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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岸岸33 .. 33街街院院样样板板间间开开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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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黄金楼市

6月8日晚由泰安新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新
华城·南郡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
球宝贝选拔大赛”总决赛，在新
华城国际广场现场隆重举行。现
场人山人海，灯火璀璨，座无虚
席，热闹非凡。

作为世界上最高荣誉、最高
规格、最高水平、最高含金量、最
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世界杯的
转播覆盖率甚至超过了奥运会，
其无疑成为全球最大体育盛事。
每隔四年，全世界人民都会尽情
疯狂一次。而作为世界杯的助力
队伍，足球宝贝已成为活跃在世
界杯上一条靓丽多彩的风景线。
她们激情四射、充满活力，他们
美丽健康、阳光向上，世界杯因
足球宝贝而更加精彩。秉承积
极、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新
华城·南郡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
球宝贝选拔大赛”也随之盛世启
动。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角逐，来

自泰安各大高校及专业培训机
构的32位模特拖影而出。在总决
赛之夜她们分别代表了世界杯
32支队伍，经过宝贝亮相、宝贝
晚装秀和比基尼秀三个环节，代
表科特迪瓦队的张帅最终征服
全场夺得冠军，代表阿根廷队的
李心可获得亚军，代表澳大利亚
队的邢自静则获得了季军。

一等奖(冠军)奖品为5000元
现金、5万元新华城南郡住宅购
房代金券、5000元新华城国际广
场现金消费券；二等奖(亚军)奖
品为3000元现金、3万元新华城
南郡住宅购房代金券、3000元新
华城国际广场现金消费券；三等
奖(季军)奖品则为2000元现金、2

万元新华城南郡住宅购房代金
券、2000元新华城国际广场现金
消费券。与此同时，进入32强的
其他选手均可获得500元现金、
1000元新华城国际广场现金消
费券，所有奖品均由NCC新华城
南郡提供。

大安·绿视界以巴厘岛风情
空降泰城开创了房地产形态新
纪元，首席生态大盘的美誉让大
安·绿视界成为纷纷效仿的标杆
楼盘。是什么让大安·绿视界受
到置业者和业界如此高的关注
呢？作为本地领军房企大安集团
的扛鼎之作，大安·绿视界拥有
无与伦比的品质保证，拥有22年
开发经历，精品项目数不胜数，
这样的集团开发背景，品质自然
不在话下。

卓越的不仅品质，还有美景

品质卓越，景致更是美不胜
收！3年心血，4000万景观投入，
大安集团几度远赴巴厘岛，将最
美的特色景观带入泰安，谱写了
一曲原汁原味巴厘岛景观的华
美篇章。

大安·绿视界，取巴厘岛之精
髓，完美演绎原汁原味巴厘岛园
林景观。数趟的考察，大安集团撷
取了纯正的巴厘岛风情园林精
萃，洞悉巴厘岛的文化真谛。在小
区巴厘岛园林景观设计中，采撷
了巴厘岛景观依地势而建，外部
海阔天空，内部围合成庭院，小巧
玲珑，形成了内外对比、高低起伏
的景观特色而进行设计。整个园

林景观给人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反
差，效果与众不同。

自然与人的和谐对话

大安·绿视界坚持“以人为
本”为设计的核心理念，尊重项
目地块形状，根据泰安地理、气
候条件等，并配合周边旅游生态
景观，对整个社区进行丰富的景
观规划。强调多层次、系统化、立
体化，恰如其分地做到了内外环
境、城市大环境与社区小环境的
和谐统一。

美景如画，进展亦不逊色

主入口“太平有象”寓意吉祥
平安，更给业主归家带来前所未
有的视觉享受，目前已淋漓尽致
呈现。楼王前超大水景广场，让你
在远眺泰山的同时享受山水辉映
的美妙画卷，凉风徐徐伴随水面
碧波涟漪，在炎炎夏日送来更多
的清爽，这便是度假生活开始。

美景如画，施工进展亦不逊
色，目前二期在建楼栋已全部封
顶，首期巴厘岛景观全线展示。与
此同时，“百万豪礼 倾城矩献”
购房特惠火热进行中，预定即有
机会赢取汽车大奖，另有豪华电
器礼品相送，奖品总价值逾百万。

新华城·南郡2014巴西世界杯
足球宝贝选拔大赛圆满成功

巴厘岛景观全线展示
坐拥绿视界，私享异国风情

大家期待已久的泰山国际
湿地公园蓝岸3 . 3街院样板间
即将面世，您将在体验真实样
板间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到一系
列的精彩活动之中。6月15日恰
逢父亲节，感恩父爱，心愿墙，
写出对父亲的感谢，蓝岸3 . 3街
院诚邀您的光临。

3 . 3街院的样板间计划引入
真人秀(行为艺术)，不仅仅让进
到房子里的人看到产品，通过更
多的感官全方位的感受一种生
活方式。据了解，即将开放的样
板房从前期的选材规划到最终
的施工标准，严苛要求一直贯穿
始终，兴和置业秉承打造泰安市
首屈一指的高尚滨湖社区的理

念，精雕细琢每一处不起眼的细
节，力求样板房以最好的形态展
示在大家面前，这次即将开放的
样板间让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
他带给我们的精彩。

泰山国际湿地公园东倚天
颐湖 ,处于泰山和徂徕山之间，
总占地面积4000亩，总建筑面
积约150万㎡，属泰安南部稀缺
地块，是泰安著名人文景观胜
利水渠的终点,是人类和自然和
谐共生的完美写照。

商住皆宜的蓝岸3 . 3街院面
积小、总价低 ,是改善型产品的
优中之选，也是全新的经济型别
墅。主力户型虽仅120㎡,却有独
立入户、私家花园、上下双层等

别墅“标配”。一位长期从事房地
产的业内人士，在他看来，蓝岸
3 . 3街院的建筑与现有房型都有
显著不同。项目创造性地实现了
复式户型与别墅的“联姻”，保持
与发扬了复式户型的两低(低面
积、低总价)、两高(高赠送比、高
性价比)，并融合了别墅的两感
(舒适感与私密感)，是集两种产
品优势于一身的全新产品类型，
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在3 . 3街院 ,还可以共享蓝
岸别墅的会所、高尔夫、景观示
范区等,而且一套别墅总价还不
到70万元 ,从这个角度看 ,3 . 3街
院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拥有的
好项目。

“我一直相信，高品质的服
务一定能换来业主的高满意
度，也一定能换来品牌的高知
名度。”作为碧桂园享誉全国的
五星级家园模式的一张王牌，
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此表示。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曾多次提出：“物业管理是我们
的明天。”作为地产巨头中为数
不多极其注重服务质量的企业
之一——— 碧桂园集团20多年来
一直将“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作为其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理
念。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企
业家把物业服务置于如此高的
战略层面”，在拥有超20年物业
管理经验的李长江看来，碧桂
园一直是物业服务行业的引领
者。“碧桂园物业历经20多年发
展后，依然还是最具实质意义

的酒店式物业管理服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碧桂

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自广
东顺德诞生。碧桂园不仅在房
地产项目中率先引入星级酒店
作为配套，也首次将五星级酒
店式服务引入住宅式物业管
理，由此奠定了碧桂园在物业

服务领域领先者的地位。
李长江介绍，碧桂园物业

服务遵循“一个中心、两种感
觉、三个服务”的原则，即：一切
以让客户高兴为中心，视业主
为亲人、朋友的感觉，全程做到
跑步服务、微笑服务、专业服
务，并要求做到天天如此。

碧碧桂桂园园““五五星星级级的的家家””
领领跑跑中中国国物物业业服服务务

6月8日，天平湖壹号营销中
心热闹非凡，天平湖壹号杯童年
游戏运动会在天平湖公园举行，
参加运动会的有已为人父、人母
的70后、80后，有正在读书的孩
子们，甚至还有年过半百的爷爷
奶奶，大家兴致都很高，打弹弓、
滚铁环、踢毽子等儿时的游戏轮
番上演，活动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的欢乐气氛。趣味游戏带给大家
欢乐的同时，也唤醒了童年的美
好记忆。

主办方表示，比起现代人
玩的网络游戏，老游戏不仅接
近大自然，更讲究“协作精神”。
希望孩子们能多多尝试老游
戏，让传统文化在新生代中传
承下去。

网络时代，电脑成为孩子们
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成长过
程中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来自家
人、朋友和社会。充满怀旧气息
的比赛让已当爹妈的70、80后

“穿越回童年”再次体验“孩子

王”的美好记忆，这也是本次天
平湖壹号举办活动的初衷。

在项目营销中心，推出微
信互动有奖环节引得众人围
观，喝彩声不断，在参与游戏的
同时，赢得了大奖而归。

在参加完微信活动后，大
家在沙盘前聆听工作人员的讲
解，滨湖楼盘的优美环境，天平
湖周边不断完善的配套和不断
升级的旅游项目，让大家赞叹
居住于此的舒适性。

老老游游戏戏唤唤起起新新感感觉觉
“天平湖壹号”杯童年游戏运动会隆重启幕

泰安恒大城项目位于泰安
市三区，泰山区、岱岳区、高新
区交汇之处，万官路599号。自
入住泰城以来，其优越的生态
环境和超值性价比豪装配套吸
引了大批刚需置业者的目光。
本报记者深入恒大城进行了追
踪报道，微镜头解析恒大城亲
民超高性价比学区大盘的炙手
可热之处。

恒大城项目是恒大地产集
团在泰城打造的又一恢弘力
作，秉承恒大地产集团一惯坚
持的“满屋名牌9A精装，世界
级航母配套，欧陆风情皇家园

林”，360度全景豪宅，超大楼间
距、超高性价比，一个真正为上
流社会量身打造的纯粹高档生
活社区。

据置业人员介绍，恒大城
全新户型今夏火爆加推。5 4-
101㎡精装小户型正在火爆热
销，首付仅需2万起，总价25万
起0压力入住。本周10套精装学
区现房清尾大促！适逢父亲节
来临之际，更有多重置业大礼
相赠！

今秋入学季，恒大城助力
泰城莘莘学子直接入名校就
读！泰安一中新校区、万官路

学校、北大学园幼儿园等优质
教育资源一站式教育就在家
门口。据悉，万官路学校规划
面积150亩，总投资1 . 7亿元，该
校预计2014年9月份即将开学，
届时将成为泰城周边最大的
一所9年制一体化学校。优质
的教育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
也为恒大城业主们的随时入
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据了解，为回馈泰城人民
的支持与厚爱，恒大城进行年
中大让利活动！巨幅让利额度
全城实属罕见，如此置业良机
千万莫要错失！

亲民价格获认可

恒恒大大城城金金牌牌小小户户型型受受热热捧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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