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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地地公公馆馆550099套套新新房房盛盛大大交交付付
幸福生活提前绽放

大安·绿视界迎来首个供暖季
700余户业主温暖过冬

冬者，天地闭藏，水冰地
坼，意味着气温大幅度下跌的
时刻即将到来，立冬后，泰安进
入真正的冬天。注意防寒保暖，

“增能量抵寒流”成为这一季每
个人最重要的任务。对于每一
个大安·绿视界的业主来说，在
漫长的的冬天里窝到温暖的家
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随着供
暖季的到来，大安·绿视界700
余户业主即将迎来供暖，让冬
天，亦可温暖如春。

对于很多人来说，辛苦了
半辈子好不容易买个房子，却
总是遇见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
题。最近总有市民反映，之前买
的房子都住进来两年多了，一
直说是住的人不多，不给供暖！
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泰
安的冬天虽不比东北的冷冽，

但也是天寒地冻。不过，这样的
问题，如果你住在大安·绿视
界，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为了满足大安·绿视界业主
的供暖需求，让业主过一个温暖
的冬天，开发商大安集团急业主
所急，想业主所想，积极与热力
公司协调，争取早日进行集中供
暖；更是为了社区居民早日住上
暖房子，日夜兼程，完成对集中
供暖设备、设施的检修和维护工
作，保障供暖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大安集团
作为本土开发企业的龙头所拥
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
社会的普遍赞誉。

目前，大安·绿视界供暖通
知已经正式下达，将于15日按
时供暖，届时小区700余户业主
将迎来暖冬。

三合御都迪士尼城堡
正式对外开放

8日上午，三合御都为泰安
小朋友们搭建完善、独具特色
的迪士尼城堡正式对外开放，
吸引不少附近居民带着孩子来
此度过轻松欢乐的周末。

在三合御都项目处，众多
卡通造型、滑梯、彩带彩球和迪
士尼城堡为小朋友们营造了欢
快的游玩氛围。“以后周末就可
以随时带孩子过来玩了，对住
在附近的人来说很方便。”陪孩
子在此玩耍的李女士说，三合
御都的迪士尼城堡，让周边的
小朋友都有了玩耍的好地方。

三合御都迪士尼城堡周末
全天开放，北临泰山，小区环境
优美，堪称泰城的天然氧吧，如
果您的孩子周末没有游玩的去
处，如果您担心孩子在市区游
玩吸入太多雾霾，那么周末就
可以带着孩子来三合御都，一
起享受清新的空气。

同时，“三合御都”杯金秋

摄影大赛持续进行，泰安市摄
影家协会、泰安市青年摄影家
协会、泰安市女摄影家协会、中
国风景摄影网、泰山摄影学校、
摄影之家的会员及摄影爱好者
们在三合御都项目处，用镜头
记录泰山脚下品质大盘的美
丽。

本次摄影大赛以三合御都
项目为主题，并提供精装样板
间、景观示范区及模特供摄影师
拍摄，展示三合居住环境、配套
设施以及员工精神面貌，项目的
优美景观环境也让人流连忘返。
此外，三合御都还举办了菊花
展，2000余盆菊花盆景在三合御
都项目处盛情绽放，或高雅脱
俗，或清新怡人的菊花让不少摄
影爱好者挪不开镜头。

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凡
是热爱摄影朋友都可以参加，
共同记录生活中美的瞬间。

(杨思华)

12日，由世界企业500强绿
地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泰安高
铁新区首席大盘——— 绿地公馆
完美交房。

作为绿地集团入驻泰安的
开山之作，绿地公馆秉承“绿
地，让生活更美好”的建筑理
念，为业主打造宜居之所。2014
年各地产商面临着市场的严峻
考验，绿地公馆项目一期住宅
不负广大业主信任，在做到如
期交房同时，11月12号更是提
前交房，这既是对业主的负责，
也是开发商实力和诚信的体
现。

12日上午，在绿地公馆项
目处，手续办理、领钥匙、收房

验房，一系列程序走下来，业主
们无不被绿地公馆贴心、人性
化的服务所折服。刘女士所购
的房子在4-4#，进入新房，物
业工作人员便带刘女士和家人
仔细检查了各房间的门窗、厨
房的管道和墙角等细节处。“室
内还安装了应急报警器，如果
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出现突
发状况可以通过应急报警器按
钮通知保安室，工作人员就能
以最快的速度来察看。”刘女士
说，目前很少有小区能在户内
安装应急报警器，绿地公馆这
一点是非常人性化的。

据了解，本次绿地公馆交
房楼座为雅园4-1#，4-2#，4-4

#，共509户，预计每天交付100
套左右，约5天完成交付。Art-
Deco风格社区，缔造欧式典雅
风情，封闭式园林景观，精心雕
琢的私人园林。社区设有庄重
大堂，位于小区内外连接点，打
造泰安首家“三级入户”管理体
系，给您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
舒适、安全，营造回家的尊贵感
与仪式感。

绿地公馆地处泰安新城-
高铁新区的核心位置，周边商
业、教育旅游休闲等配套齐全，
一星级物业子公司，为业主提
供三星级物业服务，在英雄山
小学学区内，让您的孩子赢在
起跑线上。项目旁的南黄市政
路，在高铁指挥部相关领导的
高度重视下，顺利提前完工，为
业主出行打开了绿色通道。

绿地公馆，一直秉持“为泰
安造一个新生活的梦想”为开
发理念，项目落地、开盘至今，
责任地产、品质地产、服务地产
一直是我们的代名词，2014，泰
安绿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主
人，将把服务最热情、工作最负
责、技能最优秀的物业奉献给
业主。

绿地公馆，欢迎亲爱的业
主朋友们——— 回家！ (杨思华)

天房美郡国际城万人童
话之旅自10月18日开幕以来，
在项目处呈现了迪斯尼、鲨鱼
滑梯，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等
娱乐项目，实现了泰城人民的
童话美梦。

高大威猛的变形金钢在
园区门口站立，还有哆啦A梦、
蓝精灵等卡通形象分布在院
内各个角落，不时给人惊喜，
造型逼真有趣的梅西、卓别
林、梦露等名人蜡像吸引众人
合影，DIY巧克力、爆米花让大
家体验童话之旅时一并享受
美味。

活动于1 1月 9日圆满落
幕，期间共有上万人次前来参
加。同时，来访朋友还在玩乐
之余参观园区样板间，1 0 1-
110m2的三室两厅两卫户型设
计，布局合理，装修精致，空间
利用最大化让参观者们赞不
绝口。

同时，天房美郡国际城与
泰师教育集团在天房售楼处
举行的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正
式敲定了高铁片区引进的第

一个实力学校。项目的引进标
志着泰安西部片区居住理念
改造升级进入了快车道，与泰
师教育集团旗下泰安师范附
属学校的正式签约，更是在整
个青春创业园区树立了地产
建设的旗帜。

天房美郡国际城是泰城
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集商业综
合体、写字楼公寓、五星级酒
店、欧式商业街、低密度别墅、
洋房住宅、风情大道等多项建
筑形式，是泰安市最大的土地
综合开发项目，被泰安市政府
列为2014年重点工程。该项目
由 国 际 著 名 建 筑 设 计 公 司

Aecom设计、国际著名的温德
姆酒店管理公司携五星级大
酒店入住。天房项目的成功落
地，标志着西部新城区建设又
有了新的重要支撑。

天房美郡国际城，高铁核
心第一大盘，1200亩的国际风
情社区，6-11层的电梯花园洋
房，35万起即可拥有。天房嘉
友会入会活动正火爆进行中，
交1万抵2万，入会更有半价抢
房机会，做“泰安最幸福天房
人”，机不可失。天房美郡国际
城1 1月2 4日全面涨价，涨幅
300元/m2，抢定从速！

(杨思华)

万万人人童童话话之之旅旅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天天房房美美郡郡升升级级成成学学区区房房

居然之家秉承“先行赔付”
的服务理念，依托准确的经营
定位、成熟的商业模式和优秀
的管理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取
得了骄人的销售业绩，保持着
旺盛的发展势头。

自2008年起，居然之家进
驻山东地区已有六年之久，在
各家具建材工厂和广大经销商
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不俗的
业绩，不仅销售节节攀升，连锁
发展也在省内全面开花结果。
六年来居然之家相继在济南、
泰安、莱阳、济宁、枣庄、潍坊、
招远、临淄、菏泽开设了9家店
面，年内还将有淄博、青岛、兖

州、龙口等店面的招商和开业。
居然之家计划于未来的三

年内，在山东各地市开设店面
达到25家以上，全面占据山东
市场，实现年销售超百亿的市
场目标。到2014年11月居然之
家在全国的连锁店面将达到百
家，居然之家在各地营业面积
达5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
350亿元，在家居建材流通行业
处于领先地位。

居然之家泰安店位于泰安
市泰山区龙潭路207号(徐家楼
办事处南邻)，总面积约6万平
方米，集家居智能信息、家居文
化传播、家居展览演示、国际名

牌展示、购物休闲于一体，辐射
泰安及周边城市。

为全面提升泰安店店面形
象，打造最时尚、最前卫的外立
面形象，集团公司将斥巨资对
泰安店进行外立面改造，采用
居然之家最新的第三代形象，
展现居然之家时尚前卫风采。

升级后的泰安店将成为泰
安家居商圈高端地标，并致力
于为追求时尚和品质的成功人
士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居
环境，以全新的形象、高效的管
理，为泰安消费者提供更舒适
的购物环境和更优质的服务。

(杨思华)

盛世起航 伴您一路

居居然然之之家家泰泰安安店店全全面面升升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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