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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鲁商国际社区营销
中心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法国
波尔多古佳红酒品鉴会暨泰安
市企业家联谊酒会在此盛大开
启。

24日晚上7点，来自泰安市
各界的企业家、成功人士齐聚
一堂，在鲁商国际社区品鉴美
酒、交流联谊。身着旗袍的模特
引人眼球，悠扬的萨克斯演奏
也让氛围变得优雅浪漫，花式
调酒以及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
走秀表演更是点燃现场氛围爆
点，赢得来宾如潮掌声。除了精
彩的表演，鲁商国际社区还精
心准备了搭配合理的冷餐，周
到细心的服务让到场嘉宾纷纷
称赞，感叹不虚此行。

红酒品鉴会后，来宾一同

前往鲁商国际社区样板展示区
参观，英伦风格的独栋别墅和
双拼美墅，合理的规划布局、精
美的装修、三面花园环绕，更是
坚定了不少参观者和客户购买
的决心。

鲁商置业巨资打造纯粹英
伦建筑，项目一期采用都铎式
风格，极尽工艺技法，选用红砖
墙里面、坡屋顶、平拱门、柱式
门廊等皇室元素，并选择高耸
的烟囱、深刻的纹章图形做装
饰，将现代英伦设计理念与居
民生活思想相融合，打造英伦
式生活居所典范。

一期英式坡地园林依山而
建，并顺应地势打造宽度达50
米的景观河，与150亩中心景观
湖相映成趣，贵族气质彰显无

遗。就像是观赏一幅名画，每天
都可以看到全新的美。由国际
著名景观公司贝尔高林精心打
造的园林，俨然进入一座风景
区，绿树环绕，百花簇拥，流水
潺潺，每一寸空间都是一道宜
人景致都带来强烈的视觉震
撼，让游览其中的人们体验真
正“融生活于风景”的居住境
界。

鲁商国际社区规划有近25
万㎡的集中商业及沿街商业,
包含银座商城、星级酒店、绿色
办公及特色商业街，建成后将
成为东部乃至泰安最大的商业
中心。随着鲁商国际社区的分
期开发建设，社区将容纳近5万
人居住，亦将成为新的居住中
心。 (杨思华)

“教育要从从娃娃抓起。”
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过的
一句话。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
激烈，为使孩子赢在教育的起
跑线上，很多家长不惜花费重
金购置一套优质学区房。在学
校附近购买房产居住，将有利
于家长管理孩子的生活和学
习，孩子也可以提高学习的效
率。古有孟母三迁，只为给孩子
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在独生
子女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望子
成龙则是每位父母最迫切的心
愿。学校周边文化气息比较浓
重，人文环境比较好，孩子在好
的环境中受到熏陶，他们的身
心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就近入学演变拼房入学大
战！自今年年初，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
就近入学”的文件，提出到2015
年，在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
市和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的所
有县(市、区)100%的小学划片就
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
片入学。这一文件下发后，入学
大战变买房大战便愈演愈烈。虽
然限贷政策松绑，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买房者的压力，可是还是
让原本就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因
这次改革价格再次掀起小高潮，
涨声一片，许多家长们更是闻学
区房而心惊。

众所周知，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根据调

查显示，买房子才是一生最大的
投资，考虑的因素很多，而教育
在买房选择中的比重约为40%，
抢滩学区房的背后，是天下父母
对自己的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的无限渴望。很多家长认为，
良好的教育资源是孩子步入名
牌大学的一个垫脚石。“学区房”
一举成为未来获取优质教育资
源的终极途径，于是众多名校的
学区房价格进一步上扬。拼房时
代，如何寻找最具性价比学区
房，随之成为众多家长的当务之
急。在房价蒸蒸日上的情况下，
想要“孟母三迁”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所以在名校旁买个学区
房，既可以为孩子换来一个入读
重点中学的名额，还可无形中增

加了自己的财产！
提到学区房，很多人会出

现“谈房色变”，那么，在泰安就
买不到价格合适、户型适中、醇
熟配套的优质学区房了吗？我
们的回答当然是：No。与眼下
众多单价动辄几十万的老旧、
质低学区房相比，位于万官路
599号的泰安恒大城精装学区
准现房则日渐凸显出了居住的
优势，一举成为当下最具性价比
学区房之一。

泰安恒大城坐拥腾飞三区
交汇之处，以优越的地段、品质
精装、醇熟社区配套、奢阔湖景
园林、顶级物业管家等众多特别
之处赢得泰安广大置业者的亲
睐。恒大城拥有高端社区幼儿园,

成就孩子寻趣求知的探索欲望；
项目毗邻九年制万官路学校,让
孩子出门即入校门；泰安一中择
址高新区,一站式优质教育为孩
子铺平成才之路。从幼儿园到高
中,至尊级教育带给孩子的,是承
载希望的美好未来！

据恒大城置业人员介绍，恒
大城刚需好房首付仅需2万起，
即可拥有54-170㎡湖景学区房，
买就送1500元/㎡精装。此外，恰
逢限贷松绑良机，不论是首次置
业的青年人，还是想改善住房条
件的置业者，恒大城全能户型均
能满足不同家庭层次的需求！又
值恒大城开盘3周年之际，全城
钜惠好礼享不停，抄底3周年庆！
全年最大让利，勿失良机！

需需学学孟孟母母三三迁迁 迁迁住住学学区区好好房房
限贷松绑落实 抄底钜惠置业恒大城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把越
来越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越来
越依赖于手机和电脑，与家
人、朋友、邻里相处的时间反
而越来越少，邻里之间楼上楼
下甚至不知其名，传统文化所
注重的亲情、友情、邻里之情
似乎被人们淡忘。

为此，泰安中齐置业有限
公司于10月19日下午，在国山
墅营销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生日party！为广大业主创
造了一次深入沟通和互相了解
的机会，国山墅新老业主携家
人一起、和朋友一起、和邻里一
起，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难
忘、独特的生日。

精彩的小丑气球表演，给
到来的小朋友们折出了各种惟

妙惟肖的小动物；欢乐的你猜
我说互动游戏，迅速拉近了在
场业主之间的距离。养生讲师
带来的秋冬养生知识，更正了
人们错误的养生保健理念，让
业主们懂得了如何更好的养生
保健。

活动最后，业主们共同吹
熄生日蜡烛，分享生日蛋糕，亲
情与友情在活动中迅速升温！
此外，国山墅还为业主准备了
贴心的礼品，如暖手宝、紫砂壶
等，让广大业主在寒秋中感受
到了丝丝暖意。

国山墅150-253㎡电梯洋
房、260-310㎡臻稀别墅，傲徕
峰下，市政府旁，典藏户型，金
秋热销，实景现房，即买即住。

11月7日-9日，泰山国际汽
配城第一届汽车团购节将在泰
安市泰山国际汽配城中心广场
隆重举行(岱岳区高铁站南600
米)。作为2014年岁末最后一场
车市盛“惠”，本次活动汇集了
庞大奔驰，郑州日产,震德比亚
迪，昌河铃木，金瑞江淮，润岳
江淮，中冀斯巴鲁，北京汽车，
广汽传祺，陆风汽车，福汇福
田，海马汽车，泰安猎豹，长安
商用等2 0余家一二线汽车品
牌，百余款热销惠民车型降至
冰点！

本次车展是泰安市汽车配
件用品行业协会携手泰山国际
汽配城，整合泰城汽车资源与
汽配资源，参展车辆和企业全
部免收展位费，让参展商把更
多的优惠让利给广大车友、同
时，汽配城20余家汽车用品展
销企业也为广大汽车消费者提
供了上百款特价汽车用品，钜
惠来袭，让您一站购齐！

期间，汽配城还邀请了来自
河北吴桥的民间马戏杂技大型
文艺演出团体，现场设立体彩、
福彩、游戏、玩具等娱乐设施，逛

车展看马戏杂技，东北二人装，
美国驯兽，非洲大象，……这不
仅是一场汽车团购盛宴，也是一
场全民娱乐盛宴！

即日起，所有转发本次活
动“车展优惠哪家行？泰山国际
汽配城！”图片到“微信朋友圈”
或“QQ空间”的好友，均可在
11 . 1-11 . 6前往汽配城接待中
心，凭“推广信息”免费换领“汽
车医保卡”和“马戏团门票换领
券”一张。千份好礼，送完即止。

八大价值动力
助力汽车团购节
朝阳产业 蕴藏千万财富
汽车后市场试产业链中最

大利润来源，占总利润的60%-
70%；泰安汽车保有量超过34万
辆。泰山国际汽配城的崛起，为
泰安汽配市场的升级扩充增添
动力。

政府助力 商业投资金砖
政府保驾护航：原汽配、物

流市场政府强制拆迁、规划；抢
占财富先机：新汽配、物流市场
应运而生。

核心区域 成就核心商圈
地处泰山国际汽车城商

圈，周边市场氛围浓厚；横跨主
干道泰东路。东临京沪高铁，交
通便利、物流完善，成就汽配专
业市场运营价值典范。

一站式汽车服务专业市场
升级

汇集汽配、汽修、汽车美
容、汽车饰品、汽车装具、汽车
改装等业态，打造汽车服务一
站式基地，以专业视角打造泰
安汽配行业顶级领先业态。

专业团队 保障市场永续
运营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开发
商自持50%物业，统一招商运
营，保证市场开市即红，让您投
资更安全，赚钱更轻松。

100%产权铺 一铺养三代
产权商铺，前景广阔，寸铺

寸金，可租、可售、可自营，投资
自用两相宜，一铺在手，三代无
忧。

配套齐全 经营生活兼顾
规划引进银行、餐饮、卫

生、物流等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让业主真正享受到方便快捷、
一站解决的完美体验。1200余
席停车位配比，为后汽车时代
来临预留足够空间，为市场持
续繁荣奠定良好基础。

扛鼎力作 泰安汽配标杆
宏岳建设，运用最适合汽配

行业运营的尺寸设计，满足广大
经营业主的使用需求；创新产业
设计，自带中央空调，实力钜献，
打造泰安汽配市场标杆。

汽汽配配城城团团购购节节即即将将启启动动
汽车、汽配用品一站购齐

国山墅举办社区文化节
为10月份生日业主举办PA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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