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6 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

编辑：彭传刚 美编：牛长婧 组版：洛菁

今日章丘

特刊

房展会是联系购房者
和开发商的纽带，推进了
章丘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

的发展，预祝章丘市首届
金秋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举
办成功！

福创置业

秋 高 气爽，丹桂飘
香。章丘市第二建筑安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
体同仁预祝“乐居章丘”
章丘市首届金秋房展会
圆满成功！

章丘二建始建于1951
年，为社会各界承建了各
类放心满意工程，先后创

省、市优良50多项。东城花
苑项目作为章丘二建着力
开发建设项目，一期11栋
楼已经全部售罄，二期产
品升级即将面世，东城花
苑必将成为东部新城崭新
的明珠。在市委、市政府、
市建委领导下，章丘二建
必将迈入新的台阶。

房地产是城市流动的
艺术，而非快餐产品，统一
规模化的设计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成本，但不利于城
市特色的建设，更不利于人
们个性的展示。因此，重汽
地产的产品设计绝不复制。

别墅不是“快餐”，需要
做百年品质。正是基于这一
点，对莱蒙湖的打造，我们
在传承重汽品质精益求精
的同时，力求做到品质卓
越，内涵丰富。

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
做好自己。企业和人一样，
只有自身机体健壮，才能为
社会做出贡献，重汽地产的
发展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
过程，重汽的不断壮大，正
是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
献。为老百姓建更多更好的
房子，成为济南市民最信赖
的企业，既圆百姓的住房
梦，也是重汽地产的企业
梦。

重汽地产

天业恒基股份章丘公司
时值盛世金秋，乐居

章丘——— 章丘首届金秋房
地产展示交易会在百脉泉
隆重开幕。我谨代表盛世
国际全体员工，对本次盛
会的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的
祝贺！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市建委的正确领导下，
章丘的经济实力和城市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住宅
与房地产事业得到了迅速
发展。

作为章丘房产市场的
一员，我们位于文博中心

正对的盛世国际项目，样
板间已全面开放，将为章
丘市民呈现一个可亲身体
验的、济章同步的城市品
质居住区。

一直以来，盛世国际
响应政府号召，秉承“运营
美好城市，幸福章丘生活”
的一贯宗旨，通过产品创
新完善，助力新城中心腾
飞，为章丘繁荣贡献自己
的力量。

最后，再次预祝章丘
首届金秋房地产展示交易
会圆满成功！

今日章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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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章丘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帅

继绣源河整治工程
后，山东高速联手中国房
企10强绿城集团，倾力打
造了章丘最好的房子———
玉兰花园。

绿城集团成立于1995
年，19年来，进入全国80余
个城市，开发项目 3 0 0余
个，品牌价值190亿元，并
连续3年获得“中国城市居
民居住满意度调查”全项
第一。

现在，绿城将经典的
城市精品系列——— 玉兰花
园带到了章丘，秉持真诚、

善意的信念，营造精致、完
美的产品，为业主创造美
好生活。自8月首次开盘以
来，13号楼已基本售罄，两
套样板房也已正式开放，
欢迎广大客户参观指导。

我们相信，在山东高
速和绿城集团两大强企的
通力合作下，章丘最好的
房子将不是一句口号，把
最好的房子展现给最美丽
的章丘人。

最后，预祝此次章丘
首届金秋房地产展示交易
会圆满成功！

山东高速章丘置业公司

重汽地产董事长杨斌

山东福创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连江

碧桂园房地产公司

金秋送爽，乐业安
居。章丘碧桂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携全体同仁
预祝“乐居章丘”章丘市
首届金秋房展会圆满成
功！恭祝全市人民国庆节
快乐！

我们将秉承“给您一个

五星级的家”的企业理念，
践行过程精品，以配套先行
的造城模式，汇集21多年地
产领域的丰富经验，并不断
开拓，在产品品质与物业服
务上不断升级，矢志不渝地
为章丘人民打造五星级至
高品质社区！

章丘市第二建筑安
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商东起

章丘第二建筑安装公司

章丘鑫达房地产公司
章丘市鑫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房地产开发、工程建筑、
物业管理为一体的综合
性实体公司。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
持以诚信为宗旨，质量为目
标，管理为根本，将广大业
主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将企业责任与社会责
任融为一体。精心策划，创
建温馨家园，严格施工，创
建优质工程，科学管理，创
建一流企业，以良好的社会

信誉和优质服务，受到了广
大业主的青睐和好评，为建
设富裕、和谐、幸福章丘做
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决心以房展会
为契机，保持良好的职业
道德、社会信誉、企业形
象和优质服务，齐心协
力，抢抓机遇，科学发展，
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再
创公司新辉煌。

预祝章丘市首届金
秋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圆
满成功！

章丘市鑫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弭
守林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
有限公司章丘公司总经
理曾考学

碧桂园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邹志刚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
“乐居章丘”2013金秋房展交
易会即将盛世开幕，齐鲁置
业全体员工对本次盛会的
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站在章丘“西进”的新
起点,全市城乡房地产业进
入活跃高峰期。秋季向来是
房地产销售的黄金时期,因
此,由百脉泉公园管理处主
办,齐鲁晚报协办，“乐居章
丘”2013金秋房展交易会将

会集中展示章丘房地产业
风采,宣传房产企业形象和
特色优势,以“为购销双方
搭建最佳交易平台”为宗
旨,为大家奉献一道精美的
房市饕餮盛宴!且为进一步
活跃章丘市房地产市场,参
与此次秋季房交会的17家
房企都会以年度内最优惠
的促销活动来回馈购房者。

最后，预祝本次房展
交易会圆满成功！

齐鲁置业

每个城市中老年人都
有自己的田园梦。

有久居城市躲避污染
与拥挤的理由，有童年家
乡农耕文化的情结，更有
养生养老健康长寿的向
往。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
不想要太多，只想要“有田
有房有个院，好友时常聚
一块”，去追寻“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桃花源

意境，在优良的生态环境
中呵护我们的生命健康。

“鸟倦飞知还”，“归
田 ”是 中 国 人 的 本 性 使
然，是现代城市中老年人
无论如何也要追寻的一
个生命支点。

位于济南植物园南邻
的《天怡养生园》，就是这
样一处为你量身打造的新
型养生养老综合体。

《天怡养生园》寄语
章丘城建开发公司

优秀企业建设优质楼
盘，章丘城建开发公司邀您
共鉴美好家园，尊享完美生
活。章丘市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公司全体员工对一直支持
城建工作的市民表示感谢，
并预祝“乐居章丘”金秋房展
会取得圆满成功。

山东中铁诺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全体同仁预
祝“乐居章丘”章丘市首届
金秋房展会圆满成功！恭祝

全市人民国庆节快乐！我们
会继续坚持打造章丘人民
最满意的房子，为改善章丘
人居环境而不懈努力！

中铁诺德房地产公司

章丘第二城建开发公司
章丘市第二城建开发

公司是一家以房地产为
主，涵盖建筑、物业、开发
等行业的综合性企业。

截至目前，我公司已
开发面积达150万平方米，
其中阳光花园、东山、金如
意花园等项目正在热销
中，位于双山街道的金盛
花园项目也即将开盘。

这次房展会我们主推
阳光花园项目，此项目位
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福康

路 ，北 沿 市 区 东 西 分 割
线—铁道北路，东依市区
南北中心街—双山大街，
配套成熟，生活方便。本项
目多为小高层，容积率为
1 . 8，超宽楼间距、通透全明
户型设计，旨在为业主创造
健康舒适的阳光生活。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
里，我们多个楼盘同时推
出了多项购房优惠活动，
我们共同预祝本次房展会
圆满举行！

章丘市第二城建开
发公司总经理蔡传金

山东广宇置业有限公
司自成立以来，秉承“精诚、
精心、精湛、精品”的企业
理念，以“开发品质住宅、
营造品位生活”为企业使
命，所开发的“中国·诺贝
尔城”项目位于“东拓助
力、济章一体”核心枢纽，
定位为品质高尚住宅区，
是中国首创的大学校园式
国际社区。项目以“为章

丘市民提供优质的居住产
品、提升章丘市民的居住环
境”为己任，高标准策划、高
起点规划，着力打造精品工
程和放心工程，努力为章丘
市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山东广宇置业总经理
索华成率全体工作人员预
祝章丘市首届金秋房地产
展示交易会圆满成功！

山东广宇置业总经
理索华成

广宇置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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