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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泰泰城城本本月月新新房房网网签签已已超超八八百百套套
对比近3年来数据，今年开春“开门红”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 (记者
梁敏 ) 最近，由于杭州楼盘

大幅降价，楼市崩盘论再次发
酵。不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分
化，还是价格拐点，舆论环境已
经对楼市产生了影响，观望氛
围有所抬头。不过从数据上看，
泰安的楼市并不像互联网、微
信朋友圈里说的那么糟糕。截
至2月26日下午，泰安城区商品

房的网签数据为 8 4 8套，为3年
来同月份成交最高。

在泰安市住宅与房地产网
站上，本月交易数据统计还未
正式发布，参照实时更新的“当
月商品房销售排行榜”，记者计
算了86个新老项目的网签成交
数据，截至26日晚，总成交数为
8 4 8套，预计 2月份网签数据超
过850套。

网签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具体体现在8 6个有成
交记录的房地产项目中，不乏
志高国际、巨菱枫景园等一些
已交房入住的项目。不过成交
数据超过1 0套的项目中，大多
数都是目前热销的楼盘。其中
华新·新干线、华新新城、福盈
天际等前 5个楼盘成交数都在
40套以上，排名第6的御驾新苑

成交39套。
这个成交数据远高于2012

和 2 0 1 3 年同一月份的交易数
据。根据泰安市住宅与房地产
网公布的交易报告，2012年2月
份市区商品房仅成交 3 0 9 套，
2013年2月份成交了553套。

在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
泰城新楼盘也在不断涌现。上
周四，本报统计了 2 0 1 4年的新

楼盘，大约超过2 0个新楼盘今
年动工或上市销售，不少读者
来电咨询楼盘情况、询问楼盘
电话等。同时，一些之前并未提
到的新的房地产项目也主动联
系 本 报 。因 此 ，本 期《 黄 金 楼
市》，又将为读者推荐几个新项
目，如果您打算今年买套房，又
多了不少选择的余地。

泰泰城城新新楼楼盘盘推推荐荐

整个项目总建面积15万平
米，其中一期总建面积8万多平
米，金色领域一期由三栋高层
建筑构成，分别沿着万官路自
西向东次第排列，正南正北巍
然屹立，威仪不凡，北面对望泰
山，常年山脉之意象深植心灵，
愉悦人性方称得上宜居，金色
领域规划之初依据地势，摆出
颠覆常规的非围合式布局，栋
栋无遮挡，日照、采光、通风户
户均好。户型设计有60-90平米
精致两房，100-125平米舒适三
房，户型设计方正实用、全明通
透，视野开阔。

金色领域项目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9路23路直达项
目，是连接市中区与南部高新
技术开发区的桥头堡位置；北
面紧邻即将拓宽改造的万官大
街，建成后将成为泰安唯一的
90米宽双向8车道景观大道，连
接龙潭路与长城路，成为连接
泰城东西的又一交通主干道，
周边万官路学校、大白峪小学、
泰安中心医院分院、泰安超大
型购物中心名嘉广场跟项目一
街之隔，东临泰安首席公园式
购物广场—新华城国际广场，
方便购物、休闲、娱乐。

公司自己注资成立物业公
司，引进高端物业的服务配套
并斥巨资全面化配备十项高端
智能化设施，可视对讲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电子巡更系统、停
车场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周
界防越系统、UPS系统、防雷系
统、公共广播系统、综合布线系
统。另外基于以上10项高端智
能化设施，每户拓展了两项功
能，即紧急按钮和煤气泄漏探
测器，这是泰安高端小区都少
有的配置。公司为了客户生活
品质，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现
代化服务，舒适居住环境的需
求。项目已开工建设之中，营销
中心即将开放，为了给广大客
户的未来生活带来更多的惊
喜，金色领域欢迎各位盛邀品
鉴。

金色领域

在泰山云谷互联网产业园，
“生长”出一个10栋精美建筑组
成，总面积6 . 5万平米的精英社
区，在这里聚集了以互联网技术
精英俱乐部(iTechClub)成员为代
表的新财智精英阶层，园区首批
16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签约入驻，
与180位互联网精英共享园区。

项目作为泰山云谷互联网产
业园专家社区和重要配套，总占
地面积325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4914平方米，地上建造面积66765

平方米，园区绿化率达60%以上，
整个项目包括3栋18层云峰公馆
和7栋多层云墅洋房，共计470套
住宅。

园区建设由世界500强企业
“中铁十局”及中国建筑企业18强
“青建集团”联合施工，园区整体
工期为18个月，2015年底即可建
成投入使用。

云谷御和苑地理环境优越，
周边环境优美，是东部旅游区的
核心区域，北距环山路仅600米距
离，周边以建成东御道景区、碧霞
湖景区、方特欢乐世界、奥莱不夜
城、泰山温泉城、快乐驿站等旅游
配套资源，项目地块与投资180亿
元的鲁商城市综合体和投资26亿
元的泰山茶博园仅一路之隔，是
泰安东部碧霞国际社区的核心。
该区域是泰安即将崛起的集高端
居住、旅游度假、休闲玩乐为一体
的新东部国际中心。

御和苑户型设计大气方正，
户型面积从99平米奢华两居至
200平米墅质大宅。高层采用两梯
两户设计(即一梯一户)，多层采
用一梯两户设计，户型南北通透，
云峰公馆楼体进深仅11米，通风
采光俱佳，完善功能分区，在强调
业主居所需求上扩展厅、房、厨、
卫的标准，注重景观视线设计，让
更多的室内空间有良好的视野，
实现户户观景功能。客厅、餐厅即
融合在一起又相对独立，完善的
户型空间，使得建筑造型更显通
透、阔达的特点。云峰公馆层高
3 . 1米、云墅洋房层高3 . 3米，大气
阔达泰安少见。

社区配有标准8泳道恒温游
泳池、全民健身中心设施(包含健
身房、乒乓球室、羽毛球是、室内
网球馆)、4D高清影院、高端会所
等设施；同时百兆极速宽带免费
使用，4G及wifi无线网络全园区
覆盖，入住以此的业主还可享受
园区精英100培训计划，参与知名
互联网教育公司的人才培训，成
绩优秀者可优先进入知名互联网
公司工作，为您的孩子创造一个
美好的未来。

云谷·御和苑

华伟家园是泰安老城区
仅存的几个商业房地产开发
项目之一，位置极佳，项目北
临灵山大街，东临规划迎春
路南段，四周环路，交通非常
便利。规划后的灵山大街直

达高铁站，这里必将成为该
区域的龙头商业中心。项目
周边东湖银座，五马时代广
场等商业服务业成熟发达，
周边医院，学校，市场，银行
等配套完善，且项目毗邻东

湖 公 园 ，生 活
环境舒适宜人。

项目占地100

亩，总建筑面积近21

万㎡，总户数900余。沿
灵山大街有商务酒店与
商务写字楼各一栋，均为
地上2 2层地下2层，住宅楼7

栋，其中27层三栋，25层一栋，
23层一栋，8层两栋。绿化率达
到35%以上，并规划有近3000
㎡的幼儿园。项目现已全部封
顶，预计2015年初交房。

华伟人本着“金色畅想
理念”，用实力打造金色商
区，树立泰城财富汇集的新
地标。华伟人坚持“人本理
念”，规划人文绿色生活，建
筑现代化的绿色住区，宜居
乐园。

华伟家园 开发商：泰安市华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位置：灵山大街东段(原市化肥厂位置)

清华苑

清华苑具体位置在高
铁经济圈的核心位置，灵山
大街以北，荣昌路东侧，规
划路以南，三面环路，交通
非常便利。项目规划占地4万
平米，总建筑面积12万余平
米，绿化率 3 5 . 3 % ，总户数
992，并设有14000平米商业
和1100平米的幼儿园，为业
主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便利。

在规划理念上，项目力
求将小区规划成为布局合
理，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
施齐全，具有一定超前性和
导向性，具有良好舒适性，
安全性，经济性和地方特色
的居住环境，创造舒适，优
美，宜人的生活环境。

项目采用合围式布局，
由2栋27层楼和2栋28层楼组
成 ，为 提 高 业 主 的 生 活 品
质，小区楼间距达到100米，
确保每户都能享受充足的

阳光，中心景观面积达到一
万余平米，以适宜小区内所
有业主使用为宗旨，设置老
年人与儿童的专用场地，与
穿 插 到 绿 荫 间 的 坐 凳 ，石
桌，喷泉等设施成为一体，
有着亲切宜人的生活氛围。

项目位置优异，坐落于
整个岱岳区的中心位置，既
能享受岱岳区政府成熟生
活配套，又能把握高铁新区
巨大商机。项目现以开工，
敬请关注。

开发商：泰安市华伟房地产有限公司
位置：高铁经济圈的核心位置

鲁商国际社区
开发商：山东省商业集团所属鲁商置业
位置：泰城环山路东段，碧霞大街南侧

鲁商国际社区是泰城东
部的重点项目，位于环山板块
东部，碧霞大街南侧，自然环
境优美。是继成功开发泰安银
座城市广场以来，鲁商置业在
泰安开发的第二个项目。其总
占地面积达2130亩，总建筑面
积约1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180亿元，涵盖住宅、购物中
心、星级酒店、特色商业街、商
务写字楼等多种业态。

项目规划了占地150亩的
中央水景主题公园，“银座购

物中心旗舰店”，银座健身及
银座双语幼儿园也将陆续入
驻……一座生态之城、生活之
城、活力之城正在兴起。鲁商
国际社区一期将于2014年下半
年正式对外销售，敬请期待。

山东省商业集团是省属
国有企业，经过二十余年探
索发展，现已成长为横跨零
售、地产、制药、酒店旅游、文
化传媒、金融、教育等多个领
域的多元化企业集团。2013年
实现销售收入745亿元，实现

利税35亿元，在2013年发布的
中国企业500强中位列第182

位，连续多年位居山东服务
业首位。

房地产业是鲁商集团重
点产业，作为鲁商旗下专注
房地产开发的产业次集团，
目前鲁商置业已在济南、青
岛、北京、重庆、哈尔滨等城
市开发有30多个项目，去年
开工面积近180万平米，销售
额突破了130亿元，综合实力
名列山东地产企业前列。

开发商：泰安广晟置业
位置：万官路与长城路的

交汇口东南角

开发商：山东泰山云谷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

位置：环山路与泰明路交汇处
南600米，泰山职业技术学院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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