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楼市不动产进军临沂
迈出全省战略布局重要一步

诚基SOHO，央城五星级复
式典范，汇集都市与时代居住
精粹，超低总价50万起，高贵
不贵，实为城市精英上乘之
选。

诚基SOHO位于山师东路与
和平路交叉口，是济南城市中
心，高校中心，居住中心，商
业中心，绝版区域价值不言而
喻。

诚基SOHO，罕有挑高5 . 4
米，复式设计，动静分区，满
足不同功能需要，实用空间，
灵活多变，兼以五星级大堂为
蓝本，5A级酒店式公寓为规

格，极具都市效应的公建外立
面、大理石铺就的精装大堂，
进口中空玻璃，精细装饰元素
巧妙点缀，稳重而不乏时尚
感。社区环境以人为本，戏水
池、景观墙、健身中心、儿童
游乐区等俯首皆是。

大润发、家乐福、沃尔玛
等国内知名商超林立，山东师
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等各大
高校环伺周边，八大金融机
构、三级甲等医院鳞次栉比，
畅享10分钟都市圈，紧邻黑虎
泉、千佛山及泉城广场等城市
名片，尽享都市配套极致。

火炬东第举行的为期一个月
的“关爱女性 健康1+1行动”
于3月20日圆满结束。当天上
午，在火炬东第售楼中心进行了
最后一次的抽奖活动。

3月6日、3月13日以及3月20
日的三次抽奖中，共产生近百名
幸运者，购房基金已全部送出。
获奖者的名单已经在搜狐焦点网
上公布。

这是位于济南东部的一个低
密度的楼盘，产品类型涵盖电梯
别墅、洋房、高层、小高层。目
前正在推售的是三期精品小高
层，涵盖54-137平米，一室一厅
到三室两厅各种经济户型。目前

花园洋房余量已不足5000平米，
高层公寓也销售过半。

小区内近50%的区域是高端
别墅区，造就了小区非常低的容
积率，南北最大栋距达到70米！
东西栋距更是宽达300米，俯览
整个别墅区，敞亮自然。如此低
的容积率，在奥体以东经十路板
块的楼盘中恐怕绝无仅有。

高层区的住户可以与别墅区
共享高端的生活配套，高端幼儿
教育、室内恒温泳池、影院、酒
吧、咖啡厅等时尚配置一应俱
全，我们关注业主生活的每个细
枝末节，为业主提供无微不至的
贴心服务。

2011年3月19日，济南东部楼
市低密大盘“中国·诺贝尔城”
全新洋房组团开盘，再爆热销盛
况。中国诺贝尔城2年来是创新
不断的东部楼市名盘，此次“帕
提欧·悦庭”组团惊艳面市，仍
传承着热销传奇。

“如果说性价比是我们的
热销根本，那么永不止步的产
品创新，就是我们的立市依
托。”广宇置业董事长王炯玲
表示。过去的两年间，中国·诺
贝尔城成功推出了联排别墅、

退台花园洋房、叠墅洋房、瞰
景洋房等一系列洋房创新产
品，此次推出的“帕提欧·悦
庭”组团，是发展商携手建筑
师、营销策划团队秘密精研近
一年的创新成果。

“从集团领导到营销人员，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也可
以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如何
把已经和人们生活日渐疏远的庭
院生活、与小高层洋房进行一次
完美的整合，”广宇置业副总经
理侯桂杰坦言。

自3月12日蓝石大溪地最后一
栋阔景高层公开后，受到了大溪地
热衷者的再度抢购。据悉，蓝石大溪
地一期仅规划了四栋高层，每栋50
余户，前三栋未等到公开就被抢空。

记者了解到，融身湿地公园的
蓝石·大溪地惜景如金，以18层高的
建筑高度，为居住者设定高度和广
度两个坐标去定义自己生活中的风
景。项目通过褐色的文化石、暖色的
涂料与木头的点缀，来表现建筑的
肌理，尤其是红色陶土屋顶的视觉
空间，简朴优雅，历久弥新。

除此之外，四栋高层每栋楼仅
一个单元，一层三户，两部电梯，三
房户型电梯直接入户，极致人性化，
私密性极强，创高层电梯产品设计
之先。户型为93-142㎡两房、三房，大

开间，大露台，除了南北通透、采光
均好、动静明确等特点外，也将生活
之外的美景也纳入生活之中，俯瞰
小区私家园林，远眺湿地公园，高端
品质生活欣然在目。

济南一全国著名房地产代理机
构分析称：蓝石大
溪地之所以能够在
楼市政策不断紧缩
的情况下受到消费
者青睐，这和它自
身天时地利占尽的
因素有很大关系。
能够将家建在未来
江北第一湿地公园
的怀抱，这本身就
是一种无可替代的
诱惑，更何况两公

里之外将会出现一个繁华倾城的西
客站！而每栋楼仅一个单元，再加上
风格和别墅区、洋房区设计保持高
度一致，这在济南乃至全国恐怕也
是唯一一个，产品的不可复制是蓝
石大溪地热销的根本原因！

3月19日下午，天泰·太阳树携
手山东富豪volvo联合举办了主题
为“绿色引领品质生活”的高端共
享品鉴会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大力宣扬绿色科
技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提
倡绿色住宅、绿色座驾，示高舒适
的极度追求至臻之美。据悉，为回
报广大客户厚爱，天泰·太阳树4号
楼限量加推中，157-258m2精装舒
适大宅2011年盛装启幕，并挚诚邀
请嘉宾试住体验，挑战超舒适生
活，感受高科技质变。

当天下午，天泰·太阳树营销
中心绿色生活体验馆里高朋满座，
贤达云集，现场氛围在高雅中透着
热烈，品红酒，享美食，赏S60，
切实感受了一把太阳树里的明媚生
活。参观样板间，免费试住，还有
对红酒文化的讲解，都让与会者感
受到高品质生活的真谛。

自1994年成立以来，天泰集团
就一直致力于为人类建造节能、健
康、自然、生态的绿色住宅，承担
起“绿色建筑”的社会责任。2005
年，天泰·太阳树更以“不要空调

暖气的科技住宅”在济南掀起了一
股绿色建筑风潮，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在天泰·太阳树营销中心，贵
宾们度过了一个惬意美好的周
末。有的业主说，这样好的房子
只舍得自己住，四季舒适，而且
对皮肤保湿滋润特别好，像太阳
树这样的特别适合自住、引领未
来住宅趋势的好房子简直不多
见，再加上舜耕路上这样的绝版
地段，稀缺项目，舒适轻松之中
就将财富不断增值。

3月19日，商河三发·
尚河丽景的火爆开盘绝对
称得上料峭春寒里最热闹
的场景。开盘当天销售中
心人气指数近乎爆棚，五
百余名等待已久的客户如
潮而至，争相抢购，168套
房源2小时即告清盘！再创
尚河丽景销售奇迹。

商河三发·尚河丽景
项目之所以受到购房者
如此热情的追捧，一是
其占据商河新城跃进河
畔，紧邻商河二中，是
上风上水的宜居福地；
二是以“江南园林、徽
派风情”的定位将尚河丽

景打造成了民族风情的
文化雅居。尚河丽景三次
开盘均获得巨大成功，从
侧面反映了三发地产在
商河品牌落地的成功，也
为三发地产在商河再次
开发旗舰盘“20万平米现
代中式宜居社区——— 尚
河名郡”打开了良好的市
场口碑。

据了解，应商河广大
置业者的热切要求，三
发·尚河丽景项目即将于
4月9日再次加推以80-120
平米为主的中心组团，以
满足商河人民依水而栖、
邻校而居的家园梦想。

济南首席东方美学意
境社区，原创现代中式建
筑，150万平米现代东方人
文大盘——— 道通·山水泉
城，继老带新95折购房特
惠、购复式房源惠赠10万
装修费之后，全新二期锦
园一组团即将于3月26日
举办盛大选房仪式，“2万
总房款优惠+5周年97折特
惠+车位1万元优惠”，以及
提前预约客户特享100元/
天的“日进斗金计划”。道
通置业在5周年华诞之际，
以最大的诚意、最优质的
房源、最隽秀的园林，为购
房客户钜献高品质理想住

宅，限量产品不限购推出，
机会不容错过！

据了解，本次推出的
房源为山水泉城的全新产
品——— 锦园。山水泉城·锦
园是道通置业继山水泉城
一期售罄后的全新力作。
锦园既传承了山水泉城一
期准现房的精工工艺，又
在园林和建筑规划环节进
行了全方位升级。道通置
业秉乘责任地产的理念，
依托建造核电站的精致工
艺，在道通置业5周年华诞
之际，用崭新的产品、完美
的配套和大手笔的优惠回
馈社会各界。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作，齐
鲁楼市不动产已经在省城站稳了
脚跟，店面规模优势进一步凸
现。秉承济南优秀的运营模式，
近日，齐鲁楼市不动产迈出了在
省内其他地市进行战略布局的重
要一步。

刷新行业发展纪录

齐鲁楼市迈出进军临沂市场
的步伐，与其在济南市场的成功
运作密不可分。目前，齐鲁楼市已
经在济南市开出了45家店面，其
中，在市区的布局已经相对完善，
且店面分布均衡，基本上覆盖了
二手房交易的主流商圈，区域规
模优势进一步凸现。除市区外，齐
鲁楼市的已经成功延伸至济阳、
章丘、商河等济南周边地区。作为
齐鲁晚报2010年的创新项目，齐

鲁楼市用短短一年的时间完成了
一些品牌中介用三年四年甚至更
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

首倡“服务合作型加盟”

齐鲁楼市运作一年间，恰逢
国家加强楼市调控的重要时期，
政策频出，市场扑朔迷离，而恰
恰在这样一个时期，齐鲁楼市实
现了逆市扩张，加盟店面不断增
多。这得益于齐鲁楼市对加盟店
的“服务合作型”运营管理思
路。

齐鲁楼市自成立之初就非常
注重整个运作模式的规范化、制
度化，并一再强调总部与加盟商
之间是一种“服务合作”的新型
关系。总部为各加盟店提供店面
管理、运营模式、营销策划、广
告宣传、员工招聘与培训等一系

列近乎“保姆式”的支持与服
务。这种模式成功地解除了单店
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做业务，
客户多了，业务量大了，盈利能
力与抗风险能力自然也不断增
强。这种运作模式的规范化、制
度化、流程化又有利于增强单店
的持续生长能力，进而形成一种
品牌优势吸引新加盟商，老加盟
商带动新加盟商共同发展的良性
循环。

5家店成功开设分店

目前，齐鲁楼市体系内各单
店由于加盟时间、自身管理与经
营等方面的差距，发展水平不尽
相同，但所有店面都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在主店运作成功的基础上，部分
投资人还开设了分店。比如，诺
达文东店，是齐鲁楼市的奠基店
之一，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已经
开出2家分店；位于大明湖东门
附近的广寓明湖店、位于高新区
的中鼎高新店、七彩蜗牛店和位
于山大路的铭德居店等也在加盟
半年后，成功开出了分店。

新店“异军突起”的现象在
齐鲁楼市体系内也占据了一定比
例，位于七里堡的睿置居店加盟
仅三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成本，创
造了行业奇迹；锦瑞建设路店在
加盟2个月的时候，业绩就冲到
了体系内第二名的位置，而且业
绩一直稳步增长。

提升房产中介行业形象

目前，二手房中介行业由于
缺少行业规范等原因，出现了一
些诸如“赚取差价”等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不良现象。作为行业的
生长力品牌，齐鲁楼市不动产相
关负责人表示，齐鲁楼市应该担
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与行业内
的其他品牌一起，净化市场、规
范操作，全面提升中介行业的社
会形象。

齐鲁楼市一直十分重视企业
的品牌形象，所有加盟店向广大
客户承诺不吃差价，不乱收费等
在内的“十大保证”，并打造了
省城二手房淘宝会、二手房交易
公益咨询热线等品牌活动，将二
手房交易的政策、流程等透明

化，让消费者充分享有交易选择
权、知情权。此外，齐鲁楼市不
断加强整个体系的企业文化建
设，从加盟环节就严格把关，对
不认同公司文化，企图通过赚取
差价等方式盈利的投资者直接排
除在体系外。

进军临沂抢占先机

齐鲁楼市不动产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缜密的调研，目前，
临沂区域分部已经组建起班子，
初步定出各项加盟政策，力求尽
快占领二手房市场品牌发展的制
高点。该负责人还表示，进入临
沂市场只是省内地级市布局工作
中的第一步。今年，在做强济
南、做大临沂的前提下，齐鲁楼
市还将开拓济宁等市场。

在未来几年内，齐鲁楼市不
动产计划在山东省各个地市建立
1000家房产中介门店，培养6000名
核心房地产经纪人，市场份额要
占到山东省房地产经纪市场的
20%，真正做到“根植齐鲁大地，服
务百姓置业”，打造国内知名高水
平房地产经纪品牌。 文/赵艳

蓝石·大溪地高层亮相遭抢购

天泰·太阳树举办高端品鉴会活动

商河·尚河丽景创销售奇迹 道通·山水泉城3月26日选房

诚基SOHO复式公馆耀世呈现

低密度 高热度

诺贝尔城“帕提欧·悦庭”
3月开盘热销

格楼市一周

近日，齐鲁楼市不动产全面进驻临沂二手房市场，
开启了在省内其他地市进行战略布局的重要步伐。据
悉，齐鲁楼市不动产在济南市的网点布局已渐趋完善，
进驻临沂旨在抢占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交易市场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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