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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五城

引领环渤海低密生活

“大器世茂、大美世茂”是对世茂旗下
项目价值的形象描述。前者指占据各城市
核心地段的20余个世茂城市综合体项目。

“大美”则是世茂旅居地产、资源大盘模式
下的各项目，在城市郊区或稀缺自然资源
丰富的地区，世茂运用综合开发模式，引
入或创造城市独特资源，结合现有稀缺资
源，迅速打造从基础设施到宜居住宅的现
代化新城，带动城市新城发展。

环渤海区域的一系列产品即是“大美

世茂”的典型。2013年2月份，世茂在济南取
得白马山啤酒厂地块。曾经，北冰洋啤酒
名噪全国，创造了济南人无数的骄傲。如
今，环绕白马山依山而建，占据私属山体
资源的世茂原山首府结合地形打造园林
景观，户型、配套纵向延展，高低错落，近
可宁静，眺可致远，集自然之美和文化之

美于一体。其首批120至160平米花境悦墅、
80至120平米瞰景高层即将于四季度首次
亮相。

“云服务”再布局

软性价值助力终极居所

今年四月，世茂正式发布其发展战
略，与城市共生，做“城市进化先行者”。

在这一加诸自身的使命下，世茂马上
面临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城市密度翻番、
土地资源稀缺等前提下，如何为中坚客群
打造理想家园?世茂的答案是，将第一居所
变成终极居所，打造“世茂终极居所模
式”。而土地价值再造和软性价值再生成
为世茂解开这一命题的两把钥匙。

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打造系列创新
性低密度产品，世茂变“高”为“低”，一举
改变土地空间性质。这种土地价值的再
造，成为满足人们低密度生活终极居所梦
想的有力方式。而通过“云服务”平台为核
心的软性资源整合是世茂打造终极居所
的另一把钥匙。今年6月，世茂“云服务”在
上海率先启动。通过整合多种资源对接客
户，业主全面生活需求在云服务平台得到
响应和满足。

10月19日，为答谢广大新老客户
对于鲁商凤凰城项目的支持与厚爱，
项目营销团队筹划并执行了“盛放双
公园”大型嘉年华活动，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现场2000余名新老客户及数
十家主流媒体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大
的时刻。

本次嘉年华活动分为竞技比赛、
演艺、互动抽奖等多种活动形式，种
类繁多、形式多样，活动规模堪称嘉
年华。嘉年华活动的主会场——— 唐冶
体育公园，与鲁商凤凰城仅一条马路
之隔，公园定位为“大众化生态运动
休闲公园”。园内绿树林立，各项设施
配备齐全，中间设置宽广的休闲广
场，公园在服务于周边区域的同时，

辐射整个经十东路片区，它作为对北
部体育场馆的补充，成为大众化的、
生态的健身、运动、休闲的公园。据公
园工作人员介绍，体育健身体验轴是
集中的体育活动区，且树阵下布置大
量健身和休息器械，活动当天，足球场、
篮球场、兵乓球场、综合运动场等4大场
馆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并分别在场地内
设立趣味运动竞技比赛及丰厚的礼品，
数以千计的客户踊跃报名参加。此外，
公园中心广场还设置了娱乐演绎区及
自助活动区。另外，会场入口处设立了
直升飞机静态展示区，并安排工作人员
进行“秋天随手拍”小型互动活动，客户
在游玩途中，可以随时利用拍立得的镜
头获得难忘的相片，并发送到微信朋

友圈附带感言，感受活动内外另外一
番欢乐的景象。各个活动现场均井然
有序，客户亦纷纷热火朝天地参与其
中、乐在其中。

据悉，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鲁
商凤凰城继2012年一期产品完满收官
后，二期90-140m2俯景户型也将于10

月27日迎来开盘，项目本身也为业主
配备了60亩私属公园，加上马路正对
面的唐冶体育公园，形成济南难得一
见的双公园住区，记者了解到，鲁商
凤凰城二期现已全面接受预约，均价
为5999元/m2，客户到访可以领到万元
代金券，同时在销售现场，鲁商凤凰
城亦精心准备了五重购房大礼静候
新老客户的莅临。

鲁商凤凰城“盛放双公园”嘉年华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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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世茂集团“谦手世茂，寻找梦想合

伙人”大型魔幻秀在北京国际饭店上演。来自全

国百家媒体代表与世茂环渤海区域逾千名业主、

客户齐聚一堂，欣赏著名华人魔术师刘谦献上的

精彩表演。作为世茂整合“软性价值资源”的一项

重要内容，北京站成功巡演后，“谦手世茂，寻找

梦想合伙人”十一站全国巡演完美落幕。

作为其中的一项最重要创举，世茂“云服务”

战略当日再次宣布重大计划：“云服务”战略将全

面部署世茂环渤海区域。

十艺节如火如荼的举行，
人们在享受这场艺术的饕餮盛
宴的同时，仅有少部分能透过
表象看到此中蕴藏的无限商
机。十年前的高新区如同今日
的西部片区一片荒凉，在济南
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形
成的具有240万人流的大社区。
丁豪广场作为东城唯一大型城
市综合体，成为投资新宠，2013

投资最大赢家桂冠。
丁豪广场，位于高新会展

中心对面，集公寓、商业、五星
级酒店于一体，35万m2总体量
吸纳 2 4 0万人消费需求，4 0 -

120m2投资公寓空间百变，自由
分割，兼备办公、居住各种功
能。

丁豪广场购物中心共吸引
200余家名品入驻，日前，华
润万家、横店影城、特色餐饮
已入场装修，力促年底全面开
业。丁豪广场40-120m2商住两
用公寓7280元/m2起钜惠全城。
现高新区公寓租金在1800元/平
米，按7%租金回报率，8%不动
产升值率计算，一套40m2公寓
五年后净收益约38万。现在购
买丁豪广场公寓即可获得1000

元/m2精装。

秋天是登山的黄金季节，
携家带口或邀上三两知心好
友在金色的秋天一起去享受
登山的快乐已是都市生活的
时尚。鲁能领秀城，坐拥泉子
山、鏊子山、望花楼山三山，离
自然很近，离城市不远，轻松
圆你的金秋登山梦。

鲁能领秀城在繁华城市
和宁静山林的平衡点上，将三
山大美纳入城中，为数万业主

及泉城人民打造出一座集休
闲、娱乐、健身、养生于一体的
原生态森林公园，开辟登山健
身区、探险乐园区、森林氧吧
区，打造三重环山路和8条登山
线路，以及清风亭、望岳峰、石
林等1 8大景点，满足老人、情
侣、上班族、健身爱好者等不同
人群的登山乐趣。业主邹女士
坦言，她自从搬到领秀城以后，

每天坚持去登山，“山就在家门
口，每天不去爬一下都觉得浪
费，三个月下来居然瘦了20斤，
既锻炼身体又减肥。”

来鲁能领秀城登山不仅可
以强身健体，更是一种融于自
然的养生之旅，原生的三山和
万亩森林公园，绝非城市中的
绿地花草所能比拟的。尤其是
望花楼山高达95%的森林覆盖
率，山中动植物资源丰富，全景
阔叶林和针叶林间杂，让这里的
负氧离子含量明显优于其他区
域，空气更清新健康。从泉子山
登山下来，漫步于此，听最自然
的鸟语虫鸣，赏最原生态的花
草树木，沉浸在缓慢的时间里，
体会那失去多年的自热纯净。

这个金秋，来鲁能领秀城
登山吧！在攀登中感悟生活，在
与自然的对弈中修身养性！

10月26日，鲁能漫山香墅
将举办“慢生活·享健康·漫山
香墅户外体验之旅”低碳踏秋
活动，向广大业主及济南高端
客户发起倡议，倡导低碳出行，
引导健康的慢生活理念。

漫山香墅此次户外体验之
旅由骑行和登山两个环节组
成，其中登山环节设在鲁能漫
山香墅森林公园的泉子山。参
与户外体验之旅的朋友将在骑
行环节结束后，从漫山香墅森
林公园入口处开始登山，最终
在鲁能漫山香墅营销中心结束
本次体验之旅。

泉子山地处济南南部生态

资源的核心地段，自然环境优
越，空气清新，是很多户外爱好
者心仪的胜地。

本次活动分三站，第一站：
体育中心东北侧广场；第二站：
鲁能漫山香墅森林公园入口；
终点：鲁能漫山香墅销售中心。

这将是一次超乎想象的旅
程，更是挑战自我，认识自我的
体验之旅。我们将以意想不到的
方式亲近自然：骑行、登山……
精彩绝伦的户外活动，因为在漫
山香墅,所以不同凡响。

漫山香墅户外体验之旅活
动目前正在火热报名中，欢迎
您的参与！

丁豪广场商住公寓钜惠全城

走，去鲁能领秀城登山！

鲁能漫山香墅户外体验之旅报名中

10月21日，鑫苑置业与苏宁跨界
战略合作发布会在济南银座索菲特
酒店隆重举行。山东鑫苑置业与苏宁
方面领导悉数到场，十余家媒体一同
见证了发布会的整个过程。

在众人的期待与瞩目下，上午10点
整，主持人宣布活动正式开始，苏宁与
鑫苑置业领导分别致欢迎辞，双方均表
示对此次合作表示期待，并分别就各自
公司的发展历程、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当
前的良好合作机遇发表看法。活动最后

由双方领导一同按下启动水晶球，宣告
鑫苑置业与苏宁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

此次山东鑫苑置业与苏宁的合
作，是基于双方在品牌高度、社会责
任，战略规划、发展愿景上的高度契
合，通过发挥行业优势，利用各自的
行业地位及市场影响力，在产品、渠
道、传播等多方面进行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向各自顾客提供多层次、全
方位、高标准的服务，共抓机遇、分享
价值，实现战略共赢。

鑫苑置业举行跨界合作发布会

借重省会济南的优势，在山东布
局的唯一一家海宁皮革城选址济南，
日前，中国皮革第一股海宁皮城发布
公告，海宁中国皮革城与山东海那集
团签订合作协议，进驻齐鲁大地。

据了解，海那集团将于10月31日
在营销体验中心隆重举办总部公园
产品说明会暨海宁中国皮革城签约
仪式，届时国际一线大牌范冰冰和国
内知名主持人孟非亲临现场。

海宁中国皮革城，在中国皮革界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最具竞争力优势，素
有“皮革市场航母”之称。中国皮革行业
第一股，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创造了被业界誉为“一直被模仿，从未
被超越”的“海皮模式”。海那城位于西
二环美里路，距绕城高速天桥出口、二
环西路高架仅有数百米距离，距高铁西
客站仅有四公里，地处高速、高铁、高架
汇集的三高聚焦点。这使得海那城打造

大商贸旅游综合体成为可能。
在海那城营销体验中心，发现现

场认筹的火爆气氛大大超出预料。置
业顾问刘经理介绍说，最近海宁皮革
城进驻海那城的消息一出，好多的企业
老板和投资的客户络绎不绝，西二环开
通后，很多客户直接开车到现场询问认
筹活动。而在这些客户当中，用来投资
的竟然还不少。可见西二环高架路的开
通对此区块带来的巨大利好。

海那城10月31日签约海宁中国皮革城

10月19日，祥泰汇东国际的客户
们又再一次重聚在售楼处，开启了新
一次的祥泰实业途家海居之旅。祥泰
实业每月举办一次的青岛途家海居体
验之旅，既增进了客户、业主之间的情
感交流，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真切了解途
家运营模式的机会，又能让客户感受青
岛的海滨风情，享受周末的舒适。

在青岛途家那鲁湾项目，针对业
主提出的“途家管理下的公寓月租金
如何保证，怎能保证入住率呢？”途家

工作人员介绍，通过途家平台和途家
管家，分散的公寓被整合成为零散式
星级酒店，途家品牌已经被高端客群
所认知并信赖，联合携程网等一流线上
酒店订购平台，高端租客业务可以充分
保证。听了途家工作人员的介绍，新老
客户们纷纷表示，祥泰·汇东国际真是
为客户着想，这种投资模式值得托付。

在入驻酒店后，祥泰·汇东国际
还为业主们安排了黄岛金沙滩与青
岛极地海洋世界的游玩。作为花园

路、奥体西路十字金街唯一地标性高
端商务公寓，祥泰·汇东国际项目已
经进入最后的装饰装修阶段，片区竞
品最早交房不在话下。项目推出33-
86m2全能公寓，1200m2整层办公自由
分割；途家共管机构进驻，全程托管
年赚六万，让您轻松做个翘腿房东。
项目还推出270-550m2临街旺铺，双轻
轨联动泉城，独享百万人口消费力，
45%升值钱景驱动财富未来，1万6每
平起现房惜售。

祥泰以高资回报模式征服新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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