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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蓝石·大溪地

岁末重磅回馈

在济南住宅市场，蓝石·大溪地就
是传奇的扮演者。强者愈强，继今年上
半年以高歌猛进态势一路热销之后，

“金九银十”继续大步跃进；时至岁末，
作为豪宅标杆、楼市王者的蓝石·大溪
地，似乎并未放缓脚步，一轮前所未见
的岁末购房钜惠已经火热展开。

社区内拥有10万㎡的广阔水景、
25万㎡的私家园林，泉城独享健康呼
吸、健康膳食、健康饮水、健康运
动、健康呵护等5H健康稀缺配套。空
气负氧离子片区内最高，接近10万个/
cm3，社区内400米深层地下水直接入
户，300亩的有机特供农园，提供有机
果蔬配送服务；泉城首家大型社区食
堂健康无污染，为业主搭建安全餐
桌。作为一整年都热销的品质楼盘，
蓝石·大溪地深知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
离不开热心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懂得感
恩的蓝石·大溪地，在岁末也推出了深
情钜惠，回馈所有渴望成为美好生活的
追随者们。71-162平最奢适小高层2万
抵10万，186-241平最美洋房5万抵15万，
钜惠空前，错过再无。此外，到访售楼
处，还有新年台历、精美书签、加油卡、
有机农产品大礼包相送；关注蓝石·大
溪地微信( lanshidxd2013)，参与“秒
杀”活动，还有机会赢取省会大剧院
《哈姆雷特》限量贵宾票。最美好的
生活，给最亲爱的人。

恒大天玺

打造西城精品

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城市
正在规模化拓展和大踏步前进，城市
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表现越来越明
显。济南西城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投资最多的城市建设新区，随着京沪
高铁的通车，济南西城形成以高铁为
交通核心的集现代化商业、文化艺术、
高端金融、旅游休闲等产业为一体的发
展新城，财富、商机、价值，汇聚于此，
全新的济南西城，全新的现代化城市
新标准，引领泉城城市未来。

其中西客站片区作为西城核心区
域，云集了齐鲁之巅518米恒大国际金
融中心，三馆、大剧院等地标性建
筑，未来区域将被打造成“齐鲁新门
户、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西
客站片区也作为整个济南城市飞速发
展的强力引擎，助力济南西城成为北
中国最具有代表性与竞争力的现代化
新城区。

恒大天玺，恒大集团TOP系巅峰
豪宅，位居济南西城核心西客站片区
发展中轴之上，毗邻三馆、大剧院，
作为省文化艺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
物，从不缺席世界顶尖艺术盛宴。对
望齐鲁首高——— 恒大国际金融中心，
涵盖高端商务、办公、购物、休闲娱
乐，打造世界级潮流生活圈。

恒大天玺180-262㎡奢装阔景大平
层，全部9A国际豪装，满屋世界名品
荟萃，济南西城首席奢装豪宅，泉城
人居巅峰体验。

11月29日、11月30日来济南恒大天
玺营销中心，参加“恒大天玺杯”第
一届钢琴大赛初赛，众多豪华大奖等
你来拿。现场还将组织来访抽奖，美
食多多，甜美糖果、精致糕点、新鲜
时令水果邀您尽情享用。

恒大金碧新城

载誉加推

11月22日，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 . 4个百分点至
5 . 6%。这一政策无疑是继限贷松绑后
对购房者的又一重大利好。

恒大金碧新城为响应政策号召，
回馈泉城市民，首期压轴力作载誉加
推，首付3 . 9万起抢88-136㎡学府精装

房，再送1500元/㎡奢华精装，最高优
惠26万/套，是年底买房的最佳时机。

城市新核心，成就价值新高地。
恒大金碧新城位于西城CBD核心区
域，毗邻一院三馆、恒大国际金融中
心(齐鲁第一高)、齐鲁之门等形象地
标，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升值潜
力。仅一步之遥的西客站，整合高
铁、高架、轻轨、公交、等交通资
源，打造多维立体交通网络，便捷生
活成就一城的繁华。

学府文脉，传承文化精髓，保障
子女未来。恒大金碧新城联合国内名
校，以前瞻思维规划逾3万平米教育配
套，幼儿园、小学、中学12年一贯制
教育，全程护航精英未来，是西城绝
版学府大盘。

恒大中环广场

高性价比高回报

众所周知，商铺投资主要的成功
与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期
租金水平，即现阶段租金收益所能带
来的投资回报率；二是长远效益，只
有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商铺，才能实
现“一铺养三代”的投资理念。

恒大中环广场商铺，地处文化东
路与山大路交汇处的中心商圈之上，
作为文化东路唯一在售的沿街旺铺，
不仅可以坐享首席富人区以及甲级地
标写字楼里的近十万的高端客源，同
时还可以将文东·山大商圈的旺盛客流
据为己有，为商铺经营提供超高的消
费客群，无论是投资、自用还是出
租，均可获得良好的收益。以超越传
统商铺的5年回50%的超高高回报率，
成为当前商铺投资的首选。

恒大中环广场，50-300㎡沿街底
商，涵盖餐饮、娱乐、购物等多样功
能结构于一身，既可满足周边社区居
民的日常生活，又能为甲级写字楼里
的众多中高端企业提供商务上的必要
支撑，全面满足百万客源对企业办
公、商务接待、居民购物、休闲等多
种需求。同时，其价格相对较低，单
价仅为26000元/㎡起，超低首付、超
高性价比，正是恒大中环广场热销的
重要保障。

恒大世纪广场

低价来袭

恒大世纪广场，充分考虑居住者
的切身需求，沿袭恒大以往精装品
质，高标准9A精装体系，与近百家国
际一线品牌供应商强强联合，世界级
大师团队打造，从全球各地精心挑选
出来的名贵装饰材料，将环保、高品
质的大师级品牌应用到产品中。其
次，恒大世纪广场位于西部高铁新
城，其区域价值无可复制。项目交通
可借助西客站、北园高架、二环西高
架轻松抵达省外、市内各个区域，并
且未来轻轨R1、R2号线也将在这里设
置站点；另外，恒大世纪广场自身过
硬的品质更是为置业者带来了可预见
的升值空间，恒大世纪广场享200万方
商业，规划一站式休闲购物广场，带
您体验尊享零距离生活方式；另有
12000平米欧陆风情商业街，尽享便捷
生活；逾2500平米铂金五星级会所，
尊享层峰品质生活；逾300平米儿童乐
园，开心成长每一天；逾136 . 6平米运
动健身天地，活出健康人生；逾550平
米森林广场，每天呼吸新鲜空气。

同时，恒大世纪广场独立商铺满
足泉城人的投资所好，20-300㎡黄金
旺铺，年化率超10%，5年稳定回报
50%，低门槛，高回报，充分满足投资
保值升值愿景，自用、经营、出租等各
种需求，现已成熟绽放。

恒大世纪广场11月底价风潮继续
来袭，首付2 . 8万起即可拥有，最高优
惠19万/套，8号楼现已倾城开盘。西
城TOP系天街旺铺，20-300㎡铂金席
位，5年收益50%，购房95折特惠。本
周末恒大世纪广场感恩节活动即将精
彩献映，火鸡大餐美味难挡、南瓜饼
DIY香气扑鼻、火鸡人偶可爱无敌、
折纸DIY幸福来袭……一幕幕精彩，
一段段欢乐，尽在恒大世纪广场，恒
大世纪广场邀您共享感恩节的烂漫。

力高国际

LOFT现房清盘热销

力高国际位于花园路与奥体西路
交汇处，受优势地理位置与优质产品
的双重影响，房源一直处于热销中。

现今LOFT产品一抢而空，仅余几十
套，作为济南为数不多的LOFT公寓产
品，稀缺性可见一斑，未来升值、投
资价值势必攀升。而今绝好机会，现
房LOFT清盘热销，18万即可入住，房
源皆为现房发售，即买即住。

力高国际LOFT是花园路片区稀缺
LOFT产品，更处于洪楼、奥体、高新
三大商圈咬合之地，坐拥周边商务、
政务、高端居住区高品质人群，投资
潜力巨大。周边配套两年内势必发展
完善，未来数十万人流聚集，作为咬
合三区的中央位置，租售定会供不应
求！LOFT产品拥有上下两层使用空
间，投资LOFT，楼上楼下双层出租，
两份租金双重回报.

LOFT产品拥有4 . 95米双层层高，
地暖、天然气入户，创建安全、环保
舒适环境。额外赠送12平实际使用面
积，确保室内宽敞度和明亮度。

活动

国内首部社区电影

《阳光里的幸福》院线公映

12月12日晚上7点，国内首部社区
电影《阳光里的幸福》在新世纪影院
公映，阳光100为业主提供专场免费观
影。还未开场，影城大厅已经聚集了
满满的阳光100业主，来的全是左邻右
里，相互打招呼、聊剧情、聊聊阳光
100新近推出的K2绝版景观楼王，都很
亲切。李先生表示，很感谢阳光100拍
摄这部电影，的确能感受到阳光100带
给业主邻里间的温暖。这次观影不仅
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影片，也给繁忙的
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阳光100社区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所
房子，一个住所，更多的是关注社区
文化，关注居住感受。正如解总在电
影首映礼上讲到的：“随着时代的发
展，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高楼大厦拔
地而起，许多社区蓬勃兴旺。我们记
忆印象中狭窄的胡同和里弄都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和城市模式。社区将成为我们现代社
会生活的主流。如何打造好社区，除
了盖好房子，我们更重视一个社区的
幸福生活。今天，我们通过这部电
影，来诠释和表达我们在社区里面理
解的一种幸福生活模式。”

融创中国2015齐鲁媒体品牌行

活动盛大举行

1 2月 1 2日至 1 3日，一场主题为
“至臻·致远 领行中国”的齐鲁媒体
融创品牌行活动火热展开。多家媒体
精英以及房产代理机构组成一支声势
浩大的“齐鲁媒体品鉴团”。品鉴团
首站奔赴北京，参观了融创·西山壹号
院、融创·紫禁壹号院等京城高端豪宅
项目，并和融创中国北京公司高层进
行座谈交流。

随着财富中心的亮相，其背后的
投资商之一——— 建邦控股也引起了人
们的极大关注。据了解，作为济南本
土最具开发实力企业之一，建邦控股
历经2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基础设施
建设、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文创
产业、新材料研发和生产以及物流服
务等六大板块为核心的“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格局。尤其在金融投资板
块，建邦控股也颇有创建——— 注重金
融产业与其它实业的互动发展，曾先
后投资齐鲁银行、山东润丰农村合作
银行、济阳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更将

进一步开拓基金管理、融资租赁等其
它金融领域，全方位发展。财富中心
定位为以金融产业为主导、推动金融
总部入驻的RBD国际商务引擎，凭借
建邦控股的金融产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财富中心将会发展成为济南金融
总部基地指日可待。

可以预见，在融创中国的精心运
营与打造之下，通过与建邦集团的强
强联合，财富中心，国际豪宅规制缔
造的层峰尊邸，都会配套和丰盛自然
资源交相辉映，必将带领济南人居形
态进入巅峰时代。

重汽·翡翠外滩

即将交房

2015年即将到来，对于广大购房
者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买
房，而是顺利拿到属于自己家的钥
匙。在广大业主的殷殷期盼中，重汽·
翡翠外滩中区经过精心准备，历经多
年的品质锤炼，实景现房完美呈现，
中区即将于2014年12月17-20日盛大交
房。届时，广大业主将迎来激动人心
的时刻，拿到属于自己家的钥匙，幸
福的生活也将从此扬帆起航。

前期，重汽地产携手各路知名媒
体开启验房季，不仅有专业团队，还
有媒体记者监督报道，让每一个细节
都展现在全市人民面前。同时，售楼
处也开放有“工法展示区”，多角度
原味展示项目在材料选择上的用心，
以及项目在建造、施工过程中各工序
的工艺做法及标准，将品质人居、精
工科技方面的超前运用，里里外外展
示给业主。让归家的主人们更加放
心，在严谨、高效、便捷的环境中完
成新房验收工作，目前各部门的工作
人员已准备就绪，将全力迎接中区业
主的回家。

此次中区即将盛情交房，对业主
们来讲，意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对于重汽·翡翠外滩而言，则是用实际
行动兑现提早交房的承诺，同时也是
从建筑工程到物业管理的一次全面检
验，更是进一步践行重汽地产的卓越
品质实力。

目前，重汽·翡翠外滩90-170㎡山
河大宅巨惠热销，晚报团购巨惠20000

元抵40000元，购房返现金。认购即送
大礼：免费韩国5日游。

市场

恒大嶺峰

0压力购房

记者咨询多家省城在售楼盘负责
人得知，在“金九银十”后，楼市购
买力会有所下降，“往年的话，我们
11月和12月期间不会搞大型的促销动
作了，但是今年会继续以促销为主，
低价走量，按照往年的逻辑，11月初
成交量会出现小幅下降，但是今年大
家都在搞促销，所以我相信，年底之
前的成交量还是会涨。”位于省城西
部一家楼盘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上周末，位于该楼盘附
近的另一家“地王”项目开盘，同
时，位于省城北部的另一家“巨无
霸”项目也于上周末开盘，再现万人
选房的场景，纷纷选择在11月入市，
可以看出这些楼盘利用今年最后一个
多月时间冲销量的决心，同样，大量
的成交也会在下半月体现在网签上，
本月下旬，济南楼市网签量或会回到
高潮状态。

有业内人士分析，济南下半年住
宅成交形势的转变与政府频出的宽松
政策，以及开发商“以价换量”的态
势密不可分。从市场调研也可以看
出，多数楼盘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
通过降价来吸引置业者，达到低价走
量的目的。

对此，恒大嶺峰的项目负责人
称：“目前市场在售项目都在打价格
战，作为西客站片区热销楼盘，我们
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年底拿出优惠回馈
客户。再加上企业有年底考核压力，
四季度将放量冲刺，且大家都有一个
共识，舍价求量。”

恒大嶺峰现推出“生活向上，压
力向下”的购房活动，0压力购房，首
付7万7起，住豪装4房，最高送25万豪
装，济南性价比最高豪宅。项目主打
140-180㎡王牌户型，两梯两户，全明
通透，让购房者真正拥有一套自己的
幸福居所，同时不用承担太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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