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7日，三盛集团全智贤代言
战略发布会完美落幕，将三盛地产
文化精髓借助互联网TED式惊艳
京城。三盛集团是闽系房企的一匹
特立独行的千里马，以成就极致未
来家的全新生活理念为战略目标。

对于三盛地产，北方大部分人
比较陌生，而在南中国，三盛地产
已满载盛誉15年。三盛地产在房地
产领域总投资500多亿元 ,麾下30大
项目、开发面积总计800多万平方
米、2万亩土地储备。作为集团的
核心产业 ,三盛地产经历15年快速
发展 ,已实现在国内五大区域，十
三大城市的全国性布局 ,开发业态

涵盖住宅、城市综合体和旅游地
产 ,形成“多区域、多项目、多业
态”开发和经营的商业模式。

同时 ,三盛拥有物业公司、园
林公司、装修公司等企业 ,与地产
业务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产业
链 ,具有其他房地产企业难以比拟
的竞争优势。三盛品牌也多次被评
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地产企业”、
“中国值得尊敬的房地产品牌企
业”，以及博鳌论坛“2014最佳产
业地产企业”。

三盛国际城是三盛地产北上打
造的万亩钜制大盘，是立足北京的
奠基之作，战略地位尤为重要。项目

位于京南温泉休闲商务产业园区
内，盘踞二机场核心，受京津冀一体
化、南城计划及北京大七环集中发
展利好影响，拥享世界级四大富热
田之一的温泉资源，凭借优质的原
生态自然资源，内部钜制规划60亩
奢华古罗马温泉宫酒店、万平沿河
商业中心、亚洲最大户外亲子乐园、
真正的国际化高端教育、北中国顶
级养生养老基地等一站式3 . 0模式
的全龄产业文化新城镇。更有顶级
物业——— 伯恩物业专属服务，独享
尊贵生活，矢志为北京家庭带来前
所未有的“泉”新生活体验，更开启
一种对全新生活理念的追求之旅。

三三盛盛地地产产携携手手全全智智贤贤极极致致而而来来

4月12日，融汇城举行了盛大的全城公开认筹，钜惠5万
/套，千批客户冒雨来访，全天持续火爆，打响2015济南楼市
第一枪。融汇城首次认筹第一天现场就爆满，突破千人，可
见市场对于项目的认可程度非比寻常。

融汇城位于二环南与二环西交会处，自入市以来，3999

元/平起的抄底价格就是购房者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除
了具有诱惑力的房价外，该片区的价值前景也是推动购房
者选择的重要因素。据规划，二环西路将打造集金融办公、
会展休闲、文化创意、生活居住于一体的功能复合型现代服
务产业集聚带，后期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注入，将带来大量
人潮与资金的聚集；而随着轻轨的修建与开通，二环南路与
二环西路高架快速路修建，交通干道结网，出行更加便利，
融汇城所在片区价值势必将大幅提升。

作为一座3000亩体量的大型生活城，未来将满足几十
万人居住需求，拥有一个理想的学区，对于购房者都是极大
的利好。融汇城内规划建造多个幼儿园、小学、中学，通过一
站式国际教育体系和社区见学系统，打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目前学校建设工程已启动，确保后期业主入住后能够按时
投入使用。在建筑品质的打造上，融汇城致力于将文化与创
意的精神融入到住宅开发当中，秉承精工考究的施工准则
与欧美小镇独有的风情，规划出四大居住组团和创意生活
街区。首期85-140平德式华宅，在户型选择上十分多样，两
居、三居、下复式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家庭购房需求，可变户
型、全明通透等设计真正实现了居住的以人为本。

现融汇城开盘倒计时，届时，除了超大力度购房优惠
外，更有惊喜大礼相送。认筹火爆进行中。

备受关注的Q1项目启动会以“青岛第一世界级新地
标”为主题，于2015年4月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华彩亮
相。据悉，该项目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律铭之子贝建中
亲自操刀设计为中国设计的唯一一处对全球销售的民用建
筑，定义为在青岛的世界级城市地标。

发布会上，青岛中核元诚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核
兴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明首先对到场嘉宾致以
热情的问候，解释了Q1所在地是核工业疗养院移交青岛市
时保留的一宗土地，蕴含着荣誉和敬畏的意义。李总还阐述
了Q1项目最初的规划理念及合作方选择的原因，在发言中
表达了对于Q1项目的无尽期许：位于青岛市最核心区域香
港中路的Q1，必将以世界级的建筑彰显实力央企，泰山之
巅的世界级风范，成为青岛的新地标。

青岛中核元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泰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煜发言讲道：“建筑是可以复制的，
但土地不可复制；设计理念是可以复制的，但情感不可复
制；高度是可以复制的，但价值不可复制。我们追求打造的
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收藏品，因为我们对土地的敬畏，对青
岛的情感，对品质的苛求。”他表示，Q1是一栋能让未来的
业主体会不到时间的痕迹建筑，正是坚持这份以人为本的
核心理念，实现将品质生活作为对未来业主的基本承诺，让
美好的事物能够世代地传承。

作为由贝建中先生领衔的贝氏资深设计团队亲自“操
刀”的中国唯一一座对全球销售的建筑，坐落于青岛核心区
香港中路上的Q1，是以多元化物业为一体的高品质商业综
合体。全挑空复式的设计，不可复制的扇形外观，360度的观
海视野，都彰显了Q1的高端品质。至此，商业体不再只是一
栋建筑，而是能真正带给老百姓更具生活性的建筑艺术体。

未来，Q1将继承齐鲁文化智慧，以领先时代的新高度，
打造青岛市第一个世界地标，为青岛的天际线，耀出举世瞩
目的光芒。 (楼市记者 刘文倩)

融汇城开盘倒计时

青岛第一世界级新地标Q1

揭开神秘面纱

4月12日，由漫山香墅主办，品聚
书吧联名举办的“城市变迁，图说济
南——— 暨牛国栋先生《济水之南》读
者见面会”在漫山香墅营销中心盛大
举行，这也是漫山香墅开展文化体验
季活动以来，成功举办的又一场大型
活动。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汩汩的泉水、古朴的街巷、
沧桑的青石板、静静的垂柳……这些
老济南的印记，一直默默地诉说着老

济南的过去。这座充满历史沧桑的老
城，有铁铉奋力抵抗的悲壮，也有拆
除老火车站的伤痛，有白妞说书的风
雅，也有老舍赏冬的闲情逸致……我
们生活的城市，还有多少故事是我们
不知道的？

因此漫山香墅特携手品聚书吧，
邀请城市学者牛国栋，带着他的最新
力作《济水之南》来到漫山香墅，为
我们讲解我们一直生活、热爱，却并
不完全了解的济南。

漫山香墅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不断给泉城的财富圈层
带来深厚文化内涵的定制活动，由此
树立济南高端私人生活风尚楷模。鲁
能·漫山香墅，于舜耕路南首，三山环
抱中，近享贵和便利商业，距泉城广
场仅8公里，以离尘不离城的姿态，筑
造伴山城市别墅。漫山香墅四期，最
大赠送500メ院落，18尊席限量加推，
抢占城市稀缺的生态宜居资源，礼献
这座城市懂得生活的成功领袖。

城市变迁，图说济南

鲁能·漫山香墅与您共同回味老济南变迁

经过两周的火热抢购，鲁能领
秀 城 买 房 送 家 电 活 动 即 将 接 近 尾
声。据销售经理介绍，目前，领秀
东区学区准现房参与买房送家电活
动的已剩最后 3 0套，时间有限，错
过再无。

学区准现房 尚未涨价 抢房倒计时

据小编了解，一直以来，领秀东
区102メ功能三室、124メ舒适三室备受
购房者青睐，领秀城买房送家电活动
发出后，更是人气火爆，销量惊人。
小编随机采访了几位置业者，大部分
表示都是冲着买房送家电活动来的，
张女士说：“买房还能送家电，能省
两三万块钱呢，很划算。”“房子是
学区准现房，我们今年买了，孩子明

年就能上学。”领秀城的这一活动举
措让购房者连连称赞。

鲁能领秀城现已引进省实验幼
儿 园 、省妇 女 儿 童 活 动 中 心 幼 儿
园、胜利大街小学、育英中学四所
公立名校，且都已开学招生。依靠
雄 厚 的师资 力 量 ， 一 流 的 教 学 水
平，鲁能领秀城山东第一教育大盘
的市场 地 位 愈 加 被市场 推 崇 。 目
前，央行降首付，很多楼盘价格已
经蠢蠢欲动，领秀城尚未涨价，已
经进入了抢购热潮。

鲁能领秀城 家门口尽享吃喝玩乐购

领秀东区，不只是学区房，其优
美的自然环境、繁华的商业配套以及
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全城南部都是首屈

一指的。三面环山，森林覆盖率约
95 . 6%，在这里，天天都能呼吸到新鲜
氧气，可谓是居者最佳选择。另外还
配有南城唯一贵和购物中心，五星级
Hilton、北京华联超市、世纪星真冰冰
场、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等品牌商家,家
门口尽享吃喝玩乐购。从鲁能领秀城
出发，十分钟就能到达泉城广场，繁
华宁静任意切换。家住领秀城E区的王
先生告诉小编：“我每天都会去森林
公园爬山，早晚各一次，身体越来越
硬朗了。”

作为泉城南部的标杆楼盘，领秀
东区真正的学区准现房真的是一房难
求。目前，领秀东区87—135メ学区准
现房尚未涨价，买房送家电活动仅剩
30套。

鲁能领秀城买房送家电只剩最后30套

4月11日，财富中心“一城之巅谁
主沉浮”产品发布盛典于济南喜来登
酒店隆重举行。盛会之上，各级领
导、齐鲁各大媒体，以及千余客户共
攘盛举，共同见证了济南CBD的财富
巅峰。同时，财富中心中央豪宅全球
认筹活动亦同步开启，现场有多达500

多组客户争相排队认筹，刷新济南单

日认筹纪录！整个认筹持续了2个多小
时，财富中心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盛典之上，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兼
北京区域公司总经理荆宏先生对融创
建邦品牌的理念与方向、以及融创建
邦在山东区域的发展战略作了深入解
读；财富中心营销总监杨丽女士则对
项目高端价值进行了详细阐述，为现

场嘉宾展示了财富中心问鼎“一城之
巅”的核心优势；盛会还特邀财富中
心的国际级设计师们，他们从专业的
角度，深入细致地讲述了财富中心的
设计理念。

在客户代表访谈环节，邀请到金
融界人士马克先生，他从专业的角度
分析，买房看地段、地段、还是地
段，他坚信，财富中心处于经十路、
省博南，还毗邻龙奥大厦，地段的价
值是惊人的，CBD中央豪宅这样的绝
版地理位置，增值潜力巨大。

当山东中投建邦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鹏先生对产品认筹政策作了详
细讲解、并进行了Apple Watch抽奖环
节之后，财富中心中央豪宅全球认筹
启动仪式隆重启动，在眩目的声光闪
动中，各位领导及现场所有嘉宾共同
鉴证了财富中心荣耀启封的历史性时
刻。

据财富中心负责人透露，项目预
计将于5月份耀世开盘，推出的产品为
100-175平的平层豪宅，现在认筹钜惠
交3万抵5万，届时势必将以火爆之势
再次引发全济南目光聚焦，以一城之
巅，正式标定济南CBD的峰居典范。

财富中心刷新济南单日认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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