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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岳岳国国际际你你可可以以不不买买，，但但不不能能不不了了解解
“单独两孩”政策将落地，高端与精品的东岳国际成购房首选

有一种房子，你可以不
买，但不能不了解，它位于桓
台CBD、未来“新浦东”，坐拥
济青高铁北站的优势地理位
置，是该区域未来最具升值
空间的房产；

有一种房子你可以不
买，但不能不了解，它高端不
高价，中小户型都做到了高
端与精品的极致，却以惠民
的价格呈献给淄博市民；

有一种房子，你可以不
买，但不能不了解，它区域周
边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形成
了以政务、商务、教育、文化、
商贸、休闲为一体的生活圈，
又有先进的社区医疗、一流
的幼儿教育中心、贴心完善
的物业。

您问我哪个房产项目？
它叫东岳国际，是桓台县区
域首家国家康居示范工程，
也是购房者改善型住房的首
选项目。

六一儿童节当天，由东岳
国际赞助的“放飞梦想，快乐成
长”——— 2 0 1 4淄博市首届少儿
艺术节暨桓台县才艺大赛将在
东岳国际社区服务中心吉祥广
场举行。届时，桓台县16岁以下
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参加，施展
各自的才艺风采。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淄博
市委宣传部，淄博市教育局等
单位主办，淄博声屏报等单位
承办，面向桓台县的 1 6岁以下
的少年儿童，将其分为幼儿组，
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进行比赛，
旨在为“花朵们”提供充足的艺
术养分，为他们营造一个快乐
有意义的儿童节。

作为淄博市一家知名房地
产公司，东岳国际一向拥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致力于为市民打造良好的教育
文化氛围，并曾与政府部门一
起，联合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共
同打造国际一流的幼儿教育中
心，让孩子在社区内便可就近
享受国际一流的幼儿教育。而
此次的少儿才艺大赛的举办，
也充分证明了，东岳国际不仅
在项目建设上力求完美，也着
力于为市民打造文艺气息浓厚
的居住环境。

东岳国际项目董事长兼总
经理李树才说：“儿童是我们祖
国的希望和未来，在六一儿童
节到来之际，东岳国际希望借
助少儿才艺大赛这一活动，提
升少儿的艺术修养，培养儿童
对艺术的热爱。同时也希望能
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增加欢乐。
这也是东岳‘社区文化从关注
儿童开始、全民健身从社区开
始’理念的真正诠释”。

首届少儿艺术节

在东岳吉祥广场举行今年4月28日，国家发改委
批复的《环渤海地区山东省城
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调整 )》，正
式公布了济青高铁的走向，淄
博即将成为济青高铁线上的一
个重要枢纽。而新的高铁站将
落户于淄博北城，即桓台地区，
这无疑将于桓台地区的经济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

“路网延伸到哪里，经济就
发展到那里。”这句话已在城市
发展过程中被反复印证。铁路
建立以后，围绕高铁，物流业，
运输业，旅游业，商贸业等产业
都将打破以往的地域限制，将
桓台这一传统工业县区发展为
全新的集商贸，娱乐为主的服
务业发达的新都市。这恰巧迎
合了淄博市向西，向北发展的
规划和张桓一体的发展目标。
高铁的建设将成为“新淄博，大
都市·张桓一体，同城发展”的
重要催化剂，将桓台区与张店
中心城区相对接，整合区域资
源，推动桓台地区的提档升级，
打破张店桓台的区域界线，成
为淄博市新的增长极。东岳国
际项目坐落于淄博北部的桓台
地 区 无 疑 具 有 鲜 明 的 地 域 优
势。

对于淄博北部桓台地区来
说，高铁的兴建将推动该区域
形成核心商务区。当前，在北部
城区，已经出现了众多的商业
地产项目，将会提供休闲娱乐、
购物等一站式服务。多名房地
产市场人士判断，北部城区的
先天条件和济青高铁的建设，
将为北部城区核心商务区的定
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此
条件下，建成后的东岳国际将
成为辐射全桓台的繁华都会新
中心。东岳国际项目负责人对
记者说，东岳国际建成后，将坐
拥桓台CBD核心商务区，具有
无与伦比的区位优势，有望成
为“桓台新浦东”，升值潜力巨
大。

自从东岳国际项目开始运
营特别是当济青高铁项目确定
以来，每天都会有大批市民前
来 咨 询 东 岳 国 际 项 目 具 体 情
况。准备在淄博购房的市民王
先生对记者说，本来他打算的
是在张店中心城区买房，但是
近些年淄博北部地区的发展让
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尤其济
青高铁项目规划更是让他坚定
了在淄博北部购房的决心。

高铁路网延伸

助力淄博北部提档升级

“一说起东岳国际，我就立
刻想到了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的
建筑品质和他们贴心服务，这
也是我最终选择在家安家的原
因。”东岳国际一位业主说，东
岳的品质实实在在，承诺的物
业、教育、医疗更是让他满意。

“我相信，东岳的品质靠得住”。
业主的赞赏评价是对项目

最高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源于
东岳国际认真的态度和真正做
到的贴心服务。在医疗服务上，
东岳国际与桓台县妇幼保健院
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
为小区居民提供"三优、四先、
五免、一负责 "的社区医疗服
务，这个是淄博市任何一个小
区所不具备的，另外，东岳国际
创新使用双功能医疗电梯，生
命的绿色通道让家人以后的健
康更有保障。

而在家长们最为关心孩子
教育上，东岳国际与政府部门
联合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共同打
造国际一流的幼儿教育中心，
以后不出家门就享受国际一流
的幼儿教育，居民们完全可以
放心省心。买房子，物业也要慎
重考虑。东岳国际实行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三位一体的
社区服务模式，实行“建设、管
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

体制，这样先进的管理方式，将
让居民过上轻松舒适的社区生
活。

2014年，东岳国际本着“品
质兑现、品牌提升”的年度纲
领，首创三个“三位一体”，以医
践诚，以教筑信，以物明德，打
造区域首席人文关爱之家。在

“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的基础优
势上，进一步用诚意整合各方
资源，融合各方优势，为东岳国
际的未来主人打造一个充满人
文关爱的康居之家。

“建好房、做好服务，从简
单的点滴小事做起，一步一步
落到实处，切实为业主谋福利，
解决社区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
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生活品
质。”东岳国际副总经理耿加亮
介绍说，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
东岳国际“幸福从社区开始,幸
福从每个家庭开始，健康从社
区开始,健康从每个家庭开始”
的理念得以充分实现。这不仅
为桓台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而且为桓台精神文明建设树立
了典范。

东岳联邦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李树才曾明确表
态：“在东岳国际社区，业主才
是当家人。东岳国际不会回避
业主提出的任何问题，物业服

务就是真正为居民办事，解决
群众困难。社区的职能就是服
务，要着力解决社区问题，化解
社区矛盾，做到真正服务社区
居民。”

东岳国际物业服务，提出
了“管家式物业服务”的理念，
打造东岳特色服务型社区。除
了正常的社区服务，东岳国际
还将注重解决群众困难，全面
考虑社区老人的居家养老、幼
儿的托管看护等方面，社区管
理包罗万象，渗透到社区居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也可以
看出东岳的与众不同。

“东岳国际自跨入2014年
以来，坚决落实2014“品质兑
现·品牌提升”，以“体验式”来
诠释项目的高端品质及精细化
服务，从吉祥广场的启用到社
区服务中心的配套完善，从工
法、文化展厅的展示到健康生
活馆的体验，从园林景观的逐
一 绽 放 到 样 板 间 的 盛 装 开
启……，这些无不体现东岳集
团“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和“诚
信、责任、担当、有为、奉献”的
精神品质，这也才是我们追随
东岳国际、购买东岳国际房子
的根本原因”一位不愿意透露
身份的企业领导说。

业主是社区当家人物业服务就为居民办事

单独二胎政策自提出以
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近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修正案 (草案 )》也正式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若《修正
案(草案)》顺利通过，那单独两
孩政策有望5月30日起在山东
正式实施。

从长远看，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对总人口的变动趋势影响
甚微，但短时间内人口出生率
和自然增长率会有所升高，该
政策的实施或将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增加淄博人口数量，而这
也将房产市场中的改善性住房
产生巨大影响，不少家长将为
了生二胎，决定先改善目前的
居住环境。

“我们目前居住的是80多
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没有空闲
的卧室，如果生二胎，必须考虑
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正在东
岳国际看房的市民孙先生说，

他们这一次换房不完全是为自
己，更多的是考虑到下一代的
生活环境。

而在东岳国际售楼处里，
像孙先生一样，为这样的需求
而来看房的人每天都门庭若
市。东岳国际营销部经理刘超
介绍说，“单独二胎”放开，对房
地产的最直接影响将是改善型
需求增加。他解释说，近两年
来，首次置业的刚性需求不断
被释放，其在购房成交中的比
例逐年下降，而改善型需求在
购房成交中的比例则不断上
升，“单独二胎”政策无疑将使
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而东
岳国际项目更是提前感受到了

“胎动”，近期不断有客户前来
咨询，而原因正是因为准备要
第二个孩子，想对目前的居住
环境进行重新规划与改善，多
数了解三房以上房源。

“改善型需求也有不同的

情况，拥有两个孩子和拥有一
个孩子的家庭的改善型需求是
不一样的，特别是如果两个孩
子一男一女，再需要老人照顾
孩子的话，其改善型需求则更
为明显，而这些需求，对于东岳
国际项目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市民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满
足。”东岳国际总工程师吕良介
绍说，东岳国际为市民提供了
多样户型，可以满足不同市民
的需要，在建筑设计上，东岳国
际的户型设计阔绰方正，南北
通透，户型区间为98-280平米，
其中68%的户型为98-140平米，
兼具实用性，舒适性与尊贵型，
力求为市民打造高端精品的住
房体验。而对于三房以上改善
型需求，近来咨询情况特别多，
我们努力调整，力求满足。但
是，在价格上东岳国际却追求
亲民，让市民以实惠的价格买
到尊贵合意的住宅。

二胎政策即将落地改善型精品将成市民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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