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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黄金楼市

恒恒基基··都都市市森森林林开开放放样样板板间间
营销中心一天接纳千余看房者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记者 梁
敏) 2日，泰城备受瞩目的恒基·都
市森林项目举行了盛大的接待中
心启用暨样板体验区开放仪式。数
百组意向客户近千人齐聚楼盘门
前广场，为了保证营销中心和样板
间的接待质量，恒基置业组织购房
者分批进入，还为等候的市民准备
了精彩的演出。

“你们也来看房子啊，可巧了，
咱成邻居了。”2日一大早，恒基·都
市森林项目广场上，不少购房者相
互寒暄着，作为一个以提升泰城居
住品质，媲美一线城市高端楼盘的
项目，其购房者大多是各个领域的
精英人士，在各种圈层中都有交
集，很多都是熟人。当天上午汇集
了数百组购房者前来参观，开发商

不但公开了营销中心，还有2套精装
修样板间。此次开放的样板间分别
是92平米两室两厅一卫以及149平
米三室两厅两卫户型，几乎每一个
样板间外都有人排队等着参观。

各栋楼之间还有工人在培植
景观，小区所有树木都是全冠移植
的高大乔木和各种灌木，记者随便
挑了一棵银杏树量了一下，足有三
拃粗。从样板间的窗户向外看，满
眼绿色。结合周边绿化与硬质铺
装，设计师依托地形变化打造雕塑
水景、叠水瀑布、林间水溪等别具
特色的景观节点，配合层次丰富的
下沉式景观，营造出节奏鲜明，高
低错落的园林景致。

据了解，恒基·都市森林项目
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由上海久一

国际和北京EDSA全面负责，设计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森林绿
色主题。整个项目中，约600米的纯
水岸与200亩园林一起，营造出可以
媲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高端楼盘
的居住品质。

恒基置业作为泰安本土老牌实
力开发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房地
产开发经验，历经九年尖峰磨砺，精
工造城。恒基·都市森林，再推品牌
价值高峰。该项目位于泰山南麓，环
山路以南，擂鼓石大街与佛光路交
叉路口，与宝龙城市广场，嘉德现代
城、青山家园、彩虹新苑等住宅区依
次相连，地理位置绝佳。目前，一期
项目全部准现房呈现，即将开盘，有
意向的置业者不妨到位于项目现场
的接待中心咨询。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 (记者
梁敏 ) 6日，位于长城路中段

的新陶名苑项目启用营销中心，
正式拉开了“新陶名苑”项目的
销售序幕。

“新陶名苑”项目位于长城
路中段与灵山大街交汇处，距离
高铁仅三公里，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生活便利，周围覆盖有医
院、学校、大型超市，为小区居民
提供了便利的医疗、购物、教育、
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条件。本项
目占地26876㎡(约41亩)，总建筑

面积131979㎡，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为 9 4 0 6 6㎡，地下建筑面积
37913 . 62㎡，建筑密度为20%，容
积率为3 . 498，绿化率为37 . 13%，
整个小区共建有住宅765套，停
车位769个，87—140㎡多功能户
型任你选。

目前房子预订过半，鲁安能
源地产公司将把新陶名苑工程
建设成高标准、高质量的样板工
程，成为“新陶名苑”全体业主居
住的骄傲和自豪。

开发商鲁安能源集团公司

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提升思
想境界，创新发展思路，做大做
强煤炭主业，稳步发展非煤产
业，企业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始终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势
头。此次进军房地产行业，打造
百年居住经典是追求的宗旨，也
是集团实施“五年发展战略规
划”中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企业
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的具体
体现，在企业改革发展史上掀开
了崭新的一页。

新新陶陶名名苑苑营营销销中中心心盛盛大大启启用用
长城路又一新楼盘拉开预售序幕

华天御园
圆梦之旅落幕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记者 梁
敏 ) 10月1日上午，在华天御园营
销中心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十
一御园圆梦之旅活动”，现场吸引了
约200多名新老业主的参与。活动当
天，华天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主
办方专门为到场的嘉宾们设置了精
彩的表演、幸福的互动游戏、激情澎
湃的抽奖等精彩环节。并于当天抽
出了总价值60万元的豪礼，让到场
的嘉宾在华天御园度过了一个幸福
而愉快的上午。。

据销售人员介绍，活动当天对
一直支持华天御园项目，并介绍亲
朋好友也一起来购房的老客户给予
了每介绍成交一套房子就送价值
1000元的山东一卡通一张，后续此
政策会一直进行，感谢一直以来支
持华天御园项目的广大朋友们，将
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及优惠，欢迎您
加入华天御园的大家庭。

活动当天华天御园为我们现场
嘉宾抽取大金额的购房款抵用券，
抽中的幸运嘉宾无不欣喜万分，纷
纷表示会在近段时间购买心仪已久
的房源。我们期待更多的购房者前
来选购，也将一如既往为大家提供
高品质美宅。

9月28日上午，泰山国际汽
配城一期商铺启用暨接待中心
开放仪式隆重开幕。

中国汽车配件用品市场协
会副会长冯苹、山东省泰安市
行业协会管理办公室秘书处秘
书长解婕、广州浩商房地产咨
询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远爱
香、泰安市宏兴经贸有限公司
及相关领导、10余家新闻媒体
的记者和数百名泰山国际汽配
城业主、经销商代表参加了开
放仪式。

泰安市宏兴经贸有限公
司、泰山国际汽配城总经理臧
好杰在致欢迎词时说：“泰山国
际汽配城是2012年政府重点开
发项目，是泰安市相关部门为
了顺应民心，改变目前泰城汽
车配件市场那种散、乱、差的局

面，改善影响国家旅游城市形
象而批准开发的唯一一个汽配
行业专业市场。项目建成后，能
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
地方财税收入，填补区域市场
空白，对周边县市起到辐射带
动作用，引领鲁中地区汽车后
市场行业实现产业升级，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
著。”

中国汽车配件用品市场协
会副会长冯苹在致祝贺词时说：

“协会是由全国700余家汽车、配
件和用品专业市场负责人共同
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的民间行业
组织，是目前我国汽车市场最具
权威的行业组织之一。协会协同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国
家汽车零部件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中国汽车汽配用品行业联合

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全国
汽车配件交易会’，已经成为我
国汽车行业生产企业和销售渠
道不可或缺的交易平台，从计划
经济时期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
了73届。第74届全国汽车配件交
易会将于2013年11月2日至4日在
广州举办。为了更好的支持项目
的发展，协会将在第74届交易会
上与泰山国际汽配城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掀开全国性行业组
织同地方专业市场展开合作的
新篇章，为汽配城的产业升级、
创新和发展提供坚强的资源保
障，这无疑将为汽配城的发展添
砖加瓦，为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动
力，为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做出
一份贡献。近期，泰山国际汽配
城已经被中国汽车配件用品市
场协会、中国汽车汽配用品行业

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提名为‘2013

年度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专
业市场’。”

在交流中，嘉宾们还就加
盟泰山国际汽配城运营管理
后，如何利用项目自身优势、
借力协会这个平台、充分利用
行业资源、切实做好市场培育
这个重要环节、努力打造一个
欣欣向荣的繁荣市场而即将
实施的一系列培育措施进行
了分享。

据悉，泰山国际汽配城一
期项目所有商铺已经抢购一
空，招商签约率达到85%，计划
于2014年元旦节开始试营业。
二期工程即将于2013年10月中
旬开工，2014年6月底竣工，2014

年国庆节举行盛大的开业庆
典。 (田阳)

泰泰山山国国际际汽汽配配城城一一期期商商铺铺启启用用
暨接待中心开放仪式隆重举行

润润英英美美庐庐将将举举办办产产品品发发布布会会
10月13日为您讲述何谓三亩半院子，五重景观体系

作为泰山脚下的顶尖别墅
项目，奥特·润英美庐吸聚了全
城高端人士的目光，特别是“中
国山水别墅金奖”的殊荣，更使
润英美庐项目成为了泰安别墅
的代言者。10月13日，奥特·润
英美庐产品新闻发布会即将在
东尊·华美达酒店至尊厅盛大
启幕。现诚邀社会各界领袖人
物，共品传世国墅风范。

奥特·润英美庐项目由山
东奥特置业携手国际一流设计
团队联合打造。在本次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加拿大奥雅园林等设计大师将
齐聚一堂，针对项目社区规划、

园林设计、建筑设计等进行全
方位的深度剖析，探讨中国高
端生活智慧，为大家揭开真正
的“中国院墅”神秘面纱。

奥特·润英美庐位于泰安
市西部旅游经济开发区，东岳
大街西段。背依泰山接千年龙
脉，南临天平湖聚丰腴气蕴，前
有龙山、凤凰山作案头，后有轿
顶山，龙翔凤鸣之地，如烘托项
目地势如同宝座一般，背山面
水，藏福聚财。

奥特·润英美庐由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美国HZS担纲
社区规划，全球大师团队联袂
打造。170席新中式纯别墅社

区，成就泰城名士望族的圈层
领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陈
一峰等大师团队主笔设计，原
创L型、C型联排院墅；双首层
独栋式S、N双拼别墅；800余平
米独栋院墅，最大赠送庭院面
积可达三亩半。

有两亩院子才敢称别墅，
而奥特·润英美庐有三亩半。三
亩半的院子，三进式庭院，打造
别墅天工之境。奥特·润英美庐
项目园林规划由加拿大奥雅景
观担纲，充分吸纳了中国传统
园林的精髓。五重景观体系，步
移景异，既有北方皇家园林的
浑厚刚劲，又有苏州私家园林

的淡雅轻盈，因地赋形，借山造
景，以高标准的现代化生态社
区为蓝本，打造高品质、原生态
的世界级山居别墅住区。

奥特·润英美庐采用全方位
的智能安防系统，24小时确保业
主365天安全生活。在社区入口设
置蓝牙智能系统车档，电子围栏
以及四周有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在社区公共区域内每个路口均
有监控系统。私家区域内，智能
防盗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红
外幕帘，让业主可随时远程监控
家里的情况。两大区域，层层布
防形成九重智能安防体系，为业
主打造安全无忧社区生活环境。

恒基·都市森林已经呈现出媲美一线楼盘的品质。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山东鲁安能源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吕龙海，与山东鲁安地产总经理
穆玉辉一同触动启动球。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华天御园现场嘉宾抽取大金额
的购房款抵用券。 本报记者 梁
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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