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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庞伯里金秋幸福集市

暨认筹盛典圆满落幕

10月26日，济南奥伦达部落原乡·庞伯

里“金秋幸福集市”暨认筹盛典在美丽的雪

野湖畔隆重上演。

原乡庞伯里幸福集市，是济南奥伦达

部落在充分尊重奥伦达精神内核的前提下

发展出的一个客户体验平台。现场布置的

18个聚落展位，配以详实的聚落介绍，以及

众多过往的聚落活动照片，让每一位嘉宾

能够完整的了解奥伦达所传达的幸福理

念。现场清新甜美的部落亲善大使随时接

受客户现场咨询。

济南奥伦达部落成立1年多来，吸引了

济南众多知名财智群体及行业玩家，成为

部落忠诚的联盟会员，不断引领着济南高

端生活方式。

新泉城接待中心盛装起航

10月26日上午9点左右，在众多购房者

的期待中新泉城接待中心正式开放。

新泉城项目位于经七路金融一条街，

槐荫广场对面，地理位置优越。项目周边

商业、教育、医疗、金融、交通等一应俱

全，和谐广场、华联广场、省立医院近在

咫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济南高端社区

的新典范。纯小高层住宅，得房率高 ,比一

般高层产品公摊少10%，项目户型产品丰

富，户型面积 9 0 - 1 6 0平米，全明户型设

计，南北通透，户型空间层次丰富。

新泉城接待中心的开启，无疑给追求

生活理想品质的人们，带来一场绝美的盛

宴。此次推出90—160メ的房源备受青睐，新

泉城大厦40-60メ精品公寓、5A星级写字

楼、绝版沿街商铺，恭迎评鉴。

第3代伴山公馆

86—174平新品火爆认筹

10月26日，鲁能领秀城中央公园东区，

第3代伴山公馆86-174平新品公开认筹。

鲁能领秀城中央公园东区，集领秀城

优秀建筑品质之大成，在中央公园高端人

居社区的基础上再升级，于万亩森林氧吧

区打造南城绝版精品。174メ奢阔四居，18层

稀缺高层，两梯两户，超大面宽，270度阔景

双阳台，瞰山揽园，尽享城市惬意山居人

生，为品质改善置业者量身定制。41万メ商

业综合体，集贵和购物中心、BHG超市等品

牌商家于一体，打造一步到位繁华山居生

活。

高铁新城TOP系

天街金铺即将盛大开盘

恒大世纪广场高铁新城TOP系天街金

铺，位于西城央心区域，紧邻西客站及北园

高架上下桥口，恒大高铁1号大盘拥有420

万方的恢弘巨制，这其中庞大的小区居民

数目，强大的居民消费购买力，为该商业街

的繁荣兴旺奠定坚实基础，给投资者带来

无限商机。

恒大世纪广场高铁新城TOP系天街金

铺现已盛大认筹，5年稳定回报5 0%，坐享

高收益、长时间的投资回报，同时享有70

年产权、90%超高使用率，教你玩转经济

危机后的返利时代。另有恒大超市强势

入住，不仅带来繁华生活，更将带来百余

个国际品牌，为社区带来人潮、钱潮。

济南浙商皮革城

10月28日盛大开业

济南浙商皮革城于10月28日盛大开

业。作为北中国第一皮革城,济南浙商皮革

城的建成开业为山东带来了新的时尚信

息，让济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感受到来

自世界的皮革时尚风情。

10月28日上午，济南浙商皮革城项目

地鞭炮齐鸣，礼花满天，济南浙商皮革城开

业盛典暨山东省首届皮草文化博览会在济

南浙商皮革城同步隆重开幕。富石投资集

团及浙商皮革城各位领导、建设单位、品牌

商家代表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本次开业

盛典。此外，齐鲁电视台、齐鲁晚报、都市女

报、齐鲁网等多家主流媒体代表也参加了

此次盛会，共同见证浙商皮革城开业盛况。

随后，济南浙商皮革城总经理温国政先生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明确表示济南

浙商皮革城将不惜成本和时间的投入，将

皮革城建成辐射东北亚的北中国最大、品

类最全、品质最优的皮革皮草市场，历史性

地引领济南消费迈入潮流时尚新高度。济

南富石投资董事长张祥旗先生同样表示将

以高品质兑现承诺，致敬济南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皮革城。

品牌

蓝石·大溪地

逆市中热销的最美社区

随着限购限购政策的松绑，改善需求

被逐渐释放出来，居民纷纷寻找适合自己

居住的楼盘，符合大众健康居住理念的楼

盘就成了热点楼盘，在记者制订的济南最

适宜居住楼盘问卷调查中发现，居民还是

喜欢质优价廉的产品，在众多楼盘中，蓝

石·大溪地凭借高端的品质，稀缺资源的占

有，一举夺得大家心目中最适宜居住楼盘

的第一选择。

稀缺成就价值，因为稀缺，所以热销。

蓝石·大溪地，是33 . 4平方公里国家级湿地

公园内的高端社区。项目拥享25万平米私

家园林、10万平米原生湖泊的稀缺自然资

源，成就泉城最美健康生态社区，成为济南

生态环境最佳、生活品质最高的宜居项目。

泉城独享5H健康生活配套，涵盖健康

呼吸、健康膳食、健康饮水、健康运动、健康

呵护。项目更有300亩有机特供农园、大型

社区食堂、24小时管家服务、社区医疗中

心、瑞典HAGS儿童乐园、宠物活动区、童心

国际济南第一幼儿园、中国工商银行、华联

超市、室内游泳馆、健身会所等完善配套。5

个国家、11家国际团队、5年精雕细琢，并有

全球品牌采购的大手笔，为全城打造终极

人居梦想。

3万存银行

不如买济南恒大雅苑

恒大雅苑坐拥济南西客站交通枢纽中

心，紧临济南市城市景观大道——— 经十路，

项目所在高铁新城片区规划2条地铁、7条

交通要道、4条公交线，1个高铁西客站，1个

长途客运枢纽站，实现了高铁与其他交通

工具立体无缝接驳。待地铁运行时、“三环”

相连后，10分钟到泉城广场，15分钟全城直

达，20分钟到机场，以分钟定义城市版图。

恒大雅苑作为高铁新城的一号豪宅项

目，西客站的高铁经济优势其坐享其成，

1 . 5小时到达北京，3小时到达上海，全面融

入京沪两个都市圈.恒大雅苑感恩回馈新老

业主，首付只需3 . 6万，最高可送20万精装，

更有铁底价6660元/平起，抢住高铁新城.

济南恒大天玺

缔造城市新豪宅生活

福布斯近年来曾经评选出的“世界十

大最奢侈豪宅”中，平层产品一度占据七

席，世界上造价花费最高的私人豪宅-印度

孟买的“安蒂拉“以及纽约广场饭店都是世

界顶级的大平层豪宅，平层大宅已成为全

球顶级居住风潮。

恒大天玺180—262メ奢阔大平层，全部

国际9A豪装，满屋的世界名品，与国际一线

品牌联盟合作，全球统一采购名贵装修材

质，大师级团队精工匠作钜献，坚守6000余

条精品准则，缔造出品味未来城市生活的

奢华空间。

11月1日、11月2日来济南恒大天玺营销

中心欢乐总动员，一起玩转万圣节。现场

DIY制作万圣节面具和南瓜灯，将你的创意

进行到底，与专业的舞蹈团队一起参加化

妆舞会。现场美食多多，万圣节糖果、精美

糕点、新鲜时令水果果盘尽情享用。

活动

重汽翡翠外滩

“砸金蛋赢好礼”活动落幕

10月25日，重汽·翡翠外滩“砸金蛋赢

好礼”活动圆满落幕。下午一点，售楼处就

已经聚满了客户，大家一边向置业顾问详

细了解项目的全民营销政策，一边满心期

待地等待活动开始。两点钟活动正式开

始，金光灿灿的金蛋整装待“砸”，已成功

购房的客户们都跃跃欲试。随着小锤子

的砸击，一声声清脆的破裂，金花四溅，一

张张红红的钞票飘落在红地毯上，夺人眼

球的奖品引来了现场众人的欢呼。

目前，重汽·翡翠外滩90-140メ山河大

宅倾情加推，90-170メ山河大宅，晚报团购2

万抵4万，另享购房返现金活动 .另外，重汽

地产感恩回馈，重汽·翡翠外滩、重汽·

1956、重汽·翡翠东郡、重汽·莱蒙湖四盘联

动，每周各推出一套特价房.重汽·翡翠外滩

全民营销已盛情启动 .只要您将重汽·翡翠

外滩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成交之后您

即可获得两千元现金奖励。

恒大金碧新城十月抄底

最后特惠

恒大金碧新城位于兴福寺路与潍坊路

交会处，占据了西城的核心区位，项目自建

3万平教育配套，12年一贯制学校就在家门

口，保障孩子从小到大都能享受高品质的

教育；社区内部建设欧陆皇家园林，千平湖

景，超大的楼间距让业主户户推窗观景，也

保证了采光和通风；同时恒大金碧新城所

有户型均赠送1500元标准的9A级精装，满

屋名牌，拒绝装修烦恼，省时省心，一步到

位，实现品质生活的理想。

十月结束之际，恒大金碧新城最后特

惠！首付3 . 9万起88-136メ学府精装房，最高

优惠26万/套，6790元/メ起，送1500元/メ精

装。

济南世茂·王府街

租售庆典10月31日开幕

10月31日，泉城路将再次成为济南瞩

目的焦点。世茂·王府街3期租售庆典将

盛大启幕 .世茂领导、政府领导、品牌高

层、银行家、入驻商户、媒体等济南财富

巨头、菁英人士齐聚济南贵和皇冠假日

酒店，共飨此次财富盛宴。

未来，这里将与香港兰桂坊、上海新天

地、成都宽窄巷一起，成为最具代表城市精

神的商业地标建筑。引领济南下个100年的

风尚，成为济南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商业名

片。

龙奥现房

舜奥华府耀世加推

近日，舜奥华府应市加推，110-170メ超

大平层、190-340メ叠加复式新品发售，3米

层高设计，三面环山的优越地理环境，社区

内部高差建造意式台地园林景观，共同打

造济南高端豪宅居住标准。为了回馈广告

业主，舜奥华府特此推出千万购房基金优

惠计划，开盘当天立减万元，这种前所未有

的优惠力度更是深受广大业主的认可。

近期舜奥华府为了拉近业主之间的感

情，精心策划了舜奥华府“亲情社区”系列

邻里活动，让业主有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

第一届亲情文化节——— 够级争霸赛活动报

名已经正式启动，即日起至10月30日上午10

点到售楼处现场报名就有精品礼品赠送。

国华印象签约

北京大风车双语幼儿园

10月23日上午，国华印象北京大风车

幼儿园签约仪式在国华印象接待中心隆

重举行，北京大风车教育集团周建国总

经理、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事业部刘鹏总经理等领导出席了

签约仪式，现场6 0余位业主代表共同见

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北京大风车教育集团周建国总经理率

先登台致辞，对大风车教育集团的教学理

念和目标以及优秀的教师队伍做了详细介

绍。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房地

产事业部刘鹏总经理随后发表了讲话，表

示国华公司将一如既往地践行“责任央企

服务山东”的开发理念，全心全意为业主

服务，全力为推动城市建设贡献力量。周建

国总经理与刘鹏总经理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并合影留念。

市场

济南西客站片区成交回暖

央行宣布执行房贷新政，“认贷不认

房”，房贷利率执行七折优惠；住建部、财政

部、央行发文，包括放松公积金贷款条件、

推进异地贷款、降低中间费用三项内容。其

中，连续缴存6个月的职工即可申请公积金

贷款。

目前，中行、建行、华夏、兴业和邮储银

行已开始执行新政策,在结清首套房贷的前

提下 ,二套房贷款按首套认定 ,可享受首付

30%的优惠。不过，这5家银行在利率上均未

给予折扣。工行、农行、招商、浙商、浦发、光

大等银行按原先的首套房认定标准，未结

清贷款但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消费者，仍

需支付60%首付和1 . 1倍基准利率。

西客站楼盘的多数开发商明确表示

进入十月份以来，看房者的到访量相比

九月份出现增长。在恒大嶺峰销售中心，

置业顾问忙的不可开交，短短几分钟内

就来了四五批看房客。现在恒大嶺峰0压

力首付回馈济南市民，140-180メ金牌户

型，精品4室，首付7万7，送1 5 0 0元/メ豪

装，非常适合三代同堂，或改善置业，性

价比最高豪宅。

第三方独立房价点评

帮助购房者选择购房时机

10月22日，由克而瑞(中国)主办的“2014

年济南房地产走势预判——— 逆势营销如何

破局暨房价点评网上线发布会”在济南喜

来登酒店隆重举行。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克而瑞信息集团CEO丁祖昱

亲临发布会，与近百位济南房地产业内人

士分享了对于房地产未来走势的预判。

发布会上，丁祖昱从市场形势、企业

表现、产品研判和营销变革四个方面，深

入剖析了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以

及未来发展趋势、房企“自救”手段。克而

瑞集团副总裁于丹丹则从营销的角度，

总结了当前房地产营销的现状以及互联

网背景下第三方营销方案。随后，克而瑞

济南机构总经理、房价点评网济南首席

分析师王伟公布了2014年10月份济南房

地产项目推荐和不推荐榜。

作为发布会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房价点评网上线发布吸引了在场所有来

宾的强烈关注。与传统房地产网站“房源

信息+电商优惠”模式截然不同的是，“房

价点评网”以购房者最为关注的“房价”

为切入点，开启“一房一价+专业测评”之

路，站在第三方立场为购房者提供置业

指南。房价点评之所以拥有精准项目测

评及克而瑞指导价，基础在于其背后一

支庞大的运营团队——— 克而瑞房价分析

师。据房价点评网济南首席分析师王伟

介绍，分析师给出指导价并划分“持币观

望”、“谨慎购买”、“推荐购买”、“尽快入

手”四个价格区间，指导购房者判断购房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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