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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鲁商商国国际际社社区区红红郡郡盛盛大大开开盘盘
2小时劲销2 . 5亿，成就逆市热销传奇

11月8日，倍受关注的鲁商国
际社区红郡开盘劲销2 . 5亿，开盘
即清盘，逆市飘红泰城，领跑泰城
别墅市场。数字之上，鲁商实力，全
城可鉴！

2小时内热销2 . 5亿

惊世冠领泰安

初冬刚到，寒气逼人，但依然
挡不了购房者的热情。11月8日一
早，鲁商国际社区营销中心内人潮
涌动，前来抢房的客户对即将开盘
的红郡别墅给予了极大的赞誉，

“之前我来这里咨询过好几次，也
和周边的其他别墅项目做过对比，
无论从地理位置、配套、还是产品
质量、品牌实力，都是整个泰安最

值得抢购的别墅项目。”
开盘当日，鲁商国际社区营销

中心等候区、审核区、选房区、签约
区，每个环节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现场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完全可
以用“沸腾”二字来形容当日的盛
况，不到2小时首推房源即被抢购
一空。作为鲁商国际社区的首席力
作，红郡的热销将掀开泰城别墅崭
新的一页。

红郡别墅热抢有因

鲁商品牌号令泰城

鲁商国际社区红郡创造出如
此火爆的销售成绩，无疑给了整个
泰安楼市一剂强心针，火爆的销售
业绩也令业界震惊不已。

是什么让这座英伦城邦引得
人们蜂拥抢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坐拥碧霞湖省级旅游度假
区，享12年全名校教育，高端城市
大配套为畅销主因之一。纯粹别墅
区、三面采光零缺陷户型，优质的
高尚产品为另一畅销主因。当然更
因为有鲁商责任品牌做后盾，才使
红郡别墅如此倍受追捧！

天气渐冷，位于南部高新区的
安居·幸福里项目却迎来了销售的
春天 !近日来，售楼处现场、洽谈
区、小区内、样板房里客户不断。来
交房款的李女士说，幸福里施工进
度很快，一期建成的景观绿化好，
二期准现房品质看得见，本地开发
商建的质量也很放心，而且活动优
惠力度很大，这都是她选择幸福里
的主要原因。

安居·幸福里项目是南部高新
区最具性价比的楼盘。作为南部高
新区“首个”赠送装修的楼盘；“首
个”学校就在家门口的楼盘；“首
个”物业服务使用无线智能社区应
用平台的楼盘；“首个”铺设集中供
暖管道的楼盘，多个“首个”也使得
幸福里项目在同区域楼盘中脱颖
而出。再加上项目一期园林实景的
的全面呈现、沿街商铺的争相绽放
以及天然气的顺利开通，使幸福里
正以看得见的好品质一步一步走
向成熟，幸福生活自然显现。

幸福里项目分为四至五期开
发完成，自建设以来一直进展迅
速。目前小区一期已全面入住，项
目二期工程进展迅速，6#、8#、10
#、11#进行墙体砌筑，7#屋面防水
施工，9#分割样板完成，准备大面
积施工。通过与泰建、普惠建工等
最优秀的建筑队伍合作，保证质

量，项目还多次被评为“山东省建
筑施工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年度
优质结构工程”等荣誉称号。

幸福里项目由泰安市安居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安居房产
作为本土的房地产品牌开发企业，
对品质苛刻要求，精益求精，十余
年来，安居房产开发建设的项目从
未推迟过交房，而且每推出一个项
目都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标杆，成为
口耳相传的经典，得到了消费者的
认可。安居不仅是在建房子，卖房
子，更重要的是为客户提供了细
致、周到、贴心的服务，创造一种新
的生活氛围，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加之安居房产的品质保证，让

更多人买的放心，住的安心。
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

幸福里推出感恩回馈季活动：2014
年1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期间购
买安居·幸福里房源的客户，除享
受正常的价格优惠外，还可获得
5000元的海尔家电礼包。活动一经
推出，受到了客户的认可，再次掀
起新一轮看房高潮。

安居·幸福里，南部高新区第
一品质准现房，高品质兑现幸福承
诺！目前，幸福里二期全城发售，准
现房85-140㎡多个经典户型，毛坯
房、装修房任你选，4200元/㎡起
价！准备买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
过！

对新兴元来说，建筑是凝
固的音乐，是一曲又一曲的生
命赞歌。作为百亩大盘升级之
作，二期泰山·新兴园以16万余
平米恢弘手笔锻造精工住宅，
鼎力打造的绿色生态园林，演
绎绿意人居哲学。康居示范人
居标准，诠释泰山·新兴园绿色
悠然的人间天堂。作为有着强
烈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住
宅企业，新兴元地产对于居住
文化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每一
座建筑，新兴元人都会细致研
究地块的整体特征，结合自身
22年专业的开发经验，打造出
人性化的居住领地。对于新兴
元地产而言，泰山·新兴园已经

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内涵，已不
再是单纯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
场所，而是让人休养生息、忘却
疲惫的心灵港湾。

日本著名建筑大师安腾先
生曾说过，“如果能够把花草、
树木、流水、光和风根据人们自
己的意愿从自然界中提炼出
来 ，那 么 人 间 就 接 近 于 天 堂
了”。以自然原生态景观为支
撑，42 . 5%超高绿化率，标准配
置的儿童游乐场、羽毛球场、休
闲中心……花园林荫、楼前庭
院里，爷爷拉着孙子炫耀着幸
福；阳光坡地、水景广场边，晨
练的老太太个个花枝招展……

林语堂也曾说过，“最好的

建筑是这样的，我们身处其中，
却不知道自然在那里终了，艺
术在那里开始”。泰山·新兴园
倾筑自然与建筑和谐共荣的绿
色空间，建筑融于自然，自然延
伸至建筑。立面简洁流畅，浑然
天成，大气典范，洋溢着浓郁的
的现代气息；42 . 5%的超高绿化
率让建筑宛若长在公园里，色
彩组合、质感立面、俊秀屋顶飘
板、灵动窗户分格，每一个细节
都精雕细琢，营造出绿意盎然、
移步异景的立面效果，现代简
约、典雅华贵的建筑风格。

仅仅满足人们日常生活
需求的居住环境是必定被淘
汰的，现代的住宅社区需要的

是能够不断跟进时代步伐的、
能够超越并且能够遇见未来
一段时间人们生活需求的，希
望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能够真
正“悠然、绿色的生活着”。家
应该是休闲的，是无拘的，是
叫人宽慰的。泰山·新兴园，一
处贴近生活本源，自然、健康、
精致的生活领地。悠然、愉悦，
像一份心情的快餐，营造的是
每个人穷其一生索要追求的
生活方式。在泰山·新兴园，开
怀享受，让家的意义衍生出一
种 无 拘 无束的 状 态 ，放 松 于
家，享受于家，让城市中久违
了的生活气息迎面而来，闻之
生香，触之动情。

什么家才是我们真正想
要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
真正想要的？泰山·新兴园就
是最完美的答案。在这里，在
国家康居示范标准里，在绿色
原生大城里，我们可以意识到
放松的重要和控制自己的生
活节奏。我们可以从生命的疾
跑中减速或暂停下来，我们试
着去欣赏曾被忽略的良辰美
景，以绿色的心态感受生活里
的每一分钟。不仅照顾好自己
的身体，更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的灵魂。

您还在等什么呢，来泰山·
新兴园，一起来享受绿色的生
活吧。

7日，泰城市民期待已
久的泰山国际汽配城第一
届汽车团购节盛装启幕。
广汽传祺、昌河铃木、中翼
斯巴鲁、北京汽车等20余
家汽车品牌汇聚汽配城，
供市民选购。

7日上午，泰山国际汽
配城广场上已经有不少前
来逛车展的市民，现场气
氛热烈。同时，汽配城还为
大家带来精彩的马戏表
演、东北二人转、迪斯尼大
型玩具等娱乐项目，让市
民购车、娱乐两不误。

“估计这次车展是年
前最后一次了，趁着这次
团购节来看看有没有合适
的车。”和朋友来逛车展的
周先生说。

本次车展是泰安市汽

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携手
泰山国际汽配城举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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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上百款特价汽
车用品让您一站购齐!

“这次车展从7号持续
到9号一共三天，正好赶到
周末，泰城和周边的朋友
有时间都能来逛逛。”泰山
国际汽配城的工作人员
说。同时，现场每天都会为
大家呈现精彩的娱乐表
演。车展结束后杂技等表
演将一直持续到16号，大
家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
享受这场全民娱乐盛宴。

(杨思华)

由中齐·国山墅主办
的“星耀国山 对话世界”
巅峰论坛，将于11月16日
下午2：00在泰山大剧院盛
大举办。

原中国外交部部长、
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名的“诗人外交家”———
李肇星先生，也将于11月
16日下午莅临泰安，与泰
城各行业的千余名层峰面
对面，论道“当代企业家应
具备的国际视野”，共同探
讨企业经营发展之道及世

界经济发展大势。
中齐·国山墅举办此

次高峰论坛，旨在汇聚各
行业领袖人物和领军企
业，与世界级的巅峰人物
进行沟通、学习、交流、探
讨，为各界人士开拓视野，
为企业的发展经营提供新
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思路。

一生一栋国山墅，傲
徕峰下，市政府旁，150-
253㎡电梯洋房、260-310
㎡臻稀别墅，北美风情，实
景现房，即买即住，成功人
士的终极置业！

南南高高新新区区第第一一品品质质准准现现房房
安居·幸福里，高品质兑现幸福承诺

与自然零距离———

泰泰山山··新新兴兴园园 国国家家康康居居示示范范工工程程典典范范

汽配城汽车团购节
11月7日盛装启幕

“星耀国山 对话世界”
巅峰论坛11月16日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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