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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黄金楼市

炎夏渐去，秋风送爽。在恒
大城的售楼大厅，笔者又看到
了排队等候的购房者们，购房
钜惠像磁石一样紧紧抓住了广
大购房者的心，几乎每天都有
大批的诚意客户前往恒大城接
待处看房登记，现场气氛十分
热闹。

恒大地产集团看准泰安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健康环境，倾
力打造泰城皇家园林御湖豪
宅，以智慧回敬这片自然绿意。
世界级的美宅总是与湖相生相
伴 ,泰安恒大城始终秉承绿色
人居环境，将欧陆新古典主义
建筑排布于两片湖域的岸畔 ,

筑就浪漫经典无法复制的永恒
精品。奢阔双湖景致,缔造皇家
级景观盛宴,推窗纳湖，芬芳清
新气息迎面扑鼻，让心灵在此
诗意休憩。恒大城10000平方米
超阔双湖水景 ,为泰安开启水
岸浪漫的自然生活。

20000平米社区园林 ,纯美
再现欧陆风情；醇正的欧陆风

情融合新古典主义的臻藏湖景
美宅 ,打造凌立全城之上的巅
峰胜景 ,波澜壮阔的双湖中倒
映着观湖美宅，满眼碧翠，一园
美景尽收眼底。

恒大城的精装房在设计上
领先于目前行业水平，甚至领
先于目前人们对精装的期望，
以符合人们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的需求。每平米1500元国际品
牌精装即可做到汇集行业中顶
级名牌、名品，实现满屋名牌精
装；并将6000余条精品标准贯
穿在各个环节中，实现装修高
品质。9A精装给了恒大城业主
精美、奢华的视觉感官，更让业
主享有高品质的精装保障。

据恒大城置业人员透露，
恒大城54-170㎡多种精装湖景
华宅，超低首付仅需2万起，总
价25万起即可轻松享有。更多
销售详情，请移步恒大城售楼
处了解。如此稀贵之地，现在还
能选择，今后只能仰望，赶紧行
动吧。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
的日益提升，新居装修已经不
仅仅停留在美观层面，如何利
用风水将新居装饰的更科学，
成为许多购房者关心的重要课
题。

为了让业主们更加透彻的
了解新居装修时关于风水的注
意事项，恒基·都市森林人和物
业管理公司特于8月16日为业
主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风水及
装修知识讲座。该讲座是恒基·
都市森林物业管理单位——— 人
和物业特邀专业人士主讲，力
求为业主献上一场精彩、专业、
实用的家装讲座。

活动举办当天，恒基·都市
森林接待中心内人头攒动，宽
阔的会场内挤满了前来学习的
业主们。不仅准备了丰富的水
果、点心，还在开场前提供了电
子打印照片活动，让广大业主
将当天的欢乐定格，永久保存；
在讲座中场更是安排了微信摇
奖活动，醇香的法国红酒点燃
现场的热烈气氛；不仅如此，活
动结束后更有激动人心的微信
抽奖活动，精美的礼品不断送
出，现场气氛在恒基·都市森林

业主抽出大奖微波炉时，达到
最高潮。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人和
物业主办。人和物业是恒基置
业在建造高品质楼盘的同时，
成立的旗下品牌物业公司，今
后恒基置业开发的所有楼盘将
由自己的物业公司管理。自有
物业在物业管理上拥有两大优
势。首先，知根知底好管理。物
业在开发的整个过程全程参
与，并根据物业管理的实际经
验提出合理化建议，利于后期
使用。自有物业从房屋建造之
初到后期运营都相当了解，便
于抓住管理重点，为购房者提
供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其次，有
利于维护品牌形象，挖掘新客
户。主要是针对买房后的服务
延伸，只求最大限度的为客户
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而在
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无疑是
小区的业主们。

目前，随着恒基·都市森林
一期现房实景呈现，一期业主
已陆续装修入住，人和物业即
将于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广大
业主提供更多服务，让业主无
后顾之忧，舒心享受居家生活。

跨入准现房阶段随着全国
楼市环境的变化，国家银根紧
缩，部分开发商资金链跟不上，
成为购买期房存在的较大风险
之一，现阶段买房，项目的工程
进度成为购房者放心买房的重
要参照。

2014年3月，海普·凤凰城
二期开工建设，8月16日，不到
半年时间，海普·凤凰城二期
喜封金顶，开启准现房大幕！

作为一期项目的升级新
品，海普·凤凰城二期规划建
设9栋住宅，房源总量高达800

余套，户型面积83—140平米不
等，精工筑家品质，户型设计
更加紧凑合理，空间视野更加
开阔，小投入、全功能，充分满
足首次置业、改善置业客户对
居家空间的需求。

此外，泰安一中新城校区
已正式开工建设，而海普·凤
凰城就位于泰安一中新校东
北 方 向 ，紧 邻 一 中 新 校 ，待
2016年建成实现全面招生后，
居住在这里，让孩子有机会在
家门口读百年名牌高中。

随着项目工程的顺利推
进，海普·凤凰城二期新品即将
迎来加推，给广大泰城置业者
带来更多优质房源，目前正在
全城火热认筹中，有意向的置
业者不妨前往营销中心，为自
己更为家人选购一套舒适品质
住宅。

(杨思华)

8月16日，高铁新区实力名
盘天房美郡国际城举办泰安首
届“天房·微博名人汇”活动，泰
城近百名微博名人和活跃用户
齐聚天房美郡国际城室内展示
中心，共同讨论微博没题的时
代意义和未来前景。

16日下午，各位微博名人
及天房客户到达天房美郡国际
城展示中心后，先参观了项目
楼盘，天房工作人员也详细为
大家介绍了天房美郡国际城项
目的基本信息。主办方天房集
团还为各位精心准备了酒会。
晚间酒会上，项目相关负责人
向大家讲解项目价值，并为大
家准备了即实用又有纪念意义
的精美礼品。

在本次聚会上，泰城微博
名人们齐聚一堂，互相探讨，了
解泰安媒体的发展现状以及新
媒体为行业带来的影响与深远
意义，更加深了微博用户之间
的认识与交流。活动主办方天
房美郡国际城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后还将不定期地组织类
似活动，以微博和微信为阵地，
参与社会话题，为泰城精神文

明建设做出贡献。
天房南下，美郡泰安，坐拥

泰山，尽享湖景。天房美郡国际
城坐落于卧虎山腹，作为一个绿
色环保型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
泰安市岱岳区青春创业园，临近
京沪高铁站、京福高速公路，是
泰安市西部开发的核心区域。项
目汇集商业综合体、五星级酒
店、商业风情街、低密度别墅、洋
房住宅等多项建筑形式，投资
大、业态全、带动力强。在项目方
案整体规划设计上，特别聘请美

国AECOM设计公司，汇集全球
顶级外籍设计师，引入先进设计
理念，全力打造天房美郡国际城
项目，为泰城又添一笔清新迷人
的欧洲小镇风情。

作为具备国企背景的开发
项目，天房美郡国际城将会凭
借超一线的开发理念、高标准
的规划设计、高水平的建筑质
量，采用纯欧式建筑风格，力争
将其打造成泰城新地标级的城
市综合体，彻底改变泰城居住
生活理念。 (杨思华)

恒大城坐拥绝版山水

打造泰城精装超高性价比

恒基·都市森林

专题讲座助力业主装修

海海普普··凤凤凰凰城城二二期期喜喜封封金金顶顶
准现房呈现，置业更放心

微微博博名名人人齐齐聚聚天天房房美美郡郡国国际际城城
百人共话网络中国梦

近日，记者从居然之家泰
安店获悉，中秋、店庆双重促销
同时举办，卖场内数百品牌和
厂商联盟助阵，消费者购物享
受多重大礼。

“9月6日居然之家泰安店5

岁啦。如果您和居然之家泰安
店同一天生日，那就来免费领
取生日蛋糕吧(凭身份证哦！)”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时值居然
之家泰安店5周年店庆，又遇中
秋团圆佳节，卖场联合工厂、经
销商同时让利大促销，消费者
购家具建材成交价基础上再打
8折，还有大牌特卖会，千款限
量无敌价，抢购倒计时。

只要您在8月30日至9月8

日期间，来居然之家泰安店购
物，就有机会获得超值大礼。花
生油、家纺、电饭煲、微波炉、相
机、电视、冰箱、洗衣机任您挑
选。

工作人员说：“感恩老顾
客，我来了，你在哪？还记得
2009年的9月6日吗？我们共同
见证居然之家泰安店的非凡诞
生，为了感谢您同居然之家泰
安店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我
们特推出感恩老顾客的抽奖活
动，凡从2009年9月6日起至今
在居然之家购物的顾客，均可
凭有效证件获得抽奖券一张，
免费参与9月7日下午16：00抽
奖活动。”

工厂、经销商、卖场三方让利

居然之家邀您共享店庆盛宴

““贵贵和和··天天外外上上璟””杯杯模模特特大大赛赛
泰安赛区复赛圆满收官

在激情依旧，魅力十足的
初秋八月，“贵和·天外上璟”杯
2014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泰
安赛区复赛于8月17日上午，在
贵和·天外上璟展示中心圆满
收官，撩人的舞姿，动感的音
乐，再次点燃了激情未泯的青
春！

泰城的清晨总是这般可
人，静谧而美丽，漫步在长街上
的行人，此刻，都已在此驻足，
贵和·天外上璟，一个尊贵而充
满财智的府邸，今天，再次震撼
世人，一场青春激昂、活力无限
的视觉饕餮盛宴，成为周末泰
城一道唯美靓丽的风景线。

参与此次复赛的每一位佳
丽，心情都是激动的，在台上，
我们看到了她们甜美的笑容，
动人的身姿，更多的是看到了
她们付出的努力，她们都在为
能够进入决赛前三甲而努力
着，拼搏着，虽然每个人的风采
不一，却个个令人过目不忘，在
他们身上，给我们更多的是青

春的活力，是盛夏未泯的激情，
是初秋骄人的傲气。

早在开场之前，贵和·天外
上璟早已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台下坐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
早已被清晨这股充满热情的队
伍所侵染，沐浴着初秋暖人的
晨光，看着活力无限的佳丽们，
热情的表演；好是一番热闹。

为了感谢广大观众莅临现
场“贵和·天外上璟”杯2014新丝
路中国模特大赛—泰安赛区复
赛的现场，贵和·天外上璟的工

作人员特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惊 喜 豪 礼 ，绝 版 金 铺 、全 能
SOHO公寓，推出认筹30万抵35

万、5万抵7万的奢华豪礼，并设
置竞答送礼环节，简单有趣的
抢答，绝无仅有的购房优惠政
策，让活动现场的氛围再度高
涨！

经过便装秀、活力装秀的
精彩角逐，本次复赛在广大媒
体、社会各界人士以及观众朋
友的大力支持下，圆满收官！

(杨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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