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势入驻

占领泰城商业新高地

27日下午，逾千名来自全
国内外的知名家居、建材等行
业厂家代表齐聚泰安东尊华美
达，参加了红星美凯龙(泰安)全
球家居生活广场Mall招商说明
暨新闻发布会，泰安市泰山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徐立勇、山东
家具行业协会副会长徐军、红
星美凯龙集团领导和新华地产
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共同见
证了这次山东家居业内极具意
义的盛会。会上，红星美凯龙泰
安商场副总经理刘刚介绍了该
项目的详细规划及未来的发展
前景，并带来先进的文化理念、
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红星美
凯龙集团在山东市场上又迈出
了标志性的一步。

红星美凯龙(泰安)全球家
居生活广场Mall招商说明暨新
闻发布会作为泰城家居建材行
业的一场顶级盛会，会议规模
大、档次高，火爆现场完全超出
所有到场嘉宾的想象，大部分家
居建材厂商表示，他们与红星美
凯龙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红
星美凯龙的平台规模和品牌影
响力都对家居建材行业的发展
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投资商们对于红星美凯龙家居
生活广场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红星美凯龙泰安商场坐落
于新华城国际广场，属于泰安
核心地段，外观时尚华丽，气度
非凡。红星美凯龙开业后涵盖
家具、建材等多元体验式家居
主题的综合购物模式，以全新
商业空间创意理念布局商场，
将每个品牌的展位打造成精致
完美、时尚的实景样板间，配置
完善齐全的软硬件服务配套设
施，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国际化
购物环境、一种五星级购物尊
贵氛围，围绕红星美凯龙构建
的新区商业圈必将成为泰安新
的商业中心。

汇聚全球家居

引领居家生活新篇章

红星美凯龙自1986年创业
以来，始终已坚持温馨、和谐的
家园提升消费者的居家生活品
味为己任，以“家居改变生活，创
享家居之美”为口号，影响着无
数中国人家居生活方式的改变，
提升着中国消费者对家居品味
的价值认知，培育着人们对于幸
福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2 8年来，从“渠道”到“平
台”，从店面租赁到自己买地建
商场，从一家地方家具专营店，

到百MALL连锁，创造了许多个
“第一”：第一个做连锁品牌；第
一个做委托管理店；第一个自建
商场……

红星美凯龙还连续5年跻身
全国民企500强前50位，以实力
铸就了中国家居流通业第一品
牌。如今，红星美凯龙已遍布全
国100多个城市开办了140余家
商场，创造了中国家居连锁业的
发展奇迹。

凭借着多年的商业连锁运

营积累，红星美凯龙炼就了一
支专业的管理团队，不仅拥有
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广泛的市
场基础，更拥有了一整套成熟
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和营销
体系，并持续创新。红星美凯龙
泰安商场将继续秉承并切实推
行集团“家居生活专家”系列服
务，包括“ 3 0天无理由退货”、

“倡导绿色环保”、“售出商品负
全责”、“设计师免费咨询”、“家
居顾问全程导购”“、送货安装

准时达”、“同城比价3倍退差”、
“先行赔付”和“购物免费停车”
9项家居生活专家服务，并结合
泰安家居消费特征，因地制宜
推行系列专业增值服务，进一
步引领泰安家居市场的服务标
准，打造泰城市民身边的“家居
生活专家”，红星美凯龙在新华
城国际广场的入驻，也必将引
领泰安居家生活的新篇章。

签约新华城国际广场

引领行业再次升级

近年来，家居建材竞争逐渐
激烈，各地并不缺少家居卖场。
同样，成熟的市场也让消费者们
从单纯的“买家具”，悄然过渡到

“逛家居”、“赏家居”的时代，通
过感受家居文化和艺术提升自
身的生活品味。

此次红星美凯龙推出的红
星美凯龙(泰安)全球家居生活
广场Mall，更是以卓越的构思和
创意，给泰城市民奉献了一座

“家居文化艺术工园”，对泰城及
周边消费者居家审美、居家品味
的提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8日上午，红星美凯龙招商
签约会在新华城国际广场营销
中心举办，凌晨3点，已有不少知
名家居厂商在营销中心外排队，
等待签约，绝版旺铺供不应求，
更是让人见证了新华城国际广
场和红星美凯龙的魅力。

红星美凯龙的归来，将会给
泰城居家消费市场带来崭新的
模式，相信红星美凯龙签约新华
城国际广场，必将为山东家居发
展增添新的力量，提升消费者对
居家品味的认知，引领泰城居家
消费行业再次升级。

(杨思华)

红星美凯龙全球招商新闻发布会圆满落幕

成成功功入入驻驻新新华华城城国国际际广广场场
新华城国际广场作为以文化营销为主导的大型综合体，在

泰安的全面落座，是泰安楼市最关注的一个事件，为消费者构
筑全方位体验空间的同时，成为泰安国际化商业的风向标。

随着招商工作的顺利进展，已有部分商家强势入驻，抢先
在新华城国际广场占领高地。27日，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广场Mall招商说明暨新闻发布会隆重举行，并于28日在新华城
国际广场营销中心进行商家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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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秋时节，泰山·新兴园2期
在经过3年的精心设计规划和倾
力打造、在广大业主的翘首期盼
中，于9月28日正式拉开交房序
幕，也预示着泰山·新兴园2期16
万方品质大盘走向成熟，而且业
主的入住也将会为更好地带动
区域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
力量。

在业主最为关心的房屋质
量及室内外配套设施的完善问
题上，从最开始急切期盼的表情
中便可一眼看出业主心中所担
心的纰漏，直至完成交房时喜悦
之情才溢于言表，这都来自于验
房时干净整洁的屋内环境、完善
通用的公共配套设施和细心贴
心的物业服务，泰山·新兴园2期
的业主充分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和对逐步成熟的尊荣品质生活
的向往与期盼。

走进泰山·新兴园，一栋栋

建筑楼宇的外立面整体风采完
全展现出来。简洁又带有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建筑造型、鲜明的轮
廓、明朗而又厚重的色彩、沉稳
大气的风格，深色调的建筑外墙
与大理石墙砖相互辉映，体现出
新颖、现代、典雅经典的建筑与
园林景观的的完美融合，又不失
西式的雍容华贵与东方建筑艺
术的神韵，为泰安房地产楼盘增
添了一个更具高尚气质的时代
大作。

泰山·新兴园2期，在保证高
端品质的同时，同样注重效率。

“我们不仅尊重客户的感受、客
户的时间，我们也同样尊重产
品”，负责泰山·新兴园的总工程
师这样说道。所以泰山·新兴园2
期，将“现房”纳入了质量考察体
系，作为一个纯熟的高端社区，
一定要让客户看到实实在在的
房子，亲身去体验与感受，让入

住不再遥遥无期，“即买即住”的
高标准，拉大了与竞争对手的差
距，这让我们看到了泰山·新兴
园的速度与魄力。

泰山·新兴园历经数载开发
建设，大展成熟之境，宅邸1期，
大美收官，数千业主幸福入住，
可谓春色正浓。园林中山、河、
湖、景，早已映得满园红翠，可
憩、可玩、可赏；千平购物街琳琅
满目，各种生活所需处处皆是；
小区智能化安全系统投入使用，
亲眼见见安心生活……亲临现
场便知春，眼见为实，真真切切，
实实在在的生活跃然呈现，怎不
令人心动？

目前泰山·新兴园2期的车
位 线 工 作 正 紧 张 有 序 地 进 行
中，一期已然成熟的园林景观
也将进一步做出修改，整个互
动式园林景观的轮廓已基本呈
现，以高大乔木和带有浓厚江
南风情的矮林绿植让你足不出
户就能感受到轻松惬意的尊荣
生活境地。穿插错落的栈道、庭
廊、休闲广场、儿童游乐场所等
生活配套一应俱全。老人、儿童
在 设 备 完 善 的 休 闲 娱 乐 场 地
中，欢乐、和谐、健康。暖暖的家
庭 氛 围 位 于 花 园 与 宁 静 的 中
心，让你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氛围中营造出一片难得的休憩
场所。2 4小时安防和贴心的物
业服务，充分保证居住的私密
性与安全性。

尊享最丰富的配套资源，出
则繁华、入则宁静的生活态势构
成了一个集宜居、配套完善、商
圈为一体的全新生活空间。欢迎
品鉴泰山·新兴园2期绿色人文
花园社区。

现在人们买房，已经不
仅仅单纯关注住宅本身的朝
向、质量等硬件设施，而是将
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周边环
境、周边生活配套等“软”环
境上。买房不仅是买高品质、
高品牌、高性价比，也是购买
由生活配套带来的一种全新
的舒适的生活方式，而恰恰
安居·金域缇香占据了天时
地利人和，符合了置业者的
全部需要。

金域缇香项目位于泰
城的老城区成熟优质板块，
从幼儿园、温泉路小学、迎
春学校、六中新校到农大南
校，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花园银座、岱宗银座商城、
五马新时代……想逛商场，
想购物，这里能满足你的一
切购物需求；温泉路、外环
路、灵山大街、几大主干道
环绕，家门口31路、24路公
交车直达，流量大的同时也
彰显了这个区域的引人之
处，完善的配套和便捷的交
通，形成了一个5分钟配套
生活圈，为生活带来了方便
和快捷。

“一个成功的社区，除了
房子的品质过硬，更应该具
备完善的配套，满足业主的

基本生活需求。配套好的楼
盘，才更受市民欢迎。”安居
置业经理说道，这也是金域
缇香自项目启动以来，一直
备受泰城人民的关注并且取
得惊人销售量的原因之一。
金域缇香，作为安居房产打
造的高人气品质项目，占据
了绝佳地段，又兼具自身卓
越的产品品质，已然成为许
多购房者的置业优选，备受
追捧的同时，更在市场上获
得了大量的好评，实现同类
产品品质最高、品牌最好、性
价比最高，尤其是南北通透
的户型设计以及人性化的装
修理念，让不少初次见到的
客户心动不已。

安居·金域缇香项目以
高品质、高性价比、高品牌美
誉度掀起泰城楼市热潮，赢
得了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
再次引领了泰城购房热潮。

目前项目一期进入准现
房销售阶段，户型南北通透，
面积以84平方米二居，100—
119平方米三居为主，从经济
性及实用性上受到了青年置
业者的喜爱；无论是做婚房
还是改善性住房都是理想的
选择。同时，现场材料展示区
欢迎鉴赏。

超超值值性性价价比比拥拥享享
新新兴兴园园22期期品品质质人人居居

安居·金域缇香
精品住宅全城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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