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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晚晚报报，，游游港港澳澳台台，，66天天玩玩转转韩韩国国
有奖征集游记、美图，一等奖获500元旅游代金券

去济南坐飞机？

别忘了机场班车

旅游资讯

温温泉泉体体验验日日 欢欢迎迎来来体体验验
10元即可拼车 98元玩转温泉

本报讯 10月25日，德百
温泉度假村将迎来“德百温泉
媒体日”主题活动，如果您是本
报的忠实读者，均可以获得在
当天举行的温泉体验之旅。

金秋温泉盛惠，一起拼
车好吗？“爱拼才会游”活动
采取自驾游/拼车游的方式，
让广大游客体味结伴旅行的

乐趣，感受千年温泉的魅力。
本次活动不仅可以泡遍德百
温泉内的56个风格迥异的风
情泡池，还为大家准备了丰
盛的自助午餐。

凡是本报忠实读者，均
可报名参与，请掌握以下攻
略：“惠”拼：每位游客只需10
元钱，便可拼车前往德百温

泉度假村(车辆由度假村统一
安排)；“惠”玩：原价138元的
温泉门票+68元的自助餐券，
特惠价只需98元，玩“赚”温泉
不是梦；“惠”乐：上午：参观
德百温泉度假村；中午：温泉
生态餐厅二楼享用丰盛自助
餐；下午：泡温泉。

报名时间：2014年10月15

日-24日12时；报名方式—微
信：德百官方微信订阅号；邮
箱：2935329424@qq.com；现
场：德百家居广场温泉发售
点及德百集团各门店总服务
台报名；报名要求：报名时请
填写基本信息(姓名+人数+
联系方式+特惠费用9 8元/
人)。 (王金强)

增增值值不不动动产产，，““寓寓””之之有有道道
——— 星凯领寓40-75㎡精装公寓，总价19万起，开盘在即———

不动产时代，你还在投资黄
金或股票吗？是时候换换新的思
维，了解新的投资动向了！投资城
市中心、大型城市综合体之上、有
大背景的小户型公寓是您明智的
选择，星凯领寓就是其中最典型
的一个代表。

德州城市正中心，

升值潜力巨大

世界上最顶级的公寓，总是
出现在城市中心地段，如纽约曼
哈顿、香港弥顿道，其物业稀缺，
保值增值最强。如果画城为圆，
星凯领寓所在无疑是城市的圆
心 所 在 ，其 附 近 就 是 市 政 府 、
1800亩长河公园等城市极优资
源配套，扼守城市主干道，0距离
穿梭全城，5分钟抵达京沪高速，
15分钟车程到达高铁东站，便捷
的交通让业主零距离享受便利、
快捷、高端、璀璨的都会生活。而
且真正的城市公寓也应该位于
城市核心地段，只有位于中心区
的公寓才能让居住者进退自如、
在居住与商务之间寻找到最佳
的平衡点。此外，中心区的物业
网络高端客源，易租易售，升值
潜力巨大。

一站式繁华中心，

助力价值飙升

城市综合体的潜能正日趋

明显，其多种业态联动爆发出的
巨大价值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

引擎。城市综合体的建设，在促
进新商圈的形成、提升项目及项
目周边的区域价值都有着无可
替代与估量的作用。星凯领寓依
托星凯国际广场170万㎡德州首
席城市综合体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 尽 享 家 居 M A L L 、百 货
MALL、商业步行街、甲级及超
甲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生态
豪宅、SOHO公寓、展览展示中心
八大业态完美配套、兑现“一站
式”繁华生活的同时，更将第一
时间受益于星凯国际广场超强
的商业辐射，以及商业街、星级
酒店、超甲级写字楼带来的高端
客群，从而提升公寓价值的飙
升。

携手途家，

玩“赚”全球
为提升产品价值、保证投资

者收益，星凯领寓战略携手途
家，为业主提供不动产增值服
务。途家，国内领先中高端度假
公寓预订平台，被称为“中国的
HomeAway”。途家网在游客和
业主之间搭起了一个诚信可靠、
灵活透明的电子商务平台，目前
已覆盖全国146个城市，10万多
套房源，68个海外目的地。途家
引进美国先进的五星级酒店管
理体系，为托管公寓提供专业、
高效、标准化的贴身管家服务。
并通过旗下的“途家网”这一在
线预定平台，帮助业主将房屋的
闲置时间以酒店的形式进行经
营或出租，使房屋在得到养护的
同时赚取可观的收益，为业主开

辟一条全新的理财途径。并且购
买星凯领寓，加入途家管家会员
体系，还可享受全国146个城市
免费交换入住，让您一房在手、
玩“赚”全球。

一份来自途家的市场调研数
据分析显示，星凯领寓与途家合
作的公寓年出租率预计达60%以
上，即每月至少出租18天，参考当
前的市场四星级商务酒店收费标

准。如您所购星凯领寓总价19万，
而且是星凯领寓业主更可获得免
费在全国146个城市途家交换入
住20天/年的超值服务！星凯领寓
可谓真正的投入小、高回报的全
能投资明星！购买一套星凯领寓，
10年后可得到2 . 1倍纯收益，相当
于再赚一套房。加入途家会员，将
物业交给途家托管经营，即可面
向全球近一亿客源收租，让您做

甩手掌柜。
据悉，星凯领寓40-75㎡精

装公寓层高3 . 6米，面积小、总价
19万起，回报率高，宜居住、宜办
公、宜投资、宜会所，10月开盘在
即，现正诚意登记中，交5001可
抵15000元。即刻加入，还有机会
参与青岛两日游。星凯领寓及臻
美景观示范区已惊艳绽放，欢迎
参观！

本报10月20日讯 凡是遥
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是一种诱
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
于传说，在好多人内心深处，港
澳台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传
说。莫要辜负了这世间美景，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本报
携手德州红叶国际旅行社和青
岛华青国旅德州分公司，联合
推出了“看晚报，游港澳台，6天
玩转韩国”旅游活动，让我们一
起乘船赏维多利亚港夜景，游
览台湾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体
验韩剧《大长今》影视拍摄地。
您可以利用图片、文章等形式，
将美景和感受记录下来发给我
们，作品将择优刊发在《齐鲁晚
报》并进行评选，一等奖将获赠
500元旅游代金券。

台湾环岛双飞8日游

台湾，来自南太平洋的
诱惑，不止有如诗如画的美
景，还有大把大把的美食。环
岛双飞8日游，德州起止全程
无自费，8天时间里带你游遍
台湾所有美景，尝遍各种美
食。第一天走进中台禅寺、日
月潭，第二天赴阿里山森林
游乐区、西子湾风景区、打狗
英国领事馆，晚上到夜市品
尝台湾美食。第三天赴台湾
最南端恒春，游垦丁、垦丁国
家公园、台东知本温泉区等。
第四天到台东花莲观赏水往
上流、北回归线纪念碑等景
点。第五天在台湾最北部游
玩野柳地质公园、台北信义
商圈·米兰时尚、亚洲最高大
楼101大楼、台北观光夜巿饶
河夜巿。第六天参观台北士
林官邸、台北故宫博物院、孙
中山纪念馆。第七天游览台

北台中“总统府”、自由广场、
慈湖，逢甲夜市吃遍各色美
食。

韩国首尔、济州岛
双船双飞6日游
6天就可以玩转韩国，11

月6日、13日、20日、27日出发。
前两天我们将乘坐“思丹娜
女神”号轮船赴韩国平泽，参
观韩国先朝皇宫景福宫、国
立民俗博物馆、韩国总统官
邸青瓦台等。第三天将参观
龙头岩、城山日出峰、亚洲最
大泰迪熊博物馆，游览韩剧

《落城生死恋》拍摄场地城邑
民俗村。第四天将游览高丽
人参公卖局、新罗免税店、乐
天免税店等。第五天将体验
首尔《大长今》拍摄地南山韩
屋村、南山公园，采购泡菜土
特产。最后一天乘坐“思丹娜

女神”号返程。

港澳双飞5日游，
10月26日、31日启程
5天内我们游遍香港回归

标志建筑金紫荆广场、会展
中心，参观海洋公园、浅水
湾，登港岛太平山观“东方之
珠”夜景，船游维多利亚港。
还会到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庙
祈福，参观星光大道、尖沙咀
文化中心。参观标志建筑圣
保罗教堂遗迹-大三巴牌坊、
大炮台，体验澳门起源及最
古老庙宇妈祖庙、富人区主
教山，游览威尼斯人度假村，
还会游览情侣大道、渔女像
等。

本 报 旅 游 咨 询 热 线 ：
18805346587，征文参赛邮箱：
liuzhen8877@126 .com

(刘振)

从德州往返济南遥墙国际
机场，私家车停车太麻烦，坐黑
车安全没保证，新客运中心的机
场班车是唯一的规范化长途客
车，安全规范、简单便捷是最大
的亮点。2小时 1 5分钟直达，去济
南坐飞机，新客运中心的机场班
车是个不错的选择。每天早上 5

点到晚上 7 点，机场管理中心安
排了 1 2个班次的往返机场班车，
乘坐豪华机场班车，享受安全放
心的旅程。

据悉，目前新客运中心(德州往
返济南遥墙机场班车)每天有12个
班次，安排了4辆豪华客车接送，票
价为每人70元，德州发车时间分别
是05：00、08:00、10:00、12:00、14：00、16:
00。济南机场发车时间为11:00、12:
00、13:00、15:00、17:00、19:00。班车咨询
电话：18805342186、18105349279杨经
理。

“乘客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
的。”德州交通集团机场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杨经理称，机场班车已
经运行多年了，使用的都是德州
交通集团经过严格验收和高标准
检测的车辆，安全方面有过硬的
品质保障，乘客保险规范到位，行
程非常简单便捷，欢迎广大乘客
前来乘坐。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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