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多综综合合体体将将填填南南城城商商务务空空白白

大社区催生大商圈

南部商业迅速崛起

2005年,鲁能领秀城打响南部第一枪,
江北第一大盘就此矗立；2009年,3686亩
中海国际社区起航,重力打造一座国际化
新城；2010年,祥泰广场百米写字楼,树立
标杆,填补了济南南部无高端写字楼的市
场空白；2012年,21平方公里泛旅游综合
体华润中央公园加入到南部开发行列。
2013年10月,绿地集团以总价13 . 1亿元的
价格将二环南路北侧、英雄山路西侧的5
宗土地全部收入囊中,此次大手笔拿地标
志着绿地集团正式进入省城南部片区,该
片区将再添一座大型城市综合体。轰轰
烈烈的大盘“造城运动”就此开启。

同南部居住不相称的是,南部商业发
展曾一直不能满足区域内日渐增长的居
民物质生活需求,南部居民大都习惯了生
活在南部,购物、工作去市中心的生活方
式。而今随着鲁能领秀城、中海国际社
区以及华润中央公园等几个大型社区的
建设,南部大型地产商业综合体规划也在
逐步推进,南城商业悄然崛起。

记者了解到, 位于南部的中海国际
社区商业项目中海环宇城,建筑面积达18
万平米,于去年已正式投入运营；鲁能地
产在南部建设41万平米的鲁能领秀城商
业综合体,五星级酒店希尔顿已入驻，预
计12月20日正式开门营业；同样由华润
置地打造的五彩城作为华润在济南的首
个商业地产项目,将建成具有济南独特风
格的购物新体验场所；而绿地新都会将
打造成南部集超高层、商业、商务、高端住
宅为一体的城市地标，成为济南南部新门
户。首先填补南部商务空白的祥泰广场
去年面市以来,客流蜂拥而至,南部商业价
值很快凸显出来。祥泰广场166米生态5A

写字楼,让祥泰广场成为南城第一高。

区域商业配套提升

带动南城楼市升值

居住在南部十几年的王先生,说起近
十年来南部的变化,心生感慨:“城市发展
太快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一直在这里居住,
可能现在回南部来,就认不出来了。”王
先生说,随着近年来南部阳光100、鲁能领
秀城、中海国际社区等楼盘的开发,济南
南部的人气越来越旺,“人一多,商业就起
来了。现在南部各样配套齐全,一个独立
城市拥有的功能,它全都拥有了。”

“一般在大型楼盘或者人流集中的
地方会规划相应的商业综合体,让整个区
域配套更加完善,从而缓解了城市整体的

交通、购物等压力。”业内人士称,当人
们的生活需求都可以在一定区域解决时,
大型综合体的开发对城市交通的缓解有
非常大的作用,同时相应配套的提升,也会
吸引更多人置业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除了带来区域配套的提
升,也同时带来了住宅品质的提升。某南
部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记者,随着和谐广
场、中海环宇城等大型南部商业综合体
开业后,愿意来南部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而像鲁能领秀城、中海国际社区等大型
社区推出的住宅产品 ,也广受购房者欢
迎。“每一次开盘都热销,很多人看重的
是这里的配套成熟。既有良好教育配套,
购物、娱乐等设施也不少,很受购房者欢
迎。”

(楼市记者 田晓涛)

随着已经正式运营的阳光100商业综合体、中海环宇城，以及12月即将投入运营的鲁能领秀城综合体项目和绿地新
都会、祥泰广场、华润五彩城等众多体量超百万的商业综合体的加速建设，南城商业开始摆脱“配角”地位,迅速崛
起,新的济南商圈格局即将形成。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少人积聚了一定的财富，对居住要
求也越来越高，居住环境正在向舒适
化和品质化迈进。在为数不少的普通
住宅进行“以价换量”的抢客战时，
被众多购房者认为是终极置业类型的
别墅产品一直扮演着“一枝独秀”的
角色。据悉，济南南部一直是省城高
端优质楼盘的聚集地，得天独厚的地
理环境，完善的周边配套设施加上方
便快捷的交通，购买这样的高端别墅
社区，享受回归自然的高品质私密生
活，越来越成为高端人居首选。

南城别墅“离尘不离市”

别墅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建筑最重
要的是，它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终
极住宅形式，更注重私密性和空间独立
性，在居住环境上和自然环境上都更具
优势，居住舒适度更强，市场升值前景
更大。据记者了解，省城济南日渐严重
的“雾霾”天气让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高端购房者将目光投向南城别墅区。业
内人士表示，南部别墅区坐拥群山怀抱
之中，既能够体现别墅生活，又拥有便
捷交通，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多
年研究别墅的王先生称：南城别墅真正
做到“离尘不离市”，这是南城别墅受欢
迎的主要因素。

近日，记者在位于市中区旅游路的
国华·东方美郡遇到了已经购买别墅的
刘女士，她告诉记者，别墅的价格并不
是她考虑的主要因素，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更加看重这里的环境并且离市区也
不远，交通便利。“别墅就在千佛山脚
下，简直就是天然氧吧，这比什么都
强！”刘女士说。

大牌房企争抢南部别墅市场

省城南部一直都是高端楼盘的聚
集地，华润、鲁能、中海的三足鼎
立，这三个项目的别墅项目，都与山
为邻，配套齐全，颇受购房者欢迎。

位于舜耕路与二环南路交汇处的
鲁能·漫山香墅以联排和双拼为主，容
积率低，社区临近泉子山，绿化率为
40%左右，居住舒适度高。漫山香墅
为鲁能地产十年沉淀的高端产品，主
要吸引了来自全省的高端客户，销售
情况一直位于全市前列。华润·仰山则
以L户型的新式别墅为每一位业主营造
私家方正独院，北部靠山的地理优势，
与大盘融为一体都很受购房者欢迎。

在品牌房企开发的南城别墅项目
中，中海铂宫央墅的价格较低，起价
仅350万，属亲民别墅价格。而最高价
格的别墅要数国华东方美郡，因项目
位于千佛山脚下，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价格较高，但销售一直较好，现
在别墅所剩房源已不多。

作为高端人群的消费内容，别墅市
场在济南一直不算主流。今年南城的别
墅销售也较为平稳。相关机构分析，从
整体供应上看，济南别墅销售主要以去
化存量为主，别墅销售跟经济周期有密
切关系：位于经济周期高点时，别墅销
售会非常明显；当处于经济周期低谷
时，别墅销售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楼市记者 刘文倩)

高端人居置业南城

在市场冷淡的整体影响下，济南不少
楼盘称近期成交并不理想。限购、限贷的
放开并未带来预期的购房井喷。然而位于
济南南部的部分楼盘销售却不输往年，个
别楼盘还出现了多人抢房的销售盛况。

限购放开有利南城

“限购放开后，我们的到访率明显提升
了”绿地新都会置业顾问告诉记者，作为绿
地集团在济南打造的高端项目，绿地新都
会主要面向的还是改善型人群，“限购放开
对这部分人比较有利，很多有需求的人开
始入市买房，因此我们的房价也一直比较
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据了解，绿地新都
会自面世以来，均价就一直维持在9500元/
平左右，且销量平稳。

而位于舜耕路与二环南路交汇处附近
的华润中央公园，今年的销售则一直较火，
如今已进入尾盘销售阶段，仅剩下170㎡和
195㎡的两种户型。11月7日，记者在华润中
央公园碰到了前来看房的刘女士，她想购

买的160㎡的四室两厅两卫户型，据说一经
推出就已被抢购一空。

业内人士称，南部楼盘主要以改善型
楼盘居多，改善型购房者对楼盘配套和品
质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限购放开后，南
城改善型楼盘的销售应该是受益的。这样
的观点，不仅得到了南部几大改善型楼盘
的认可，融汇爱都、中海国际社区等刚需
性质的楼盘，也在其中受益。融汇爱都的
置业顾问就告诉记者：“今年的市场确实
不如去年好，但是我们的销售也并不差，
很多购房者认为在我们楼盘能以刚需的价
格买到改善型的品质。”

鲁能领秀城认筹近千人排队

“按照以前的规律，有些户型和楼层，
很早就没了，问了好几次置业顾问，都说如
果排号的话，我的号码可能选不上我想要
的房子。希望到时候开盘能摇号吧。”11月
11日，记者在鲁能领秀城售楼处遇到了想
要购房的李先生，他的意向户型是鲁能领

秀城中央公园东区135㎡的三居，置业顾问
称，根据他的认筹号码，倘若是排号选房，
李先生极有可能选不上心仪的楼层。

“我想要稍微低一点的楼层，如果这次
选不上，我还会参加下一次认购。”李先生
说，他已经看了鲁能领秀城多次，也对比了
很多其他楼盘，若要论配套环境最好，还是
鲁能领秀城，“这个楼盘的教育资源太优秀
了，又靠着山，马上综合体又要完工、开业，
济南很少有楼盘的配套能比得上它家的，
很多人想买也正常。”

10月26日，鲁能领秀城中央公园东
区，第3代伴山公馆86——— 174㎡新品全城
公开认筹。认筹当日，近千人到访活动现
场，场面异常火爆。“现在鲁能领秀城的
价格区间大概在9500——— 10500元左右，
在改善型房源中，价格并不是最高的，但
是性价比却是最高的。”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鲁能领秀城的环境资源和教育资源在
济南的在售楼盘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点让
购房者非常认可。

(楼市记者 韦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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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海环宇城开业，填补南部综合体空白。

齐鲁晚报购房者俱乐部验房团近日
即将启程，第一站将抵达重汽·翡翠外
滩 ， 只 要 您 愿 意 跟 随 验 房 专 家 一 起 学
习，了解开发商验房的流程，实地考察
验 房 细 节 ， 都 可 以 报 名 参 加 本 报验 房
团。据悉，重汽·翡翠外滩中区预计今
年 年 底 交 房 ， 开 发 商 即 将 进行 内 部 初
验，现在齐鲁晚报购房者俱乐部验房团

将诚邀广大读者加入，参与验房过程并
学习验房知识。

重汽翡翠外滩位于滨河新区核心，东
临二环东路高架，南临小清河北岸，位于
翡翠外滩社区内的历城六中新校区今年9月
已经顺利开学，幼儿园也将投入使用。社
区周边中小学及高校林立，醇厚的文化氛
围，学校名师荟萃，为业主提供了良好的

人文环境。七里堡、北园、洪楼商圈近在
咫尺，银座、大润发等大型购物中心及山
大二院等高水平医疗机构环绕周边。东靠
二环东路，汇集了城市 BRT快速公交和
数条公交线路，南临城市生态休闲景观走
廊小清河，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景观价
值，使更多的业主享受到小清河的秀丽景
色。

此次即将进行验收的楼房，位于重
汽·翡翠外滩中区，与历城六中新校舍为
邻。重汽·翡翠外滩交房后，业主可以凭
购房合同、入住证明等相关手续，为孩子
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您想在亲身体验项目
的品质，以及获得一次与专家、开发商交
流的机会，就赶紧报名加入到齐鲁晚报购
房者俱乐部验房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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