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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盛安安美美郡郡】】工工地地开开放放日日--遇遇见见最最美美的的家家
10月18日，备受瞩目的盛安

美郡施工现场终于揭开了神秘
面纱，一场遇见最美家的工地开
放日活动在盛安美郡工地现场
隆重启幕；

秉承盛安集团50年卓越品
质，盛安美郡施工质量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

上午9时，业主和媒体朋友
齐聚售楼处；业主们首先参观了
盛安美郡的工法展示，专业工程
师为大家讲解了大学里所用工
艺的各项标准，并向业主展示了
内部构建所使用的建材。

业主亲自了解将来居所的
内部材质，让自己买得放心，住
得放心。盛安美郡够公开让业主

观看建材并自信可以令业主满
意，可见其不仅所使用建材均为
上乘，所做工程，也具有过硬的
质量。

进入实体楼后，对于新家满
怀期待的业主们马上被宽敞明
亮的场景所吸引。在专业工程师
的介绍中，业主们对于盛安美郡
无可挑剔的建筑品质，极致到细
微的人性化设计给予了充分的
认可。

此次活动是盛安美郡首次举
行的工地开放活动，“以君子之诚
善待客户”，这是美好职业一直以
来秉承的服务理念，将项目的施
工进程和材料、工法毫无隐瞒地
展现给客户，让业主在对爱家拥

有更多知悉权的同时，也从自身
的居住需求出发，对工程细节提
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不仅是作淄
博本土开发商对业主的尊重，更
体现了美好置业建造高品质宜居
住宅的决心与诚意。

盛安美郡一期已完美交房，
二期在售6#于今年9月份盛大交
房收官；5#也将于近期交付业主
使用。

二期主力推售140m2经典三室
两厅两卫户型，纯板楼结构，大开
间、低进深；南北通透，户型方正；
更有两梯两户，18 .7%超低公摊！

赠送3m2景观阳台，形成双向
采光通风面，通透效果更佳；

详情可至盛安美郡售楼处。

【【恒恒大大帝帝景景】】零零压压力力 拎拎包包入入住住城城央央33房房

恒大帝景，零压力 拎包
入住城央3房！首付2万起，购房
送1500元/m2满屋精装！送高达
6万家私！金秋特惠抢房倒计
时，1 0 5 - 1 1 3 m 2 经典阳光小三
房，极致加推！置业恒大帝景，
成就幸福人生 !

恒大帝景105-113m2

经典阳光小三房，极致加推

105m2阳光小三室，舒适温
馨，从容放逸身心；南北朝向，

采光极佳，在客厅里尽情享受
阳光；舒适主卧，尽显幸福浪
漫；暖心设计，舒适简约，彰显
一家人的其乐融融；客厅配备
大阳台，视野开阔，欧陆风情园
林，风光尽收眼底。

110m2精品舒适三室，清风
穿堂而过，悠享阳光健康生活。奢
阔客厅，通透户型、采光极佳，阳光
充斥在每一个角落；舒适卧室，动
静分离，会客起居互不打扰；宽阔
观景阳台，延伸居家视线，奢美园
林、美妙风光一览无遗。

购房零压力，

送精装，送高达6万家私

装修对于大多数置业者来
说是件令人头痛的事，繁杂的
装修项目，眼花缭乱的建材市
场，数不清的猫腻装修账单，各
种各样杂乱无章的大事小事，
都足够让人心烦意乱。淄博恒
大帝景所配套的9A精装，能一
步解决置业者装修烦恼。恒大
地产作为中国十强的大品牌开
发商，精装房所用装修材料均
为世界名牌，且将6000余条“精
品标准”始终贯穿于项目设计、
施工、监理、验收等流程，从而
保障精装的高质量，筑就高品
质精装华宅。恒大金秋钜惠，购
房送精装，送高达6万家私，零压
力轻松置业！

社区醇熟配套，

衣食住行一站随享

现在的购房者在买房的时
候，不再单单只考虑房价，像交
通、品牌、生活配套等这些因素
同样是购房者选房的重要标准。
恒大帝景的醇熟配套，社区内置

大 型 综 合 性 商 业 梦 飨 天 街 、
5200m2五星铂金会所，社区周边
涵盖区府广场、中心医院、凯瑞
小学、张店九中、义务小商品城、
植物园等诸多资源。使宜居生态
社区名副其实，为您的健康保航
护驾，丰富的商业配套，让您享
受多彩的生活。

欧陆风情园林，

纵享鲜氧湖居生活

在繁华的都市，人们总在寻
找一方宁静，渴望给单调的生活
更多滋润。恒大帝景，3 . 5万m2欧
陆风情园林，5000m2中央阔湖，精
美大气的的欧式喷泉、主题园
林、小品雕塑、花架等众多特色
景观所蕴涵的，是浸染在清香空
气之中的悠然生活。社区园林依
循大尺度空间，让水润的情怀、
无尽的清凉映入居者心田，于悠
然漫步间即可享受欢畅的生活
韵律。

国家一级资质物业，

“一站式”管家服务

房子购买后，小区的物业质
量以及服务问题跟自己的生活

息息相关。好的物业是楼盘品质
的保障，恒大帝景在服务上同
样领先了本地诸多可比项目。
国家一级资质物管——— 恒大金
碧物业为业主的生活保驾护
航，创建和谐社区，小区内将实
行2 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一站
式“管家”服务，为客户提供无
时不有、无处不在、温馨自然、
热情周到的高水平、高质量的
物业服务，为每一家人创造尊
贵、便捷、舒适、安全的一流居
住环境。

城市中心的稀缺地段、贵
族圈层专属生活区、准现房实
景的产品保障，缔造出恒大帝
景强大的优势。购房有优惠，还
不够。购房没有后顾之忧，才是
实实在在的保障！恒大帝景践
行恒大集团无理由退房政策，
实力承诺，免去购房者的后顾
之忧，实现置业零风险。

最新销售信息：恒大帝景，
全城送鸭梨，购房零压力！首付2

万起，拎包入住城央3房，购房送
1500元/m2满屋精装！送高达6万
家私！金秋特惠抢房倒计时，105
-113m2经典阳光小三房，极致加
推！本周特惠5套房源，一口价大
让利，最高优惠39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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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乘市场回暖加大推货力度，当前仍属于购房好时机

2015年即将踏进最后一个季度，回顾这一年来房地产
情况，相关专家认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回暖明显，成
交量上升，购房信心恢复得比较快，房价止跌企稳，改善型
的购买者入市较过去一年增多，高端市场活跃度上升。预
计楼市继续保持回暖走势，当前仍是购房好时机。

刚需刚改购房者入市信心增强

在政策方面，从去年开
始，限购、限贷等政策取消，存
量房交易的营业税年限也调
整；货币信贷层面政策也有所
放松，去年到今年央行共降息
5次，3次降准，还有一系列宽松
措施，使得流动性紧张状况缓
解，买房利率处于近年来最低
水平。这两大变化激活了市场
需求，增强了购房信心。

谈到接下来楼市走势，合
富辉煌房地产经济研究院院
长龙斌表示，楼市预计保持交
投活跃、回暖的走势，不同城
市的房地产市场分化还会延
续，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
回暖明显，房价缓步上升，三

四线城市市场表现温和，房价
较为平稳。

“开发商应该会乘市场回
暖的时机加大推货力度，供应
充裕。刚需、刚改和少部分再
次改善的购房者入市信心会
增强，供求两旺的市场格局可
以期待；投资型购房预计不会
太多。”龙斌说。他认为当前仍
属于购房好的时机。“国家政
策支持，利息处于历史低点，房
价稳定，所以，有能力、有需要的
买房应该抓紧时间。至于投资，
我建议坚持价值投资，充分考
虑投资物业的地段价值和产
品价值，注意自己的资金风
险，最好作长期持有打算。”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
况显示，1-9月份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70535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2 . 6%，增速比1-8月份回落
0 . 9个百分点。但龙斌认为：“目
前整体楼市较为健康，不过，
由于宏观经济走势不甚明朗，
各城市房地产库存量大，仍处
于去库存阶段，故房企新开

工、投资买地都较为谨慎，市
场回暖还没有传导到让整个
行业都景气、乐观。”

龙斌还表示，土地市场今年
整体较为理性，量价齐跌。“目前
绝大多数城市楼市的供应较充
足，需求逐渐激活，去库存还会
延续。建议房企还是积极顺应市
场，以去库存积极回笼资金为
主，有备无患。”龙斌说。

虽然当前全国商品房销售已经
复苏，但更加重要的指标“房地产开
发投资”却仍未好转，明显低于固定
资产投资增幅。

“十一”之前楼市迎来两大利好
消息：一是非限购城市首套房商贷首
付比例最低降至25%；二是10月8日起
全面推行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这些
利好政策有望促进楼市回暖。

从短期看，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
降温，自住需求萎缩，同时也压制了
经济增长。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的是
熨平市场周期性波动，所以持续放松
调控，合情合理。从长期看，松或取消
限购、限贷、限价、限外等行政管制措
施，逐步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应是房地产政策的总体原则。

就短期而言，经济稳增长非常需
要房地产业复苏，虽然当前全国商品
房销售已经复苏，但更加重要的指
标：房地产开发投资，却仍未好转，前
8个月增幅已持续下滑至4%以上，明
显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决定政策变化的首要逻辑是，在
经济企稳(GDP增速稳定在7%，不再继
续下滑)之前，国家层面的房地产政策
不会收紧。次要逻辑是，在房价明显
上涨之前(由一线城市扩散至二三
线)，国家层面的房地产政策保持平
稳，甚至进一步宽松，而楼市复苏乏
力的三四线城市，将加码救市。所以，
展望未来，至少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
半年，政策依然会延续宽松。

专家预测：

四季度楼市政策

将继续延续宽松

楼市供应充足，去库存还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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