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泉城举办社区运动会

6月12日，道通·山水泉城第二届社
区运动会暨“美动全城”首届道通·山水
泉城杯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如期开幕！泉
城一家亲，欢声笑语，成了运动会的主旋
律。运动是健康的重要主题，山水泉
城——— 全生命周期健康豪宅，在章丘乃
至济南深得人心，今天的运动会作为社
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得到了业主的踊
跃支持。此次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本
着娱乐、竞技、团结、互助的主旨而展开。
活动项目有愤怒的小鸟、踢毽子、踩气
球、乒乓球接力、定点投篮和乒乓球。

重汽·翡翠东郡6月22日开盘

翡翠东郡纯板式小高层，三期最后
三栋6月22日开盘倒计时。济南绝版品质
现房再难觅它处，今年买，今年住，满足
你对新家的渴望！70-117平经典户型，再
多一份选择；首付8万，日供40元起。早预
约早享优惠惊喜，开盘当天更有多重豪
礼钜惠，仅限开盘当天！重汽专利产
品——— 带电梯的舒适多层，实景样板间
示范区即将盛大开放，120-155平稀缺电
梯多层，重汽专利户型，二十载只为好生
活。翡翠东郡，成熟社区，实景现房，免费
班车，三线齐发，均价3800，让你卸下压
力，轻轻松松让幸福靠岸。

龙腾国际花园即将认筹

龙腾国际花园位于槐荫区张庄路与
二环西路交叉口东北侧(槐荫财税大厦东
临)，被济南森林公园环抱围合，独享森林
公园绿色美景这一城市稀缺资源 ,居于
此，推开窗，便可以向着千亩森林深呼
吸，堪称城市中的森林生活。项目附近的
二环西路高架桥即将贯通、张庄路西延
线的建设、兴济河河岸两侧道路改扩建
工程等都将极大的改善项目区域内的交
通条件；未来规划建设的BRT快速公交
线、轨道交通R2号线西二环站与龙腾国
际花园直线距离不足200米，这不仅为西
部区域交通的发展迎来了广阔的前景，
也为业主日后出行提供无限便利,升值潜
力巨大。据悉，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
放，即将盛大认筹！首期开盘推售户型面
积在90-190平方米不等。

鑫苑名家实体样板间开放

鑫苑名家高层实体样板间开放活动
于6月初在营销中心盛大举行，三个实体
样板间58m2精致一居，85m2温馨两居，
115m2舒适三房，以真实可触的生活场景
将项目的品质展现在客户眼前。三个样
板间承袭现代简约、地中海风格、以及简
欧风格，让业主提前领略到鑫苑名家户
型设计的人性标准，感受奢美闲雅的格
调生活。目前，鑫苑名家·世家140-270m2

阔绰8层电梯洋房正火爆热销、17#楼58-
115平米亲水瞰景高层最高两千抵两万
火爆认筹中，滨河新区最美亲水景观社
区恭迎您的品鉴！

祥泰新河湾品质好户型

找个最适合你生活方式的户型是正
道，祥泰新河湾82m2全明通透户型两室，
专为两人世界打造甜蜜两居。该户型充
分考虑居住舒适性，采用方正的厅、房，
提高室内实用率。功能结构齐全，中天井
独特设计，厨卫全明采光，主卧特设阳
台，成就户户全明通透，满足对太阳空气
的无限遐想。而95m2创新三房满足一家
人居住的“现实需求”，为泉城菁英精心
打造的95m2三房创新户型。三房产品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家庭置
业和满足家庭生活的“最合适”户型产
品。低门槛、低总价、功能强、适用性好，
在限购时代，这样“一步到位”的手法显
得更加理智。

口袋乐居即将上市

口袋乐居，是由新浪乐居联合中国
房地产流通领域领跑者-易居中国，重磅
打造的中国第一移动房产导购平台。业
务覆盖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的新房、二
手房、租房、家居等房产领域。口袋乐居
前身是已达百万级下载量的“口袋房
产”，在保留了原有产品帮助用户解决买
房、卖房、租房所遇问题的优良元素之
外，全新升级增加了七大利器：克而瑞房
价，税费计算器，房贷计算器，找新房、找
二手房、找租房，看房团，购房特惠，实景
看房。

业内资讯

商业巨鳄蓄势抢滩

继去年万豪星光天地正式入驻人气聚
集的山师东路商圈后，该商圈将再度扩
容。位于山师东路起点处的易购·天街也
“杀入”山师东路商圈，为这一商圈板块
再添一全新超人气卖场热铺。

山师东路商圈周边1 . 5公里内各大高
校、中小学校、高端居住社区、医院众
多，共有居民40 . 5万人，流动人口9万
人，在校师生员工约4 . 5万。今年已全面
交房的万豪国际即为超大型社区，共15栋
3000户业主，未来将有近1万2千人出入。
巨大消费人群，时尚达人、白领精英、成
功人士汇聚。这些都是商业巨鳄纷纷看好
该地段的重要原因，成熟客源稳定丰富，
将是这些项目经营安全获利的重要保障。

据悉，临近的山东电影洗印厂不久即
将改建，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超大型休闲
娱乐中心，这必将成为本区域的人气聚集
之地。临近项目也都为此积极配合，应对
未来不断增长的人流、客流、商流。

商圈体量翻倍上涨

作为济南人最初的时尚记忆，对山师
东路的怀旧情绪主要是因在周边山师、山
艺等高校学习、生活过的学生以及年轻人
共有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在这儿留下
了青春的记忆，这里是时尚的前沿、潮流
的标志地。

目前，山师东路商圈的商场有2002年
开业的水云间、2005年开业的秀水街、
2008年开业的金座、2010年开业的金钻以
及近几年新开的西单商场。加上周边的小
规模门店，总营业面积有1万平米左右。
而新项目中，万豪星光天地商业步行街总
建筑面积达到4万余平米，易购·天街商
业体量也有将近9万平方米。

商圈升级势在必行

山师东路的优势在于老商圈，商场经
营年份较长。经过多年的市场自我培养，
已形成济南市著名的区域性商业中心，以
新、奇、特的货物品相和相对低廉的价格
在学生群体或者说年轻人中有较高的知名
度及认知度。但商圈商场运营缺乏统一的
定位和规划，完全是由市场的自我调整形
成。目前这种以小店铺为主要经营形式、
以外贸服装鞋帽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商业街
在济南愈来愈多。加上网购的日渐流行，
还有高校的陆续外迁，以物美价廉著称的
山师东路受到很大冲击。

在此大背景下，商圈急需升级换代，需
要更大体量，更多特色经营的商场。未来商
场既要有高档装修和先进配套设施等硬条
件，又要有统一的业态规划和定位等软条
件，以及更专业的运营团队及物业管理。

新商业具有后发优势

万豪星光天地就在规划定位上做足了

功夫，是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观
光于一体的时尚、潮流、综合、大型室内
全天候景观步行街。六大商业主题，业态
清晰定位，明确划分，各大功能区融合一
体。开放式的商业步行街，真正实现24小
时全天候经营。统一的商业运营及物业管
理为商场提供旺场保障。商场内部多达48
部电梯、步行梯、扶梯，精装修公共空
间，超大中庭休闲区，3米宽敞过道。户
型精巧灵活，可根据实际需求自由划分，
满足各类商家不同要求。星光天地小商品
城，精品汇聚，日用百货琳琅满目，是购
物淘宝的最佳场所。

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吸引人流聚集，丰
富周边居民业余生活，成为周边居民娱乐
休闲之所。外广场电子显示屏不间断滚动
播放商业信息，周末都有商业汇演；东区
广场设有百姓大舞台，每晚为周边居民免
费播放电影；西区广场每晚设有夜市、表
演等，还不时有互动抽奖活动。为大力扶
持商户，让租户无忧经营。万豪星光天地
仅以周边1/3的租价出租，另外，层高5 . 6
米超高实用率，得一层用二层，空间折算
租金仅为1-3元/平/月。同时，商户还可
以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

像泉城广场、大明湖周边几条商业
街，租金价格高，常受旅游淡旺季影响，
客源时常不稳定。而山师东路周边有各大
高校、高端居住社区、医院，消费人群巨
大，时尚达人、潮流精英汇聚，稳定的消
费客群、回头客多是经营旺场的重要保
障。

山师东路商圈升级扩容
万豪星光天地、易购·天街等商业蓄势抢滩

“新增房屋典当业务，最少可贷5天
最长可贷6个月，办理完他项权利证即可
放款，解决您短期资金周转问题。”近
日 ， 济 南 二 手 房 买 卖 最 大 的 中 介 机
构——— 齐鲁不动产与济南市典当行业协
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走进济南市齐鲁楼市不动产的
一家门店，该店业务员热情介绍：“这
是我们新开的业务，利息比小额贷款行
业低，效率比银行高。”

据介绍，只要拥有正式产权的房屋
满足典当条件后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折价
率获得贷款。相对于银行贷款的繁琐手
续和较长周期，这项业务最大优势就是
申请周期短、办理速度快、能满足紧急

的资金需求。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一两
个月，而中介与典当行联合机构从考
察、评估、受理到放款，整个流程只要
符合条件也就一周左右。对于一些尚有
银行贷款的房子，中介机构也可以帮其
先还清银行贷款，在典当贷款额度中扣
除这部分本金和利息以后，再给申请者
放贷。在办理完典当手续后，根据当户
的授权可将房产中介机构垫付后银行贷
款和利息支付给中介机构，其余支付给
当户，实现安全高效多赢效果。

一位分析师认为，楼市目前情况，
房屋典当风险较小，中介此次增加典当
业务，其实是降低了经营风险提高了效
率。相信随着国家扶持试点温州民间借

贷及阿里小贷等产品出现，以后肯定会
给国民投资融资理财创业带来良性助
力。

目前，房产已经成为典当抵押品中
最重要的当物。在典当行的所有典当来
源中，房产典当金额一般能够占到60%-
80%.但是，自从去年稳建调控政策以来，
典当行业也跟着获得良性发展。出于对
城镇化政策楼市机遇未来的乐观预期，
房产典当业务的评估价、折当率上扬。

对市中心的房子，如果地段好、房
龄不长的话，虽然评估价没有明显变
化，但折当率会在60%以上，这个数字相
比于往年已经有10%左右的上升。

（周超）

6月热销户型展示

华润中央公园

160-240平户型：南北通透，格
局方正，4 . 8—7 . 6米的大尺度客厅开
间，带来自由舒朗的日常起居和会
客空间。270度观景阳台，沐浴阳光
观山景同时拥览窗下的私家庭院美
景。户型在设计考究上则更加注重
功能性，南向双卧给主人尊贵的生
活享受。精致的书房，让居者不仅在
空间布置上有了更自由的选择。

三箭汇福山庄

四室三厅三卫：A2户
型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开
间大进深小，南北花园赠
送，内置庭院挑空，入户
层配有超大私人会所，客
厅宽敞明亮，将窗外美景
尽收眼底，主卧套房设
计，彰显主人尊贵舒适生

活 套型分层
明 晰 ， 私
密 性 极
佳。

124平户型：双厅无缝接
驳,方正规整,通透畅达;主卧阔
绰沉稳,宽景飘窗,演绎完美悦
动生活;情景式次卧,安逸雅致,

休闲时光,更富生活情调;宽阳
台与大景观,繁华与宁静尽收
眼底;明厨明卫设计,一如主人
阳光明媚情怀。

黄金山水郡

90平户型：为保证最优产品设
计最佳功能与舒适，中央公园产品
以大面宽小进深的总体产品设计思
路，90平米户型。南北通透，全明
设计，3 . 8米罕见客厅开间，客厅
餐厅整体性好，
给予您强烈的空
间感受。

重汽莱蒙湖

齐鲁楼市教你让不动产动起来

省城优质户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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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繁华之地山师东路商圈，曾经因交通道路改造而“大伤元气”，但经过一
段时间的调整，改造后的“新山师东路”犹如凤凰重生。升级后的山师东路商圈继续
迸发无限活力，还将不断向外拓展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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