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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14日讯(记者 刘
守善) 自齐鲁晚报·今日运河与房
产超市网济宁站联合举办看房专列
活动以来，已有近千名购房者参与
系列看房活动，2014年的看房活动也
将于2月份开始启动。为进一步促进
看房活动的举行，齐鲁晚报今日运
河编辑部从今年起将为每名参加看
房活动的购房者提供“齐鲁晚报读
者卡”，凭此卡到本报联盟商家消费
时将享受更多折扣，买房也有优惠
哦！现在开始拨打报名热线吧：0537-
2366549，或发短信至13505371017。

联合看房专列活动自举办以
来，一直坚持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看
房活动，虽然进入冬季后天气比较
寒冷，但两家媒体建立的团购QQ群

中，大家的购房热情依然高涨。两家
媒体均表示，2014年的看房活动将加
入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大家
的看房之旅有更多的收获，并根据
成员们的购房意向，积极与各楼盘
协商看房事宜，以满足更多购房者
的看房需求。

对于看房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两家媒体也共同表示，买房过
程中如果面临纠纷，对于如何解决
或避免将利用媒体的各方面资源为
购房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单个的购
房者由于财力、知识、精力等的局
限，注定了处于弱势的地位，为了
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购房者需要联
合起来团购，团购不仅会使房价打
折，而且对维护购房者的利益亦具

有重大作用。
凭借媒体资源，我们可以将对

同一个楼盘具有购买意向的购房者
组织起来，用预约订单的方式取得
批发价，使购房者取得更多的实
惠，大大减少支出。通过本报可以
将济宁市的高品质团购楼盘“一网
打尽”，我们将要提供的房产团购
信息，可使您预先了解该楼盘的信
息，避免购房者的盲目东奔西跑，
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精力。通
过团购买房，可使购房者在购房过
程中占据主动地位，获得更高的安
全感，享受更好的服务。您还可以
通过参加房产团购会友，交流购房
信息和购房心得，增加生活情趣，
提高生活品质。

22001144看看房房专专列列正正式式启启动动招招募募
将从2月份起陆续发车，看房成员将获赠“齐鲁晚报读者卡”

1、看房有纪念品，买房
送旅游

齐鲁晚报·今日运河与
房产超市网济宁站联合举
办的看房专列活动中，城区
众多的高品质楼盘均积极
参与，并现场赠送看房者们
精美的纪念品，让大家的看
房过程充满快乐和收获。

同时，大家跟团买房也
有奖品赠送，齐鲁晚报·今
日运河编辑部决定，跟随看
房专列过程中买房的成员，
在买房后可以凭购房合同
获得报社提供的免费旅游
或者全年齐鲁晚报一份。

2、看房专列将深化后期

服务
在众多看房活动组织

中，多数活动举办方仅重视
看房活动，至于大家后期买
房中遇到的问题则很好关
注。齐鲁晚报·今日运河与
房产超市网济宁站两家媒
体共同决定，联合看房活动
中，双方将加强对成员购房
的跟踪服务。

我们将深化对成员的后
期服务，在成员买房、签署合
同、贷款、上房、装修、物业服
务等多方面细节中予以服
务，在出现问题时积极与开
发商对接、沟通，让成员获得
更多、更方便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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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
京，每一个国际级都市的崛起都需
要一个中央金融商务区的支撑，
“地标式建筑”语汇更是不可或
缺。洛克菲勒中心、六本木新城、
拉德芳斯……众多城市精华的汇
聚，让它们备受瞩目。

这一秒，沿着山东经济发展的
一路向南行进，鲁西南金融中心向
济宁时区快速迈进；身为城市繁华
商业区的太白路，又将以怎样的繁
荣为其代言？承载着新思想的万象
和自规划之初，便站在“巨人”肩膀
扬帆启航，历时2年考察世界多地
(如迪拜、曼哈顿、香港等)城市综合
体，并对国内最具代表性商业综合
体(如万达广场、华润万象城、太古
汇等)进行研究分析，在不断的讨论
和修正中，向伟大迈进！

从城市区位的核心性、产品资
源的稀缺性、管理理念的先进性以
及开发企业的强大实力等方面融入
前瞻思考，未出世，已惊世。

系出名门，斥资45亿“置”
造鲁西南城市新地标

万象和，济宁首家领创“极致风
情体验式”游购天堂，47万m2峡谷式
活力商业，260米超高层接轨国际的
新高度，为海内外高端品牌开拓、提
升济宁商业格局与城市竞争力，提
供了一次与世界对话、交流的平台。

富邦公司深谙济宁城市发展需
求与梦想，站在城市运营的高度，
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审视，以更加深
思熟虑的思考，以更清楚的价值观
和信念本着打造济宁地标性建筑为
目标，遍访全球著名实力商业专业
机构，与众多业内顶级专业机构通
力合作，最终形成“以开创式姿
态，让城市生活重新定义”的规划
理念，以国际高度代言济宁的骄傲
及荣耀，重新定义鲁西南商业地产

新版图！

富邦公司始终以做责任地产商

为经营理念，秉承“诚信、高效、专

业、创新”的核心价值观，以“为员工

创造平台、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城市

创造美丽、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企业

使命，努力打造“百年富邦”品牌，与

社会各界人士携手共谱盛世华章！

坐拥CBD核心商务区，问鼎
济宁城市“芯”中心

万象和，自入市以来凭借其核

心的地理位置、稀缺的产品资源、先

进的管理理念以及富邦地产雄厚的

资金实力一度成为业内外投资人士

的密切关注。

雄踞济宁CBD核心商务区，坐

拥火炬路与氵光河路黄金交通枢纽

点，南与济宁新闻大厦隔路相对，

北临香港大酒店、济宁行政审批中

心、济宁邮局，西与济宁审计局、

济宁航运局隔路对望；向东连接崇

文大道，30分钟直通京沪高铁；向

南连接南外环，40分钟直抵曲阜国

际机场；项目周边多条公交线路(5

路、8路、9路、12路、20路、21

路、22路、35路、38路、39路、46

路、66路、203路)可轻松通向市区

各个角落；依托城市主干道氵光河

路、火炬路，结合济宁市太白路商

圈、金宇路商圈共同打造全新的济

宁市商业版图。

汇集济宁与世界的期待，万象

和于CBD核心商务中心高地，启幕

一座城市的繁华中心！济宁的商务

能量，在这里集聚，济宁的未来，也

将在这里起航。

前瞻性的规划理念，开创
济宁国际化商业新纪元

万象和，整个建筑充满现代艺

术气息：荷美花开的建筑艺术，从

项目西南角上空鸟瞰，可以看到整

个峡谷内波澜壮阔的景观，充分感

受到商业中心的完整性和开放性，

鲜明的建筑轮廓层层递进，仿佛一

座不断爬升的山峰；从西南侧往下

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富有活力的交

通动线与开放式商业布局之间的紧

密联系，它们互相依存，共同组成

一个开放式的生态峡谷式商业，在

保证峡谷式商业中心浑然一体的同

时，呈现出内部空间外部化的开放

式业态布局。

在这里将不再仅仅是购物的场

所，而是成为新市民中心，让所有

的济宁市民甚至鲁西南的市民到此

休闲购物。龙骨式的观光空中扶梯

连接三大商业体系，轻松输送客群

达到活力商业各个区域，让购物不

再仅仅是采购，而是都市游玩、休

闲的代名词。万象和还将设有济宁

最好的儿童职业体验区，让购物亦

不仅仅是大人的欢乐，而是全业

态、全时段、全民的欢乐游购聚集

地。万象和内部还将设置“巨型雕

塑、建筑3D秀”等诸多第一，辐

射范围也将不是仅仅局限在济宁

市，而是可以轻松辐射到鲁西南的

一些主要城市和地区，使万象和成

为济宁旅游链中重要的一环，树立

起济宁城市的一个新的旅游地标，

未来必将成为济宁乃至鲁西南最为

时尚和活力的新标签。

稀缺的区位、优越的规划设计

理念、260米的地标性高度、世界级
5A甲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高档

公寓等产品配置，万象和必将成为

引领济宁商业潮流的标志型城市商

业中心。

独有的运营管理模式，缔
造鲁西南商业投资风向标

全新的运营管理模式，专业的

运营团队紧跟国内外时尚潮流，为

客户提供信息支持和培训服务；专
业的设计研发团队对产品进行创新
研发，并提供研发成果，让您的投
资不再只是“孤军作战”。大型的
产品发布会，为客户组织集中订货
洽谈会，始终引领市场前沿；独有
的网上商城、手机APP营销渠道立
体覆盖消费客群，让消费者的脚步
不再只是停留于实体店，亦可同时
在万象和的网络商城占有一席之
地；完备的经营扶持保障政策，亦
是投资者经营保底的重要保障
(如：每个月按保底营业额2万元计
算，单月营业收入不足2万元的，
万象和为其补足营业利润；超过2

万保底营业额部分，万象和采用扣

点的方式，与商户利润分成，运营
后期阶段再次以礼品赠送形式回馈
商家)。商场每年300万专项运营推
广的费用预算，为经营者后期的经
营更是输入源源不断的财富，独一
无二的产品，全面完备的配套和领
创的运营政策必将定鼎济宁商业市
场新坐标，未来升值潜力不言而
喻。

万象和雄踞济宁CBD核心商务
区，可谓是济宁中央金融商务核心
圈，酒店、商贸楼宇等完备的商务
配套以及发达的市政配套环绕，再
加上商务楼宇经济集群与强大的才
智资源的聚合，已然成为助推济宁
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商商业业就就看看万万象象和和
——— 260米商业综合体，对话鲁西南城市地标新高度

位于太白楼路与环城西路交界
处的尚东区项目，为了感恩业主长
久以来对项目的大力支持，定于1月
18日晚在济宁运河宾馆举办“聚尚·
嘉宴”大型客户答谢宴活动，届时现
场不仅安排了诸多精彩的中外节目
表演、精致的饕餮大餐，还有众多奖
品等您拿。

尚东区，以20万平米现代城市
综合体的新地标形态，南瞰越河、北
依古运河，临河瞰景，上风上水的绝
佳区位，汇集多所中小学与医疗单
位，临休憩乐土快活林与传统商贸
街；交通上北靠太白楼路，西与环城
西路相接，随着越河桥的通车，越河
南北的融会贯通，可迅速实现城市
区域间的快捷转换。

繁华大商业，展望醇熟新未来
尚东区建筑在底部一二层4万

平米济宁国际商业广场之上。为全
力打造济宁商业次中心，新野地产
诚聘世界知名商业顾问公司第一太
平戴维斯作为商业顾问，目前随着
对商业业态的层层甄选，一个融吃、
喝、玩、乐、购于一体，满足不同消费
需求的“一站式”购物休闲中心，将
尚东区的生活前景及投资价值无限
放大。

清新空气洁净水，三大系统为
健康护航

尚东区，对居住品质做人性化
考量，选择知名品牌，引进济宁独到
的净水、软水、新风三大系统。净水
系统，高效滤除水中的杂质等有机
污染物及有害化学物质，有效抑制
有害致病菌；软水系统，保持水管清
洁、畅通，以更强的去污力，保护皮
肤，节约洗涤剂及用电量；新风系

统，在不开窗的前提下可24小时为
整个房屋提供新鲜空气，享受便捷、
健康、舒适。

精品空中花园，待客休闲私属
领地

尚东区，根据自身独特的规划
设计，投入重金，精心打造济宁首座
近2万平米大型精品空中花园，充分
营造自然园林小生态系统的美妙景
观，平衡搭建住宅与商业、住宅与住
宅间的良好过渡，在业主愉悦身心
的同时，为待客休闲提供全新的体
验，并全力呈现西南城区景观的靓
丽名片。

宜居臻品，保驾品质生活
尚东区，作为济宁市唯一“2013

中国宜居示范楼盘”，精工每个建筑
细节，精研济宁生活习惯，悉心甄选
最符合人性化需求的空间设计，用

以人为本的空间格局，呈现最优质
的户型整体，让居住与生活优雅间
更显从容、惬意……

尚东区，与太白路以最适合居
住的距离比邻而居，140平米及以上
的荣耀大宅，全城热销中！

尚尚东东区区：：沃沃尔尔玛玛之之上上的的纯纯健健康康生生活活社社区区
聚聚尚尚感感恩恩，，客客户户答答谢谢宴宴即即将将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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