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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返乡置业潮

打响首轮营销战

又到一年一度返乡大潮，一
二线城市的高消费和高房价让
不少漂泊在外努力打拼的游子
对在外置业望而却步，在房贷新
政、央行降息等多项利好政策的
影响和愈加便利的交通条件下，
更多人把回家置业作为自己的
选择。

进入1月份，有楼盘陆续打
出“返乡置业”的广告吸引返乡
购房者，一处楼盘营销人员表
示，目前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可以说现在是一个返乡
置业期的预热阶段。“春运前后
各楼盘到访量就会开始有所提
升。”

和未婚妻都在北京工作的
杨先生告诉记者，他最近一直
在让朋友和家人帮忙看房子，
想春节回家时在泰城买房。“我
们以前也考虑过在北京买套小
房子，前段时间看了一套两室
一厅的二手房，总价 2 3 0万左
右，这个价格在泰安差不多能
买别墅了。”杨先生说，他和未
婚妻每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一
万五，去掉房租和其他费用，两
个人其实攒不下多少钱。“如果
能在家里先把房子买了，我们
就计划慢慢把工作和生活都转
回泰安来。”

业内人士分析，近几年大城
市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和高消费
让很多在外工作的人群吃不消，
慢慢出现了近几年的返乡置业
趋势，今年楼市利好政策频出，
很有可能回乡置业的群体会有
所扩大。“去年全年楼市销售情
况都不是非常理想，返乡置业季
的到来，为各房企提供了楼市春

节前最后一搏的机会，也拉开了
今年第一轮营销战，各开发企业
也对针对返乡置业人群推出大
于往常的优惠幅度，可以说一直
到元宵节左右，都是购房的理想
时机。”

楼盘大打亲情牌

温情喊话返乡者

不少开发商在返乡置业潮
开启后加大了针对返乡人群的
宣传力度，大部分开发商紧抓返
乡客的“当归”心理，在宣传上摒
弃干巴巴的促销广告大打温情
牌，一个“家”字戳中游子心窝。

泰安万达广场通过一首艾
青的《我爱这土地》吸引返乡客
置业万达，收藏对这城市的熟悉
记忆；海普·凤凰城针对回家团
圆的游子推出爱家六大宣言，回
家团圆就要为父母妻儿和自己
选择有品质的家；华新·新干线
则以“回家，不是一年一次的旅
行”为主题，呼吁归来的你给家
人一个舒适的家。

新兴·御蓝山更是通过微信
公众平台连续推送4篇温情文
章，分别以“父母在哪，家就在
哪”、“闯过世界的人，更恋家”、

“他乡再好，也要回家”、“致在外
地打拼的你”为主题，对返乡置
业者进行亲情喊话，向游子传达

“春节回家，用不一样的方式，表
达对父母的爱”、“做惯了漂泊的
外向客，看穿了城里的‘居’不
易，才更向往老家的踏实与安
宁”、“打拼不容易，回家住好
点”、“不管天涯海角，过年早点
回家”的温暖情怀。

“每年春节前这段时间都是
返乡置业的小高峰，很多常年在
外打拼的人都愿意在家乡买房，
不只是因为外地房价高，其实还

因为大家心里的故乡情。”一处
楼盘的营销人员表示。

返乡置业者

更看重性价比

在深圳工作的郭先生半年
前就计划回泰安购房，已经提
前让家人看了几个楼盘备选。

“在外地怎么着也不如在家里
舒服，我很早之前就打算在外
面挣点钱就回来，还是把家定
在这里舒服。”郭先生表示，他
着重考虑城区性价比稍高一些
的楼盘，综合对比多方面条件
后才决定。

东岳大街西段一处楼盘置
业顾问表示，大多数返乡置业群
体更注重高性价比项目。价格作
为购房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大
部分人会选择5000-7000左右的
房子。“在户型上选择小两居和
小三居的返乡置业者居多，楼盘
的区位、配套、交通也是买房时
比较关注的问题。”

郭先生表示，作为返乡置业
者，面对开发商推出的多种促销

折扣信息，他更倾向于选择有实
际意义的优惠。

在天津打工的于先生也表
示，他更希望开发商能推出送车
位或者实用面积等能让购房者
真正感到实惠的活动。“我们买
房考虑的就是小区周边学校、商
场、医院这些配套是不是齐全，
价格上预算在5500左右。”于先
生说，综合他的实际情况和楼盘
的品质等问题，他已经把目标锁
定在高新区。

返乡置业购房

优惠多力度大

除了对返乡者温情喊话，开
发商们在优惠上也毫不吝啬，拿
出了更实际的折扣豪礼吸引返
乡置业者。春节大礼包、置业基
金、路费报销，砸金蛋……各种
优惠促销活动花样百出。

天平湖壹号提前放“价”，
为购房者提供6666元置业基金
和2015年春节大礼包；安居·金
域缇香和安居·幸福里每周2套
特价房源加推，附赠装修；中悦

城为返乡置业购房者报销路费
3000元，还有幸运大转盘和砸
金蛋等活动，幸运大转盘一等
奖 立 减 5 0 0 0 元 ，二 等 奖 立 减
3000元，三等奖立减1000元，砸
金蛋活动最高可抵两万元；海
普凤凰城返乡置业季，最高优
惠5万元，87-140m2准现房4200
元/m2起，活动期间认购客户还
可以参加“砸金蛋，赢豪礼”活
动；永盛·世纪康城助力返乡置
业，4088元/m2起；新兴·御蓝山
凭车票减300元/m2，最高劲省8
万元/套，重金礼赠老带新，10g
金条免费送；泰安万达广场也
推出春季返乡A计划，为携带返
程车票或高速收费票据的游子
送上精美年货大礼包，还有对
联、福字、加油卡等大礼，并能
参与周末大抽奖；华新·新干线
推 出 返 乡 置 业 四 重 礼 ，返 乡
礼——— 25000元返乡置业基金；
贺岁礼——— 春节大礼包以及报
销 往 返 乡 来 回 路 费 ；物 业
礼——— 三个月物业费全免；推
荐 礼 — —— 推 荐 客 户 成 交 ，或
1000元现金红包。

当当归归，，节节前前返返乡乡置置业业又又一一拨拨
开发商隔空喊话送优惠

2015年泰安万达广场即将
开业，届时万达四大主力品牌以
及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相继入驻
万达广场，其中，就有万达主力
品牌——— 孩子王、万达宝贝王。
从此，泰安将诞生一个专属于孩
子的梦幻天堂，一个增进亲子情
感的欢乐世界。

您还在担心没地方给宝宝
买日常用品吗？你还在为了宝宝

用的东西不安全而担心吗？您还
在烦恼周末该带着宝宝去哪里
玩吗？就在我们即将盛大开业的
泰安万达广场，孩子王为妈妈们
准备了安全无忧的孕婴产品，在
万达宝贝王为您的宝宝们提供
一个拓展思维、丰富生活、增进
亲子情感的欢乐世界。

万达儿童娱乐有限公司是
万达集团旗下投资中国亲子家

庭文创娱乐产业的平台公司，以
“让孩子在梦想中成长”为经营
理念，以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动漫亲子乐园集群为发展目标，
针对0-8岁亲子家庭，形成亲子
乐园、原创动漫、亲子在线三大
核心竞争力。万达儿童娱乐有限
公司立志为中国的孩子与父母
营造一个共同成长的美好空间，
一个不断激发孩子梦想的欢乐
世界。

“孩子王”为专业从事准妈
妈及0-14岁儿童商品一站式购
物及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务的母
婴童行业零售领军品牌。

2009年12月18日，孩子王在
南京建邺万达广场开出首家旗
舰店，并迅速成为整个南京孩子
们的中心。“万达宝贝王”是万达
集团的自主品牌，2014年9月12
日，第一家万达宝贝王在东莞东
城万达广场盛装开业，标志着万
达正式进军儿童产业。亲子乐园
专为中国亲子家庭设计，通过动
漫主题氛围的营造，创造出不同
主题的场景，体验时间与空间的
变换带来的全新感受。

2014冠销14亿

2015开业在即，繁华绽放

泰安万达广场2014年冠销
1 4 亿 ，再 创 泰 城 楼 市 奇 迹 。
2 0 1 5年 8月即将开业，繁华绽
放！届时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
齐聚万达广场，人潮钱潮涌动，
物业价值更是急速增值，抢在
开业前购买，享多倍财富收益。
现 开 业 前 ，隆 重 钜 献 奢 华
S OHO 、顶级写字楼、现房旺
铺，开业后将再次升值，这是开
业前最后的机会，稀珍在售产
品，错过再无！

万达返乡A计划盛大开启

六重豪礼等你来

豪礼一：年货大礼包
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
联系方式可得到精美年货大礼
包。

豪礼二：精美对联和福字
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
联系方式可得到对联一副，福字

一对。
豪礼三：加油卡
携带返程高速收费票据到

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联系
方式可得到加油卡一张。

豪礼四：周末抽大奖
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
联系方式可参与周末抽奖。

豪礼五：微信红包
微信拍摄返程车票/高速收

费票据，发至“泰安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并转发
其信息，可领取微信红包一个。

豪礼六：iPhone6或金条
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并成功购房的客
户，可凭借车票领取iPhone6或
金条10g。

限量典藏现房

开业前最后钜惠

泰安万达广场金街旺铺、奢
华公寓、高端写字楼三大至臻投
资品，限量典藏现房送给返乡游
子们一份最佳的置业投资大礼，
开业前最后一次钜惠。

2014冠销14亿，2015开业在即，最后钜惠

万万达达宝宝贝贝王王，，泰泰安安最最大大亲亲子子宝宝贝贝乐乐园园
泰安万达返乡A计划开启，持返乡票尊享6重豪礼

再过20多天，春节的钟声就要敲响，在外拼搏的泰安人
也即将踏上归途。每年的这个时候，“返乡置业”都会成为楼
市的热门话题，漂泊在北上广等地工作打拼的年轻人回家过
年时“顺便”看房买房已经逐渐成为楼市常态。泰城楼市的返
乡置业潮也已经开始预热，开发商大打亲情牌对返乡客喊话

“当归”，一边加大优惠力度。

本报记者 杨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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