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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劲销8成，创泰城楼市“奇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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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9点左右，泰安碧桂
园售楼中心门口已经聚集了大
批排队购房人群，签到处排起长
队，开盘仅1个小时，劲销8成。这
就是泰安碧桂园创下的泰城楼
市“奇绩”，而泰安碧桂园究竟有
什么过人之处呢？

直击开盘现场
千人排队未售先火
10月6日，泰安碧桂园火爆

开盘，首批房源开始正式发售。
泰城多家媒体直击开盘现场，呈
现最真实的开盘景象，泰安碧桂
园在众人的热切期待中璀璨绽
放。

上午9点，在开盘现场浩浩
荡荡的人群以及摩肩接踵的火
爆场面着实让人惊讶。苑区旁的
停车通道早已被各种车辆占满，
在示范区门口的签到处，人头攒

动，手持认筹单等待签到的客户
一面在长长的队伍中焦急地等
待，一面拿着户型图跟家人商量

选择什么户型。由于房源品质
好，户型、环境、价格又十分的合
适，很多客户早在七点左右就过

来排队签到，等待开盘选房。
离正式开盘还有一个小时

的时间，客户所在的轮候区，已
经座无虚席，人满为患。考虑到
天气和时间问题，泰安碧桂园销
售中心工作人员做了周到细致
安排并准备了帐篷、椅子、茶点
等让客户能享受良好的等候环
境。同时，物业工作人员细致温
馨的服务，安抚了客户焦急的情
绪。

掀起抢房风潮
1小时劲销8成
正式开盘后，所有客户按照

认筹顺序进入选房区。“我要这
套”，“那边那套还有没有？我就定
它了！”、“真是惊心动魄，差点没
买到心仪的房子，泰安碧桂园太
抢手了”……选房区内热度已接
近沸点，选房客户的热情让置业

顾问应接不暇。这种场面也让在
泰安地产圈内摸爬滚打了五六年
的老销售们惊叹：“这种场面近两
年都不曾见过了，想不到今天在
泰安碧桂园重新见识到了！”

场内，已认购的准业主们，
脸上抑不住喜悦；在等候区的市
民们却十分焦急，一位王先生望
着银屏上闪过的号码，不断的询
问旁边的工作人员，“怎么还不
到我，再不到我，就抢不到了！”
王先生说，“虽然我早就想到，泰
安碧桂园的房子一定很受欢迎，
但是这也太火了。”

开盘仅仅1小时，泰安碧桂
园劲销8成，引爆泰安楼市又一

“奇绩”！大花园双拼美墅首付18
万起，精装洋房首付4 . 5万起，钜
惠开盘，致敬泰安至美花园美
墅。

十一假期泰安哪里人
气火爆？当然是泰山景区！
但除了泰山景区，这个十一
假期泰安最火爆的地方当
属鲁商国际社区！

10月1日从方特向东，
碧霞大街两侧的人行道上
多了两行红色的道旗，彰显
出一片火热喜庆之气。继续
向东前行，碧霞大街中段鲁
商国际社区外沿街两侧的
马路上停满了车辆，犹如两
条汽车长龙。在这与国同庆
的日子里，鲁商国际社区营销
中心盛大开放，同时，国际马戏
嘉年华也盛装开演。

此次国际马戏嘉年华活
动，是鲁商国际社区为回馈泰
城广大市民，特地从中国马戏
之乡安徽宿州邀请了最顶尖
的马戏团队前来表演助阵，马
戏表演的节目中更有获得过
国际金奖奖项的死亡飞车给
观众奉上，在节目表演的期
间，观众掌声不断，到访观看
的客户都对马戏表演赞不绝
口。马戏表演期间还有抽奖活
动，不少观众在收获了欢乐的
同时，也收获了属于自已的一
份幸运。

十一营销中心开放当天，
现场相当火爆，鲁商国际社区

创造了泰安市房地产项目十
一接待客户的奇迹，开放当天
接待客户达5000多批，营销中
心广场、马戏团表演场地以及
营销中心内部到处都挤满了
前来参加售楼处开放以及马
戏团表演活动的客户。为了能
够一睹马戏团的精彩表演，更
有客户当天从济南驱车前来
观看。由于马戏团观看场地容
纳量有限，不少未能进场的观
众久久驻足在马戏团入口处
不愿离场，等待下一场表演的
来临，场面十分火爆。

国庆7天假期，鲁商国际社
区的营销中心天天人气爆棚，
接待客户量达3万批以上，这在
泰城前所未有。营销中心在晚
上9点左右，还有客户驻留询问

项目信息。本次鲁商国际
社区的马戏团表演活动
取得了空前成功，场场爆
满，可见泰城百姓对马戏
嘉年华活动表演的喜爱。

鲁商国际社区项目
总占地2100亩，总建筑
面积160万㎡，斥资180亿
元打造，物业类型涵盖
住宅、商业、写字楼、酒
店等多种物业，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泰安东部的
物业类型最为丰富的第

一大综合性大盘。教育方面，目
前幼儿园已经签约银座英才幼
儿园、小学签约南实小、中学已
经签约东岳中学，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泰安首个12年一站式全
名校教育区。

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对项目
的关注，项目自十月一日起启
动会员招募活动，专属钜惠天
天惊喜！80-120㎡电梯洋房交2
千抵2万，236㎡双拼别墅交2万
抵5万，即刻入会还可享受入会
专属好礼一份！入住鲁商国际
社区，体验中国泰山1号大盘的
全享乐品质生活！

同时鲁商国际马戏嘉年华
活动持续上演，截止到10月15
日，每天三场，有空的话带上自
己的家人前来观看吧！

标准的军礼，热情的拥抱，
矜持的微笑……国庆节期间，
新兴·御蓝山的临时接待中心
成了军绿色的海洋。

一群人，穿着发旧但依然
干净的军装，在新兴·御蓝山的
临时接待中心里相互问候。没
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
人记住他们的容颜，但他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叫老兵！没有当
过兵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了
解老兵的故事，他们在一起度
过了共同的青春，刻入骨子里
的情感，一生都不会忘记，这就
是战友情。

正因为有他们在，现场活
动才显得更加丰富，更加精彩。
活动中不乏热闹温馨的场面，
领奖品时的欢笑一直挂在脸
上；需要购置房子的老兵，拿到

代金券时喜笑颜开的摸样让人
感动，欢乐蔓延着整个接待中
心，感染着每一个到现场的人。
在掷骰子的活动中，有人得到
了运动三件套，有人得到了车
载杯，还有人得到了马克杯，充
满竞技的积分得奖制，又将现
场推向新高潮。现场不仅温情
满满，还留下不少感人的瞬间，
活动的结束，就是离别的开始，
老兵们经过短暂的相聚首，又
将回到各自的岗位，不舍之情
溢于言表。

大部分老兵都参与了看
房，有人喜欢花园洋房，也有人
喜欢瞰景小高层，还有人说摩
天华宅站得高，才能看得更
远……几乎每个看房的人，都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考虑居住
到这里。

“铁血央企，我们这些老
兵 在 这 里 就 有 回 到 家 的 感
觉。”一位老兵说，“我对房子
的高品质是非常肯定的，新
兴·御蓝山的地段就在中央，
风景又是我最喜欢的风格，我
看了户型图，肯定经过多方面
严谨的设计，实用不浪费，比
较符合军人的标准；细节标准
更是到位，酒店式会所，欧洲
宫廷十字圆厅礼序，就连车库
都是精装的，我个人感觉，它
应该是泰安独一无二的标杆
楼盘。”

或许，他们还有一个想法
没说出口，那就是大家选择新
兴·御蓝山的话，就能距离近，
相互照应。老兵战友情永不变，
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有一个共
鸣：有一种兄弟，叫战友！

10月1日，祖国65周年华
诞之际，大展鸿府接待中心盛
情绽放，奏响了大展鸿府10年
深耕的华彩乐章，献上大展地
产继大展城市花园、大展新城
国际、大展江南水街、泰山国
际湿地公园之后的又一巨著。
作为大展集团旗下全资源居
住区，大展鸿府装点了泰安高
端人居星空，成为一颗璀璨的
明星。

上午9：30，大展鸿府接待
中心红旗飘扬，人头攒动。大
展集团的相关领导及十余家
媒体和数百位意向客户，共同
见证了大展鸿府接待中心开
幕的激动时刻！

充满激情的水鼓舞拉开
了庆典活动的序幕，表演者的
激情和大屏幕上滚动的大展
鸿府情况介绍充分融合，精美
的楼盘和表演者们热烈的舞
姿都让在场的贵宾拍手叫好。

“微信摇一摇”活动更是炒热
了现场气氛，也给各位前来参
与的贵宾送上精美的礼品。大
展鸿府项目部也为来宾准备
了充足的冷餐、西点和果饮，
让大家一饱眼福的同时大饱
口福。仪式最后，大展鸿府各
位领导共同上台剪彩，大展鸿
府接待中心开放仪式圆满落
幕。

作为泰安本土房地产行
业领导品牌，大展地产已有10
载发展历程，秉承着建筑优质
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深耕泰安市场，产品更贴合泰
城人民的居住理念；大展地产
2014年拿下了位于灵山大街
和泮河东路的项目地块。将打
造大展地产又一品质巨著，也
将会带给泰城人民一种全新
精致的生活，并给这座城市带
来全新的居住体验。

项目绿化率高于35%，真

正实现人工景观与天然环境
的高度融合，确保三季有花
香，一年四季园常青，让您感
觉“人在自然中，家在花园
中”，社区采用了人车分流的
方式，实现居住区内人车完全
分离，以保障步行园区生活的
安全与静谧。

项目紧邻泰安市重点规
划打造的泮河公园，政府斥
巨资23个亿重新打造，现在
已有部分建成，让您在繁忙
的工作与休息间找到了一种
平衡，又或饭余茶后漫步湖
边吹风、听水、赏景，这份独
享只为您设计，把您的身份
地位彰显的无语伦比，北高
南低的空间设计，保证每家
每户远处眺望的开阔视野，
小区超高的绿化率，以及泮
河公园超贴近自然的景观绿
化，为您平时休闲娱乐提供
去处的同时，为您的健康保
驾护航。

社区物业形态有小高层、
高层。面积从88㎡—151㎡实
用两居、紧凑三居室到顶楼复
式、一楼的带花园的舒适三居
室，户型空间结构合理，功能
划分细致，可满足青年新贵、
新婚燕尔、三口之家以及升级
置业等不同阶段的居住需求；
整个楼体为简约新古典风格，
美观大方，庄重典雅。周边泮
河公园、万达广场、一中西校、
长城中学、光彩市场九等生活
配套一方面大大方便了社区
业主的生活；多种资源的集中
布局必定会带动此区域房地
产行业的高速发展，加上项目
相比周边超低容积率的景观
学区大盘，极大的提升了项目
的升值潜力。所以，无论自住
还是投资，大展鸿府都是您最
佳的选择。

(邓金易)

深耕十年集大成之作

大展鸿府接待中心盛情绽放

鲁鲁商商国国际际社社区区营营销销中中心心开开放放
上上演演精精彩彩马马戏戏嘉嘉年年华华

一一生生难难忘忘战战友友情情
新新兴兴··御御蓝蓝山山““向向老老兵兵致致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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