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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闹市喧嚣

坐享山水之乐

记得英国诗人勃朗宁
夫人初到托斯卡纳的感叹
吗？“这里的空气似乎能穿
透你的心扉。”在御府苑你
或许能找到类似的体验。在
那名置业顾问的指点下，记
者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位于
城区西部青春创业开发区
东南的卧虎山附近。泰山御
府苑小区就坐落在卧虎山
南侧，小区依山而建了一排
排清新雅致的多层建筑，掩

映在婆娑树影之中，显得温
馨、安宁。

随着城市中心向西转
移，泰城所有的先进要素都
在向西部汇集，一个新的繁
华生活圈正在形成。而泰山
御府苑就是带动和分享这份
繁华的重要项目。整个项目
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依山
而建不但可以坐享山水之
乐，还能隔离闹市车水马龙
的喧嚣。记者在小区内走了
走，小区林荫葱郁，耳边响起
好久未曾听到过的鸟语虫
鸣，放眼望去是漫天绿色，四
处弥漫着一丝湿润气息。侧
耳聆听，清新和煦的山峰，伴

着溪水的跳动，草木的耳语，
宁静而悠远，天籁的共鸣，胜
过金色大厅里余音绕梁的绝
妙，这些城市罕有的圣境，都
成为生活在御府苑最真实的
印象。

多年的细致规划

孕育出雅致生活

工作在喧嚣的闹市区，
紧张的生活节奏过久了，连
带着自己的心也疲惫起来。
住在御府苑小区，体验的是
一种工作归工作，生活是生
活，张弛有度的畅快感。下

班后，我们行驶在宽阔的泰
山大街上，回家的心情畅快
淋漓，附近的高铁西客站等
交通枢纽，让市民尽享畅达
之美。

御府苑小区多年的细致
规划，让生活在此的居民享
受的是一种放心、舒适。每栋
楼的楼梯宽敞明亮，卫护森
严，进户设两层防盗，严密监
控，加上开发商吸取了泰城
多家高档社区的物业经验，
建立了严格的保卫管理，让
御府苑成为一个安全居住示
范区。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
高地供水的需要，开发商特
地在用地北侧地势高处设储

备水箱及供水设施；小区内
的配电房、燃气调压站和垃
圾转运站等都是精心设计选
址的。小区内部还建设有高
档娱乐会所，让市民尽享现
代精彩生活。

配套逐步健全

升值空间巨大

泰山御府苑小区已经
建成了三十多栋楼，经过开
发商多年的经营，积累了不
少房源，有越来越多的市民
注意到这个宜居宝地，许多
人已经搬进小区居住。

在小区里，记者见到了
正准备出门的居民边女士，
她告诉记者：“我才搬过来
不久，感觉这个地方环境挺
好，而且是现房，比买期房
省心多了，更重要的是，这
里的房价确实比不贵，我买
的还不到 4 0 0 0 元/平方
米。”当记者称赞她眼光独
到时，她苦笑着表示，很早
之前就注意到御府苑小区
了，不过当时市区房价还没
有涨这么高，当她终于下定
决心买下御府苑的房子时，
房价已经比当初涨了一千
元。“我觉得自己买晚了，后
悔得不得了，现在看看，附
近的高铁西客站马上就建
好了，配套设施越来越多，
升值潜力还是挺大的。”

置业热线：0538-6290888

“农大北门 110平
方米的三居室，都卖
到 1 0 0 来万了。”1 7
日，一名置业顾问告
诉记者。眼看市区繁
华地段的二手房即将
突破万元大关，这名
置业顾问忍不住感
叹：“闹市区房子动辄
七、八十万，普通老百
姓哪买得起啊！有那
些钱还不如到西边卧
虎山附近买房子，像
御府苑，花 40 万就能
买套挺不错的三居室
了，省下几十万还能
买辆好车！”

泰山御府苑多层住宅环境效果图。

本报讯 16 日，光彩
大市场六区黄金商铺房号
在东尊华美达成功竞拍。此
举开创了泰安房地产行业
销售方式的先河。52 个黄
金商铺拍出 1445 万元的消
息已流传在泰城街头巷尾。

泰安光彩大市场一期
工程于 2006 年 10 月 29 日
建成开业，项目被列为全国
工商联“光彩事业”重点项
目、全国创业型试点城市示
范园、山东省重点项目、泰
安市重点工程。泰安光彩大
市场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725 亩、建筑面积约 44 万
平米。经过 4 年运作，光彩
大市场已经形成了品牌化

和规模化经营。已入驻的商
户超过 2000 家，从业人员
达到 2 万人。

为满足市场需要，提升
市场整体形象，光彩公司正
在建设的一期六区项目，准
备打造成泰安市最大的陶瓷
卫浴经营市场，总投资约
1. 3 亿元。其中规划的陶瓷
卫浴经营专区面积近3万平
方米。2010 年 10 月 8 日原
建材六区陶瓷卫浴经营户已
整体入驻光彩六区，公司预
留了黄金位置商铺72套。

此次房号竞拍，是在正
常支付商铺房价的基础上，
对黄金位置的房号进行竞
拍，底价5000 元，上不封顶，

商铺成交价实际为房号价+
商铺房价。在拍卖会上，拍卖
师以高于保留价5万元的价
格起拍，调动了拍卖会场的
竞拍气氛，出现了“双间商铺

房号标王”71 万元和“单间
商铺房号标王”40 万元。最
终 52 个房号的成交价达到
1445 万元人民币，达到了预
期目标。 (本报综合)

本报泰安 10月 20日讯
(记者 梁敏) 楼市素有“金
九银十”的说法，九月份行将
结束，泰城不少开发商也开
始准备十月份的销售方案。

“十月份，我们福盈天际二组
团将推出公开认筹活动，购
房者一次性付全款，可享受
9. 3 折优惠，按揭贷款也打
9.5 折。”20 日，福盈天际楼
盘负责人告诉记者。

提起福盈天际项目，有
的人首先想起该项目位于
长城路北段的绝佳地理位
置，有的人则首先考虑价

格，但是，最吸引人的，而且
目前仍然鲜为人知的该项
目的几个经典户型。记者在
福盈天际项目售楼处采访
时，偶然发现十几套‘Loft
楼中楼’户型，上下两层一
共 70 平方米，每层层高
2. 9 米，一楼可作为客厅和
厨卫，二楼为卧室、书房等
私密空间。目前，福盈天际
正在举行公开认筹活动，市
民付全款购房可享受九三
折优惠，按揭贷款也可享受
九五折优惠，在这种优惠力
度下，购买一套 LOFT 小

别墅，只需要 30 多万元，这
种户型的性价比非常高，对
年轻白领极具诱惑力。

除了限量版的 LOFT
户型外，福盈天际还有大量
110 平方米的两居户型、40
平方米的一居户型。另外，
还有三种户型将会吸引众
多买房者的目光，这三款户
型分别是 13 套三室两厅两
卫的 130 平方米、13 套四
室两厅两位 170 平方米和
部分超大型的 220 平方米
四居室户型。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福

盈天际立足于长城路北段，
周边拥有国际饭店、体育中
心、易初莲花、市政广场、实
验中学、泰医附院等生活配
套设施，交通也十分便利。记
者从售楼处了解到，该项目
基础设施相当完善，供水、供
电、集中供暖、煤气、网络通
讯、有线电视等一应俱全，楼
内及庭院场均有相应的防火
防盗，电视监控，门卫等安全
管理设施。目前长城路沿线
各大楼盘总体价格已经逐渐
赶超东部城区，未来的升值
潜力十分巨大。

居然之家作为国
内大型龙头家居建材
主题购物中心，不但
为顾客提供家居设计
服务，还提供装饰选
材、家具及家居饰品
选购等一站式服务，
集品牌展示和销售为
一 体 ，拥 有 市 场 、超
市、专卖店等多种形
态。居然之家十余年
的快速发展，没有消
费者的支持断然做不
到。那么，居然之家是
用 什 么 打 动 消 费 者
的？

我们先看看居然
之家目前在央视热播
的由国内知名影星陈
宝国领衔的广告对白：

“一站式服务，应有尽
有；很时尚，都是名牌；
实行先行赔付，统一退
货；很负责任。装房子，
买家具，我只来居然之
家。”这段广告词实际
上道出了居然之家的
创业理念。在十余年的
创业过程中，居然之家

“很负责任”的做到了。
因此，居然之家十余年
来赢得无数消费者的
支持与厚爱。

居然之家创业理
念，实际上是抓住了消
费者的“三心”：省心，
开心与放心。

先谈省心。“一站
式服务，应有尽有”，这
大概是每一位消费者

都乐见其成的。加上居
然之家便捷与良好的
服务，消费者的购物之
旅省时省力，何乐不
为？居然之家深谙此中
道理，很好地拿捏并把
握了消费者购物心理。
再说开心。“很时尚，都
是名牌”，对于定位中
高端消费群体的居然
之家而言，精准的定位
是成功的基础。都是名
牌，岂不是很好的拨动
了中高端消费群体采
购欲望之弦？追求品
位，是发展了的中国人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理
所当然的趋势与方向，
居然之家迎合了消费
者这一发展的心理需
求。

当然，成功也就水
到渠成。重点是放心。
消 费 者 装 修 一 个 房
子，少则几年，多则几
十年不变，如果动不
动就有质量问题，那
是任何一个消费者都
不愿意看到的。居然
之家推出的“先行赔
付，统一退货”便很好
的解决了消费者的这
一 顾 虑 。“ 让 客 户 满
意”、“向消费者倾斜”
是居然之家永远不懈
的追求。一个月内无
条件退货，统一赔付
是居然之家坚守的原
则。如此，没有消费者
会不放心采购。

一次性付全款优惠九三折，按揭贷款打九五折

福盈天际推出四大经典户型

光彩大市场拍卖绝佳地段房号

52个黄金商铺拍出 1445万元

居然之家

让您省心 开心 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