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泰安10月29日讯(见习
记者 杨思华 ) “什么时候再
组织看房？年前还有看房活动
吗？”27日，一位网友通过QQ咨
询看房活动。借本报2014齐鲁
房地产“泰安金牌地产”评荐榜
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之际，特推
出“跟着专家去看房”大型看房
活动，组织看房团，让专家带您
挑选中意的房子。

今年本报举办的4次看房
团活动，场场人气爆棚，据统
计，本报看房团共吸引上千人

次参与，很多置业者都是通过
参加看房团享受到最优惠的价
格，买到了中意的房子。尤其是
在8月份举办的“买房，我们帮
您付首付”活动中，6名幸运者
抽中本报提供的12万元置业基
金，更是让不少购房者想继续
参与本报看房团。
, 在本次活动前期筹划阶
段，已有多家楼盘对此次看房
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提出合
作意向，并且专门制订出优惠
政策配合本次看房团活动。即

日起，本报“跟着专家去买房”
大型看房活动正式启动报名，
市民如有看房购房需求，可拨
打电话或加入本报“购房俱乐
部-T”专属QQ群报名参与看
房。

届时，将有来自建筑设计
院、销售代理公司、装饰公司、
物业公司等相关单位的业界

“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团，从小
区规划、建筑设计、户型结构、
园林景观、物业服务、投资价值
等多方面多角度为您解读各楼

盘价值所在，给您提供专业的
置业建议，帮助您全面了解各
楼盘信息，带您一起挑选好房
子。本报也将于近期不断更新
看房楼盘信息，购房者可以根
据本报发布的看房线路，选择
报名参加看房。

本报“金牌地产评鉴榜”活
动既是泰安地产界的一次盛事,
也是购房者值得关注的大事。
跟着专家到各楼盘看房,是一次
对楼盘深入了解的过程，也是
一次难得的体验机会。欢迎有

意购房的读者、新项目的准业
主等积极报名参与，提出宝贵
意见。

本报看房团不收取任何费
用，每次看房免费乘坐大巴车，
至少看三四家楼盘，预计耗时
半天，参与看房活动还将获得
各种精美礼品。

报名方式：1 、电话报名 :
6982116

2、齐鲁晚报“购房俱乐部-
T”QQ群报名：38519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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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大巴接送，报名电话6982116

据业内人士分析，大安·泰
山原著之所以备受青睐，首先
与项目本身的规划有关。为了
解开大安·泰山原著淡市热销
的秘密，记者联系到了相关设
计院，从项目规划设计方面并
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院方表示
如果建造一个经典的房产项
目，必须要研究人文与自然的
共性，更要研究人文与自然的
个性，要把现代都市共性的东
西和地域的人文自然个性结合
起来，这样才会给这个城市带
来恒久的建筑产品，而大安·泰
山原著恰好满足这一点。在规
划设计上，大安·泰山原著植根
泰山文化，以其人本居住的前
瞻性视野，对泰山传统文化及
现代文明进行了有效继承及充
分延展，借鉴凡尔赛宫等法式
古典建筑风格精粹，依循中国
传统美学中居住的本意，以城
市近山绝版电梯洋房的产品形
态，为泰城贵胄贡献专属生活
领地，演绎泰城高端豪宅传奇。

选址规划

自然城市 天作之合

纵观泰安城区，位于泰城西

部的近山区域是泰安城市豪宅
最理想的栖息地。区域紧邻泰安
时代发展轴和泰安长城路商务
中心，兼得泰山原生态环境资
源，全方位满足高端生活所需。

大安·泰山原著选址泰城西
部泰山南麓风水宝地之上，紧邻
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泰山樱桃
园景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优
居环境无与伦比；项目背靠泰
山，三面山峰护宅，整个地势北
高南低，天然形成太师椅山势，
是风水学中的绝佳宝地。

项目所在位置已成为泰安
CBD(中央商务区)、CLD(中央
生活区)、CGD(中央政务区)三
区融合的一个绝版地段，5分钟
直达长城路高端商务中心，近享
高端商务配套。樱桃园路贯通之
后，连接了东岳大街与环山路，
项目可通过环山路和东岳大街
方便进出，交通十分便利。

产品规划

稀缺多层 墅质华宅

大安·泰山原著项目位于环
山路以南，东岳大街以北，樱桃
园路以东，总占地面积50余亩，
容积率仅为1 . 19，建筑密度仅为

22%，社区绿化率高达40%。规划
建设9栋6F电梯洋房，3栋5F多层
住宅和1栋2F社区商业楼，户型
面积为99-170平方米。整体规划
尊重自然，依山而生，最大化利
用原生态山体资源，设计合理利
用缓坡控制在最为舒适坡度，相
邻楼栋呈现缓和的高差，错落有
致使多层住宅区成为一个层层
跌落，层次丰富筑群体。

建筑设计

西形中韵 贵胄传承

大安·泰山原著，在法式古
典建筑精粹中找到了建筑溯源，
在中国人的传统美学中觅得居
住的本意。项目地块规整南北狭
长，建筑布局对称分布，给人以
庄严、雄伟、整齐之感，与中国传
统建筑布局一脉相承。建筑风格
上，项目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
格，沿袭凡尔赛宫等经典法式宫
廷建筑的古典主义三段式立面，
建筑造型轮廓整齐、庄重雄伟。
石材干挂和高档真石漆立面赋
予建筑恒定、坚固、沉稳与庄重
的形体，整个楼体外观大气而优
雅，精致而考究，焕发温暖的时
光感和身份感。

园林规划

诗意园林 师法自然

大安·泰山原著充分考虑
中式居住习惯，在园林设计方
面，搭配更符合中国人审美需
求和游园习惯的中式元素。雄
伟对称的法式建筑和园林设
计，以及舒适共享的中式居住
空间的协调，使得大安·泰山原
著在彰显法式建筑的尊贵大气
的同时，亦体现中国传统生活
的承继绵延。大安·泰山原著在
景观结构上采取两轴一带的布
置方式，并结合入口将整个景
观体系勾勒出来，加强整体的
序列感，以“组团化”精心雕琢
园 林 风 情 ，布 置“ 智 ”、“ 仁 ”

“勇”、“禅”四园，营造“一步一
景，移步异景”的享受，盛载居
者的荣耀与惬意。从园区入口
到生活区的多处重点景观设计
结合高密度多层次的植被分
布，形成了跌沓起伏、错落有致
的游园感受；而随着住户生活
节奏而设计的时而幽深，时而
开阔的园林功能分区设计则呈
现出动静结合、层次和立体的
社区生活。

居住体验

以人为本 舒适体验

大安·泰山原著在户型设计
上，充分考虑居住的舒适性与实
用性，结合泰安本地居住习惯，精
心研磨99-170㎡品质空间，中正
朗阔大气，契合风水学理念，动静
结合，功能分区合理，房间尺度适
宜；每一寸空间都得到合理利用，
无论是三口之家亦或是三世同
堂，都能得的有效的满足。

为提升老人小孩出行安全、提
升社区整洁度、降低社区机动车环
境污染，大安·泰山原著采用了人
车分流的规划，规避了由地上车道
驶入车库的行车弊端，汽车由西侧
车道直接进入地下，完全摆脱了地
上车道及车库对花园及公共绿地
面积的占有，为业主打造流畅、安
全、便捷的品质生活。

大安·泰山原著，不仅用媲
美艺术品的园林景观和高品质
的稀缺洋房产品征服了市场，更
用高雅的生活氛围、浓厚的人文
气息，带给业主至尚生活品位，
最终成为一种优质资产争相收
藏。大安·泰山原著，赠予泰城人
民不一样的山居生活。

合合璧璧中中西西 圆圆融融古古今今
解读大安·泰山原著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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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总以成熟
的金黄色向世人炫耀着
他的魅力与华贵。贵和·
天外上璟，总是以高雅的
身姿散发着令人羡煞的
尊贵气息。10月23-25日，
贵和·天外上璟盛情邀约
泰安曲艺家协会，为泰城
人民带来一场高雅的戏
曲文化盛宴。

10月23日下午2时许，
贵和·天外上璟售楼处汇
集了来自泰安各县市区
的曲艺家参赛选手。20多
位选手个个唱功深厚，唱
的可谓是惟妙惟肖，余音
绕梁，台下更是掌声不
断。经过激烈角逐，将近
一半的选手成功晋级。在
10月25日下午的决赛时，
选手们大都选取大家喜

闻乐见的戏曲、片段，包
括京剧《沙家浜》选段、

《霸王别姬》选段、《新贵
妃醉酒》选段、豫剧《花木
兰》选段等不断吸引着路
过的人群驻足，现场沉浸
在戏曲艺术的古韵气息
中，绵绵不断，回味无穷。

颁奖典礼上贵和·天
外上璟的营销总监以及
曲艺家协会会长等人亲
自为本次参赛的选手颁
发荣誉证书，共同见证深
秋良宵的辉煌时刻，曲艺
大赛完美收官。

活动期间，贵和·天
外上璟首期开盘的景区
旺铺以及度假观山公寓，
以限时优惠的抄底价格
惠动泰城，到访客户络绎
不绝。

23日，泰安市女摄影家协会组
织会员到三合御都创作采风，从营
销中心、小区景观到精装样板间，
用镜头捕捉三合御都每一个角落，
展现泰山脚下品质大盘的美丽风
情。

上午9点左右，泰安市女摄影
家协会会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了三合御都项目。因近山而备
受瞩目的三合御都坐拥得天独厚

的自然景观资源，成为泰城弥足珍
贵的环山景观楼盘。社区里还有青
龙泉、双乳泉等不可复制的纯美自
然景致，可谓是泰山脚下的天然氧
吧，精益求精打造的社区人工景观
也让摄影师们交首称赞，纷纷表示

“开眼”了。
三合御都户型结构合理，设计

装修精致，一厨一柜甚至一盆绿
植，都明亮清新；楼宇门做工细致

考究，大气高档；下水道井盖下沉
设计，上铺草坪，美观又实用；还有
绿城物业人员的精细化标准化服
务，随处可见三合御都带来的优雅
高贵生活品质。一处处景致，无不
吸引着摄影爱好者们的眼球，让她
们用镜头记录下三合御都的美丽。

回到营销中心，通过工作人员
的讲解更加深了大家对这座环山
路品质大盘的了解，优美的景观、
清新的空气和过硬的楼盘品质也
让观者赞口不绝。

三合御都项目位于温泉路北
首，北依环山路，东至唐訾路，占
地467亩。项目用大型景观带划分
区域，有青龙泉、双乳泉等纯天然
泉石，形成了园在境中、家在景中
的意境，并以泰山群峰、山谷、溪
流为提取元素，形成整体的组团
布局模式，并且融入泰山的文化
特征及孔子文化的理念与地形特
征充分结合，形成富于特色的组
团主题文化，彰显了三合御都生
态与生活和谐统一的整体规划。
三合御都项目建筑六层设有电
梯，为泰城市民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山居精品住宅。

(杨思华)

魅力金秋 曲艺献礼
贵和·天外上璟曲艺大赛完美收官泰泰安安市市女女摄摄影影家家协协会会

采采风风三三合合御御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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