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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元人没有随波逐流
的习惯，别人造什么也跟着造
什么的不是山东新兴元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精神，新兴元
人讨厌平庸与粗糙。

在泰安这个地方，在一个
人杰地灵的地方，必须建筑一
个人们生活的精神堡垒，为了
这个城市为了泰安杰出的人
们。于是，新兴元人在泰安打
造了“泰山·新兴园”这个响亮
的品牌。

泰山·新兴园的出现

是品鉴浪漫与优雅的约会

地处东岳大街附近的泰
山·新兴园，只要您步行五分
钟，便可达到市政广场圈。长
城路如今也已甚居规模，可以
料知，不用多久，这里必定是
泰城西部未来的中央生活区，
只有独居非常眼光的泰安人
才能看的明白，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愿意等待我们产品两
三年的缘故——— 新兴元人是
用心在打磨。一句话，经典值
得等待。泰山·新兴园不仅重
视外在价值的构建，更重视产
品内部内涵的打造：庭院式的
园林设计，葡萄藤蔓般的生
活，让泰安的贵胄能感受大自
然的亲和，这正是我们所提倡
的生活方式。

泰山·新兴园的出现

引出一磅塘和一条河的爱情

在泰山·新兴园社区范围
内有两条秀美的流水：一条贯
穿社区生机勃勃的中轴水系，
一条依山傍身的河。生活应该

是健康绿色的生活，生活应该
是择水而居、科学的生活态
度，选择水是人类发展历史验
证过的真谛。新兴元人认真思
索人类居住的精髓所在，于是
泰山·新兴园泽地而起，细心
的打造，反复的琢磨。在中轴
水系培植了大量的植物，微风
掠过水波接着绿波，一浪推一
浪，是何等的境界。江边信步，
沿休闲小道，观沿江美景，聆
听波涛，又是何等的惬意。

泰山·新兴园的出现

是阳光和绿色的大PARTY

在泰山·新兴园的房子
里没有昏暗，没有郁闷的空
气，也没有来自空间的压抑
感。大的飘窗、落地窗让阳光
用优雅的方式将大自然的精
华 传 送 到 房 间 的 每 个 角 落
里，或游或潜，或者干脆斑驳
地躺在地上。推窗远眺，傲徕
峰前郁郁葱葱，中轴水系生
机盎然，天平湖畔景色琳琅。
贵 族 的 浪 漫 气 息 被 绿 色 感
染。

泰山·新兴园给了您一个
慷慨的理由。地处都市，与繁
华一街之遥。进，可以加入热

闹的尘世；退，尽可回归心灵
的田园。进退之间，从容与精
彩，任您自由掌握。每天，我可
以在花园里赏花、观景、听细
雨、看斜阳；每天，我也可以在
街头流连、漫步、发呆、看路
人。因为，我居住在城市的中
央；因为，我还拥有田园的幽
静。泰山·新兴园，全新都市田
园生活的典范，带给您的不仅
仅是房子。

只造经典的新兴元人，造
就了不可磨灭的泰山·新兴
园。二期火热销售中，欢迎预
约莅临。

泰泰山山··新新兴兴园园，，浪浪漫漫与与优优雅雅牵牵手手
原生大城为您打造最自然的生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
没网，来汽配城为爱车保养，
没网怎么行呢，比如贯穿汽配
城全年的免费周，如何能分享
给亲朋好友这大好消息，让他
们也参与其中？如何在爱车保
养之余休闲娱乐一下，如何更
方便的搜索周边美食美景？没

关系，泰山国际汽配城与百米
生活强强联手，将无线网络覆
盖到汽配城每个角落，让您在
汽配城随时随地进行网上冲
浪，好消息即时分享。

泰山国际汽配城和百米
生活联合，以打造无缝汽配城
为原则，百米生活将无线网络

覆盖至汽配城各个角落、各户
商家，让您在汽配城随时随时
进行网上休闲娱乐和信息分
享；以满足个人全方位消费需
求为目标，整合汽配城及周边
所有服务资源(包括产品和服
务)，建立汽配城电商平台，为
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信息和深

度服务联接，让您在汽配城保
随时随地了解汽配城市场及
各商家、商品甚至汽配城周边
的最新动态，足不出户在平台
上实现网上交易或服务；倾情
打造网上汽配城，让人们在汽
配城可以真正享受“随时随
地，便捷生活”。

新年马上来了，还有什么是
你2014年岁末最牵挂的呢？回家
的车票还没抢到？公司年终奖到
底够不够丰厚？还是和心爱的她
共筑一个幸福的小家？感情的归
属总需要房子的承载，提起房
子，是否又让你头疼不已呢？我
们不担心你的年终红包丰厚不
丰厚，只关心你和家人的幸福，
辛苦忙绿一年，是时候该有个家
了。泰安恒大城为您准备了购房
基金和年货礼包等4重红包大
礼，轻松助您“羊”帆远航2015！

9A精装豪宅

享精致生活

恒大城想要给您的不只是
一所房子，而是一种更理想的生
活状态。与美好零距离，这就是
恒大的追求。精装修，是恒大的
一大特色。业主们不必为了装修
而愁白了头发，也不必在搬进新
家之后忍受小区里的装修噪音。
更重要的是，节省了装修期间租
房的费用和三天两头跑建材市
场的心力，现房现买现享受，2015

生活怎能不更好？
恒大城，作为泰安首个精装

品质豪宅项目，以出众的宜居品
质、航母级的生活配套，成为具
有产品革新意义的豪宅标杆之
作。其“满屋名牌9A精装”的设计
理念是恒大集团十多年磨砺的
精华所在，涵盖“行业领先设计、
标准化管理、顶级名牌荟萃、精
品化施工、全球统一采购、全国
统一配送、超豪华材料、环保健
康耐久、人性化关怀、创新家装
工艺”于一体，满足每一位客户
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需求。凡是
参观过恒大城9A精装的客户都
会为之倾心。特别是在施工工艺
上，恒大城严格遵循独创的6000

条施工规范，确保将绿色地产的
理念贯穿于施工的每一步以及
装修材料的每一个角落。以成
本价格保持高品质的住宅水
平，将施工中的损耗以及材料
的危害降至最低，在保证品质
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节约了成
本，至始至终践行绿色理念，从
而造就超越奢华之上的湖景美
宅。

齐全教育配套

孩子成才无忧

孩子的教育，是每个家庭最
为重视的问题。如今教育资源并
不共享，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均
等，面对稀缺化优势学校，家长
彻夜排队，只为孩子能够跻身骄
子之列。如果选择恒大城，再也
不用担忧孩子的上学问题，恒大
城的业主所享受的从幼儿园到
初中教育，全部是优质的教育资
源。泰安恒大城目前已经确定引
入徐家楼街道中心幼儿园，并与
该幼儿园形成书面的接收证明。
泰安市徐家楼中心幼儿园，是一
个建筑面积为2089平方米的6班
幼托的公办幼儿园，现为泰安市
级规范化幼儿园，教学资料及家
长满意度一直名列前茅。

此外，毗邻项目一公里外便
是政府重金打造的万官路学校。
该校初中、小学共设9 6个教学
班，已于2014年秋季迎来新生开
学季，届时，学校全部建成后将
成为泰城周边最大的一所9年制
一体化学校。幼儿园至初中一步

到位,为孩子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所以，入住泰安恒大城，全家不
仅可以体验到住宅品质至上的
舒适，还会让孩子享受在家门口
上学的巨大便利！

贴心金牌物业

确保无忧生活

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生活
的满足，是品质生活的全新定
义。多年来，恒大集团地产项目
与旗下金碧物业联袂献礼，旨在
为所有恒大业主提供高尚品质
生活。精品楼盘加上国家一级物
业，二者相互作用，使恒大地产
高品质形象深入人心。在泰安恒
大城，这支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
金碧物业，集团化、标准化的管
理模式以及严苛的执行条例让
人印象深刻。金碧物业的服务不
仅让入住的业主满意，也让每一
位到访售楼部的客户和准业主
感受到宾至如归的归属感。

品牌响、管理优、服务好是
恒大业主们对恒大金碧物业的
第一印象，“中国物业第一品牌”
则是恒大金碧物业追求的目标。

金碧物业专业化、年轻化、半军
事化管理保安团队，不仅想业主
之所想，更忧业主之所忧。小区
的安全指数越高，业主也会更加
放心，全方位的安保措施是恒大
业主们的骄傲。金碧物业独有的
特色保安团队，大都是年龄在30

岁以下的退役军人，全天无死角
巡视，包括公共区域、商铺、楼
宇、装修单元、出租屋及其它重
点区域，同时小区配套的安全系
统也是非常完善且紧密相系的，
业主真正看得到的“安全”。

4重购房大礼

轻松置业恒大城

新年抢红包，恒大派10亿！
恒大城4重红包大礼助您轻松置
业。一重红包：尊享7%购房基金；
二重红包：购房额外99折；三重
红包：送豆油、大米、恒大冰泉专
属年货大礼包；四重红包：到访
看房，免费抽大奖。同时，还有更
多购房钜惠等你来。首付2万即
可抢精装大三房，54-170㎡精装
准现房首付2万起一步到位，购
房还送1500元/㎡奢华精装。

山东泰安恒基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作为泰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翘
楚，在向社会回馈做公益慈善活动
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塑造具有人文特
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以此作为促进
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企业做大
做强的同时，不断改善职工福利，努
力为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生
活环境，促进企业人文关怀建设的
协调发展。

享受莫过于陪伴最爱的人临海
而居，足不出户就能看见一望无垠
的大海，赏海边的日出日落、听阵阵
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然后还可以
大肆品尝一番海鲜。

在新春到来之际，恒基置业组
织员工分批到美丽的海南岛度假。
不过，与大部分企业不同的是，恒基
置业员工的度假公寓属于公司持
有，让员工随时享受家庭般的温馨
舒适，同时员工旅游期间拥有带薪
休假以及家属陪同的权利，并配备
专车全程自驾游，这一福利待遇将
成为公司惯例，而在泰安企业福利
中实属罕见。

近日，恒基置业首批员工启程
奔赴海南，刚到海南就被大自然的
秀丽风光所吸引，卸下沉重的冬装，
换上了轻便的单衣，大家相互拍照
留念，享受着旅行的喜悦与轻松，呼
吸着新鲜空气，工作的繁忙和疲惫
早已被大自然的清新和惬意所代
替。旅行中大家相互交流，感受旅游
带给自己的别样感受，处处充满了
员工的欢声笑语。据了解，这次度假
涵盖所有员工分批次出行，每次7组
家庭，将持续到今年3月份。

恒基置业领导为了感谢员工一
年工作的辛苦付出，希望通过这次
海南度假在家人的陪伴下使员工的
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恒基
置业对于此次旅游活动非常重视，
从行程选择、时间安排、物资配备到
人员组合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协
调工作。此行不仅增长了大家的见
识，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
工作热情，增强了企业员工的荣耀
感和员工归属感，更让大家以更加
饱满的精神和热情投入到工作和生
活中。

泰泰山山国国际际汽汽配配城城携携手手百百米米生生活活
让让您您免免费费畅畅享享无无线线网网络络

羊羊年年头头等等大大事事 回回家家买买套套好好房房
恒大10亿红包大派送 首付2万抢精装大三房

恒基海南置业
员工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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