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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互动

华华润润中中心心··CC领领寓寓 品品质质样样板板间间，，即即将将开开放放
8月10日华润业主专场品鉴会 好评如潮

今年6月16日华润中心凯旋门
二期的开盘,不仅延续了开盘热销
的势头,更奠定了华润在日照房地
产市场与客户心中的领先地位;市
场与客户更在关注,华润置地下一
步的动作是什么?而进入8月，一条
"世界从未如此缤纷"的广告 ,让华
润中心五大业态之一的C领寓，亮
相滨城,再次成为全城关注与追捧
的焦点。据悉,8月10日，C领寓品质
样板间正式竣工,并面向华润业主
提前开放，接受检验.活动当天，近
700位老业主前往参观，8月10日，
记者有幸跟随业主们前往C领寓
样板间，抢先品鉴缤纷多彩的生活
空间。

“C领寓，是与凯旋门完全不
同的生活方式”——— 凯旋门一期业

主刘先生
"如果说凯旋门享受的是城市

中心的闹中取静 ,那么C领寓 ,就是
满足人生缤纷生活的理想空间."凯
旋门业主刘先生如是说;作为凯旋
门一期的老业主 ,刘先生看到C领
寓样板间 ,眼前一亮 ,异常兴奋 ."我
最看重的 ,就是c领寓能够给我带
来以前从未想过的生活方式" .据
悉 , c领寓作为华润中心五大业态
之一,是与五彩城商业联系最紧密
的住宅形态;位于华润中心五彩城
商业之上，可以与五彩城商业自由
连通，直接享受五彩城的配套资
源，近4000平的空中花园设计，带
来全新的景观体验。44-115平多变
空间，带来更多选择，也为生活带
来了更多的可能；对于日照来说，

C领寓，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它必将为日照带来前所未有的改
变。”

“没有哪里，比CBD核心更值
得投资。”——— 凯旋门二期业主孙
女士

“很幸运，能够在日照中央商
务区的起步阶段，置业华润，让我
遇到了日照最大的价值洼地”。凯
旋门二期业主孙女士见到记者，非
常热情的攀谈起来；“没有哪里，比
CBD核心更值得投资”，据悉，C领
寓占据着城市CBD核心，周边配套
非常丰富，商务中心、商业中心、教
育中心、休闲中心，而在同一区域
的同类产品中，C领寓还拥有更多
的投资优势，比如56万平华润中
心，比如楼下的五彩城，这些国际

化配套，都是C领寓增值的独有砝
码。”

“这里是最好的学区，也有最
好的前景。”——— 凯旋门二期业主
赵先生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样板间的
赵先生向记者表示：“C领寓是金
海岸小学和新营中学学区，可以说
拥有着日照顶尖的教育资源，不仅
可以让孩子得到优越的教育，同时
在这样的学区优势下，它的升值空
间也十分可观，可以说，这里是最
好的学区，也有最好的前景。”
在与置业顾问的交流中，记者了解
到，很多客户都是奔着学区来的 ,

这种绝对的学区优势，无论对孩子
的将来，还是对于物业的保值增
值，都拥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影响。

“C领寓将让城市看到，世界
从未如此缤纷。”——— 华润置地销
售负责人马经理

“华润置地每进入一个城市，
都遵循着“品质给城市带来更多改
变”的品牌理念，力求将源自世界
的精彩，向城市一一呈现。C领寓，
作为华润中心五大业态之一，必将
以其都有的产品特质，让这座城市
看到，世界从未如此缤纷”

8月17日，华润中心·C领寓样板
间将面向全城缤纷绽放，一段充满
传奇与冒险的奇妙之旅启程在即！
时尚、激情、疯狂，一场前所未有的
拉斯维加斯嘉年华，即将拉开帷
幕！活动当天，有悉心准备的百家
乐、21点、骰盅、俄罗斯转盘等精彩
环节，将在C领寓激情上演。

天德海景城样板间8月24日即
将盛世开放，恭迎品鉴。项目四大
业态，产品优势呼之欲出。问蓝色
半岛，谁主沉浮，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左右商务大趋势。天德海景
城感恩回馈交10万抵100万，来访
客户赠送精美礼品一份，天德感
恩20周年，感谢一路有你。

样板间是一个楼盘的脸面，
也是商业文化的一种表现，作为
楼盘销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
素，样板间已越来越受到房地产
开发商的重视和广大购房客户的
喜爱。

天德海景城是日照市天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日照开发的
商业标杆建筑，项目位于日照市
海曲东路与绿舟路交汇处，北临
日照城市规划展览馆、日照植物
园，东邻万平口生态公园、奥林匹
克水上公园、世帆赛基地、灯塔广

场。项目建成后，将以178米绝对高
度引领日照建筑风范。

海翼时代广场：甲级超5A商
务巨擘。海翼时代广场—超5A甲
级写字楼，俯瞰168 . 5公里海岸线，
拥揽亿万级日照港，海曲东路、海
滨二路、青岛路三大交通动脉纵
贯全城，扼守核心交通动脉。山东
鲁南经济带唯一出海口，成就新
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中日韩
自由贸易区，印鉴“人流通即货币
流通”定律，于蓝色经济圈之上掌
舵国际商务新秩序。

国际大酒店：270°五星级海
景酒店。携手国际酒店巨头英国
萨维尔皇家酒店，共同打造270°
超5星级海景酒店。全景生态外立
面，多部VIP专梯高效运行、全新
分户计量的中央空调系统。

海爵国际公寓：CEO定制寓
所。为CEO量身定制的海景寓所。

引进三进式礼宾大堂，智能化管
理系统，WIFI覆盖，同时由全球五
大行之一的英国仲量联行提供国
际五星级酒店之物管服务。随时
随地，为商务精英演绎尊贵身份
与生活艺术。

海尚购物中心：缤纷海上
SHOPPING MALL。绚烂繁华之
态，为领袖事业宏图锦上添花。海
尚购物中心，以百货、超市为主导
核心业态，集购物体验、餐饮体
验、娱乐体验、休闲、文化、康体度
假体验于一体，奢尚生活唯此萃
享。

据了解，目前天德海景城项
目已临近封顶，以商务办公为主
的A楼座及以英国萨维尔酒店及
高端海景公寓为主的B楼座均施
工至42层。依据目前工程进度推
算，2013年11月6日完成天德海景
城项目主体封顶。

天天德德海海景景城城样样板板间间2244日日盛盛世世开开放放

近百人现场报名

送出600余张健身卡

8月13日，在相亲会现场，又有近百
人现场报名加入到相亲的队伍。

“我现在报名可以吗？”从五莲赶过
来的小潘焦急地询问道。因为前几天一
直在外地出差，不知道这个相亲会的消
息，13日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赶过来了。

除了小潘，还有不少之前没报名或
路过的单身男女，纷纷要求现场报名。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工作人员就接受
了50多人报名。

根据统计，截至下午6点，现场报名
的单身男女有近百名。

而在签到区，所有报名的嘉宾不仅
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号码牌，还有价值600

元的健身卡。“我们一共发出去600多张
健身卡，有很多都是牵手成功之后一块
来领卡的。”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

3分钟约会

多对有缘人牵手

下午4点30分，伴着《因为爱情》的动
人旋律，相亲会正式拉开序幕。

到场的单身男女先在悬挂的资料
牌处认真寻找自己的意中人，随后，在
主持人的鼓励下，勇敢地站上舞台，大
声推荐自己。之后嘉宾们到内室，进入3

分钟换位约会环节，每组有6名男嘉宾和
6名女嘉宾。

18分钟后，他们重返舞台，说出心仪
异性的号码，第一组就有3对牵手成功。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可以各获得2000元
代金券、茶具一套、情侣照片变色杯一
对。经过第一轮3分钟换位约会，共有6对
嘉宾速配成功。

“3分钟虽然短暂，但只要用真诚和热
情的心交流，一定会打动对方。”长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忠华介绍。

记者观察发现，相比女生的主动大
方，不少男生都显得比较羞涩，对陌生
的女性，他们通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憋了半分钟还没介绍自己的情况。

资料展示板

将挂到下周日

尽管相亲会13日晚10点已结束，但
报名者的资料将展示到25日，有相亲意
向的单身男女随时可到长信·书香河畔
售楼中心，寻找自己的良缘。

“我女儿报名参加了相亲会，但今天
正好上班，未能到达现场，实在太遗憾
了。”张阿姨惋惜地说，“要是相亲会能多
持续几天，让她有机会到现场就好了。”

考虑到像张阿姨所说的情况确实
存在，本次相亲会的主办方决定，将众
位帅哥美女的资料展板持续悬挂至8月
25日（下周日），未能到达现场的单身男
女可随时前来查看。

8月13日下午3点，本报与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日照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七夕有
约·牵手书香河畔”大型公益相亲会在长信·书香河
畔售楼中心如期举行，近千名单身男女前来觅良缘。

经过才艺展示、3分钟换位约会、互动游戏等环
节，16对单身男女成功牵手。

本报见习记者 王在辉

13日下午，“七夕”大型相
亲会现场，第一对牵手成功的
单身男女，就被台下观众称赞
十分般配。

“我是一名海军士官，现
在海南三亚，想寻一位聪明贤
惠的女朋友。我的爱情宣言是

‘幸福是相伴的脚步’。”小刘
的开场白干练简洁，显示出了
军人风范。

台下女嘉宾们看着这位
帅气的兵哥哥欢呼起来，还有

人推着自己的闺蜜上台想要
“抢个先”。

1分钟自我介绍之后，台上
的8对男女嘉宾进行了8分钟约
会。

“我性格偏外向一点，坚
持自我，爱好一个人旅行，希
望以后能两个人旅行。越简单
越幸福，房子不是最重要的，
但人品一定要好。”这是女嘉
宾小王来这次相亲会的最初
想法。

经过一轮又一轮交谈，女
嘉宾小王最终选择了帅气的

兵哥哥小刘。
“通过 8 分钟约会的简短

交谈，感觉他人挺好的，也很
符合我的标准。”小王看着兵
哥哥笑了起来。

“我也感觉她很善良，很
真诚，是我喜欢的类型。”小刘
边说边伸出了手，而小王先是
笑了一下，虽然有点腼腆，但
还是很坚定地将手放在了小
刘的掌心。

“真好啊，两个人真般配
啊！”台下一位女士阿姨高兴
地说。

本报记者 王裕奎

五莲某机关单位的孙女
士和刘女士为了参加本报相
亲会，提前3天就在日照定好
了酒店。13日下午，两人请假
从五莲赶来，下午五点半就到
了现场。

孙女士和刘女士是同事，平
时关系也不错，更是本报多年的
读者。前几天看了报道得知“七
夕”相亲会的消息后，两人一商
量，就决定一起报名参加。

“3天前报名时候，我们还
特意预订好了日照市区的酒
店。”孙女士说。

“而且，我们还是特意跟
领导请假来参加相亲会的。”
旁边的刘女士抢着说。

据了解，孙女士是研究
生，刘女士是本科生。对于另
一半的要求都不算很高，“有
素质、有教养、有孝心、会心疼
人就好。”两位女士笑着说。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在相亲会现场，主办方还
专门请来了婚姻咨询师，咨询
师姓薛，来自日照市青少年素
质教育学堂，是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

28岁的王女士之前也谈过
男朋友，但由于自己的性格要
强，对于自己的另一半也是要

求比较高，所以分手至今，也
没能再找到男朋友。

咨询师薛老师针对王女
士的情况，从她的性格、个人
修养以及在今后婚恋观方面
做出了指导。

至于王女士要好强的性
格，薛老师建议，今后要在待
人处事方面多替别人着想，不
要只顾及自己的想法，将自己

的意念强加给别人，也包括身
边的朋友。在个人修养方面，
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多听听
音乐，陶冶一下情操。

薛老师说，在咨询者中，很
多人围绕着婚恋观、择偶观、以
及择业方面进行咨询。“现在这
个社会，大龄单身不是什么丢
人的事，一定要端正态度，不要
盲目为了恋爱而恋爱。”

五莲两女士为寻缘提前三天定好酒店

国家二级咨询师现场解答婚恋问题

本报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实习生 王玉玉 解友财 厉得成 韩鑫

13日下午的相亲会，吸引了近千名单身男女前来觅良缘。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摄
8月13日现场，许愿墙为单身男女提供了一个说出爱的

机会。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3分钟约会，让众多男女青年有了进一步了解彼此的
机会。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书书香香河河畔畔渡渡鹊鹊桥桥 千千人人前前来来觅觅良良缘缘
“七夕有约·牵手书香河畔”大型公益相亲会现场火爆，16对有情人牵手成功

大方开朗女孩牵手海军帅哥

现场花絮

“七夕有约·牵手书香河畔”大型公益相亲会部分优质男女二维码展示

想想找找另另一一半半，，手手机机扫扫一一扫扫缘缘分分就就来来了了
见习记者 杜光鹏 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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