造了“远

亲不如近邻”的社区文化，金科邻
里万人艺术季、金科邻里万人运动
会以及金科邻里万家宴等丰富的邻
里万系列活动，将“美善相随”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传递到每个金科
业主中去，深入到每个业主的心
中。

金科倡导的“中国传统邻里文
化”在金科大社区的推广和普及，
不仅很好地推动了金科的品牌建
设，更满足了现代人渴望交流的心
理诉求，塑造了和谐共生的邻里文
化，形成了良好的社区生态，成为
了中国社区建设的一个良好的样

本。
据悉，金科城作为金科地产的

首席力作，傲据西部新城，扼守齐
鲁门户。以打造700万人的都会中
心为蓝图，是集品质居住、精品商
业、高端办公150万㎡的城市综合
体，依照“景观最大化、舒适最大
化”的整体原则，始终遵循“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金科城从整体
规划到建筑工程、园林植造、户型
设计等各个环节，一路携手国际一
流的团队，为济南打造现代城市人
居的理想实践区。

近年来，随着清河流域环境
治理的实质性改善和超大型房地
产项目的进驻，作为济南北部新
崛起的重要发展极，滨河新区的
发展正逐日得到济南市民的赞许
和认可。同时在翡翠外滩、鑫苑名
家、翡翠清河、北大时代、尚品清
河等优质楼盘的推进下，滨河新
区交通、教育等生活配套日益完
善，逐渐归为主城区域。

北部正成楼市供应大户

业内人士表示，在济南的楼
市格局中，北部地产的发展长期
受制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环境，另
一个就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
由于小清河沿线环境及道路的改
造，目前济南北部环境已经得到
提升，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购
房目光转向北部。北部楼盘半年

均价也已经到了每平方米8000元
左右的价位，主要开盘项目为历
山北路与小清河路交界处70万平
米的住宅项目鑫苑名家，8月底
开盘价格为均价8800元/平米。
下半年开始陆续交房，项目分四
期开发，主力产品为120-200㎡

市区稀缺花园洋房，95-105㎡紧
凑及舒适三居，75-80㎡两居和
5 0㎡单身公寓。共4 7栋，超过
5000户，包括18层、25层、33层
的高层， 8层的花园洋房及公
寓。高层产品为58平米经典一
室，85平米全明两室，95平米通
透三室，115平米舒适三室，洋
房面积区间为140-270平米。位
于清河北路和二环东路交口的西
北角的重汽翡翠外滩经过近一个
月的认筹余9月28日盛大开盘，此
次开盘主推90-140㎡的海派户型
二百多套，在开盘2个多小时的时

间里，成交量达到90%，至中午12

点选房结束，销售额达到2亿元。

规划构筑区域新方向

作为省城北部的区域性门
户，滨河新区集聚了黄河、小清河
等核心资源，是济南“山泉湖河
城”的重要生态承载区。滨河新区
的规划，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城
市功能跨越性与品质性，形成的

“一心一轴四区多点”的城市空间
发展结构，让承接市中心与北跨
的中心要地有了新的蜕变。

去年10月24日，孕育3年之久
总建面达500万㎡的徐李片区首
发地块被北大资源成功摘牌，大
量填补北部乃至济南的匮乏资源
即将引入，预示着2013年省城北
部将成为济南楼市发展的全新亮
点。据了解，项目预计户型面积90

-200平米。前期规划配套完善，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售楼处已建设
完工，即将开放。

随着鑫苑名家、翡翠外滩、
500万徐李片区的陆续建设，将极

大增加北部乃至济南市未来的商
品房供应面积，将使北部城区摆
脱城市置业配角从而成为济南市
民置业的全新热土。

(楼市记者 杜壮)

金金科科品品牌牌价价值值中中西西部部第第一一

北北部部渐渐成成市市民民置置业业新新热热土土

南南部部崛崛起起一一座座座座““城城中中城城””
提起南部，人

们除了想到山区，
还想到高品质的居
住。老济南的话：
“买南不买北”的
置业观念至今仍影
响着不少购房者。
深耕南部多年的鲁
能领秀城更是打造
了更高的南部居住
品质，走进社区仿
佛置身另一座城。
随之而来的中海地
产、华润置地、祥
泰置业、融汇地产
等也将着力打造南
部品质楼盘。

楼盘名称 位置
主力户型

（平米）

价格

（元/平米）
优惠活动

重汽翡翠外滩

清河北路和二

环东路交口的

西北角

90-140 7300起价

5万抵7万

商贷一次性98折

按时签约99折

鑫苑名家

济南市天桥区

历山路与小清

河南路交汇处

公寓4 0- 8 5平米，

高层58-115平米，

洋房130-270平米

均价8 8 0 0

元/平米

花园洋房组团火

爆热销，最高优

惠10万元。

重汽翡翠清河 工业北路277号 44-60公寓 8200起价 特惠房优惠4万

楼盘名称 位置
主力户型
（平米）

价格
（元/平米）

优惠活动

鲁能领秀城
舜耕路与二环
南路交叉口

86-156 8400-9800 无

中海国际社区
阳光新路与二
环南路交叉口

南行500米
90-165 均价9000 5000抵20000

华润中央公园
二环南路与舜
耕路交汇处东
行2公里路北

140-160 14000-16000 暂无

祥泰广场
英雄山路西侧，
英西南路南侧

40-80 公寓均价8800 全款98折

白金瀚宫 玉函路156号

8 0- 1 1 0两房、
110-150三房、
160-170四房
160-290复式

现房均价12000 认筹3万抵6万

融汇爱都
二环南路与英
雄山路东南角

95-115 起价7500 5000抵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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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年发展，南部地产已成规模，因配套成熟受购房者青睐。蔡阿兴 摄


	D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