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多家楼盘对决金牌地产评选，评审专家认为———

好好房房子子需需满满足足三三大大居居住住需需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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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人多爱三室朝阳
楼盘户型缺少创新
截至12月16日，“2014泰

安金牌地产评荐榜”参评楼
盘已经达到20多个，涉及近
20家房地产企业，自本报启
动“跟着专家去看房”活动以
来，来自各相关行业的专家
评审团也跟随本报看房团一
起出发，对鲁商国际社区、五
矿·万境水岸、新兴·悦蓝山
等参评项目进行了看房评
审，并在评审过程中提出不
少专业观点。

“虽然主打理念和定位
各不相同，但是放眼望去，现
在泰安各个项目的房子基本
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熟悉
市场的人仔细一看，就能发
现很多项目在户型、定位、园
林规划等方面都区别不大，
甚至营销思维和模式都基本
雷同。”一位评审专家表示。

对此，几位销售方面和
建筑设计院的专家都表示赞
同。“很多购房者在买房时觉
得户型通透、客卧朝阳、开放
式阳台和厨房、卫生间干湿
分离，再加上卧室设有飘窗，
这样的户型是最好的，也是
置业顾问重点向购房者推荐
的户型，实际上这种户型若
干年前就有，虽然经久不衰，
但也是是最为保守的。”来自
建筑设计院的专家说，保守
户型受捧主要是和北方天冷
有关，人们习惯性地喜欢有
阳光的房子。“这种户型的缺
点其实很明显，现在大部分
高层为一梯四户，想做到三
室朝阳并不简单，也会产生
空间浪费。”

真正的“好”房子
地段好服务好易变现
说起现在的房地产市

场，专家们纷纷表示，泰城目

前房源存量过大，并不缺少
能住的房子，缺的是真正的

“好”房子。
到底何为好房子，天成

投资有限公司的专家表示，
好房子主要体现在资源丰
富、品质优良和容易变现几
个方面。“资源是一处楼盘的
价值保证，一个建在偏僻地
段，周围荒无人烟的楼盘和
一个周围遍布商场、医院、学
校的楼盘你会选哪一个？答
案很显而易见。商业、学校、
医院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
的三大需求，项目周围这些
资源丰富，肯定会提升项目
的价值。品质优良是购房者
选择项目的基础，容易变现
则是项目存在的升值空间。”

对此，世联怡高房地产
咨询有限公司专家也表示赞
同。“买的顺心、住着舒心的
产品，才是好房子。”专家一
致认为，真正的好房子除了
具有品质、地段等资源，还要
有完善的服务和环境，同时
还要容易变现。

参评楼盘含金量高
专家评审难选择
面对让人眼花缭乱的房

地产市场，见多识广的购房者
变得越来越理性，开发商也愈

加重视品质、口碑和品牌，而
一年一度的金牌地产评选，就
是对楼市最好的检验。

“2014泰安金牌地产评
荐榜”参评楼盘中，有鲁商国
际社区、新华城国际广场、三
合御都、恒基·都市森林、安
居·幸福里、国际金融中心、
新兴·悦蓝山、宏成御苑、华
新·新城、永盛·世纪康城等，
基本上覆盖了泰城地区所有
热销项目，其中不乏资源丰
富、品质优良的“好”房子，让
专家们难以选择。“大部分参
与的楼盘‘含金量’都很高，
不管是从资源配置上，还是
从地段环境上，或者是管理
服务上，都很适合购房者选
择。”瑞泰房地产营销有限公
司的专家说。

为了帮助购房者买到适
合自己的好房子，为广大购
房者提供一份专业的“购房
指南”，“2014泰安金牌地产
评荐榜”评选活动将通过全
市购房者的评判标准，为泰
城楼市做一次公开、公正、公
平的盘点，由专家评审团结
合市民投票结果综合考察评
审，评出本年度泰城市民心
目中，最具投资价值的优秀
楼盘，为“金牌地产”加冕。

14日，泰山快乐驿站杯少儿钢琴大
赛在泰山快乐驿站营销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少儿钢琴比赛由山东银光集团独家
冠名，助力少儿素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
广大市民共同见证指尖上的梦想。

随着专业评委老师的落座，本次钢
琴大赛正式拉开序幕。小选手们经过简
短的自我介绍后便开始演奏，优美流畅
的旋律从指间流出，让人陶醉其中。在每
位小选手演奏完毕后，评委老师都会给
出一段言简意赅的评价，对演奏的强度、
力度、节奏、速度、旋律、情感无一不涉
及，让小朋友受益匪浅。

本次比赛评出一、二等奖，并由山东
银光置业与主办方的相关领导为获奖选
手颁发了荣誉证书，本届泰山快乐驿站
杯少儿钢琴大赛圆满落幕。跃动的音符、
优雅的旋律、雷动的掌声还吸引了泰安
骑行队伍的到来，快乐驿站工作人员细
心周到地为为骑行队准备了饮品补充体
力，而小朋友精彩的演奏更让他们深感
精神上的愉悦。

作为本次大赛的冠名单位，山东
银光集团斥资打造了一站式餐饮、休
闲、娱乐综合服务基地——— 泰山快乐
驿站，项目以“食客码头，城市客厅”的
主题定位，如同新加坡克拉克码头的
城市地位一样，城市特色商业地标的
价值，使得这里将成为泰城东部的商
业中心、食客们的汇聚地以及全泰城
的财富焦点，形成独具品味的特色旅
游餐饮商业示范区。在圣诞节到来之
际，泰山快乐驿站即将钜惠开抢，铺王

“住宅价”，欢迎广大置业者前来选购！

泰山快乐驿站杯

少儿钢琴大赛启幕

14日，万众瞩目的城东生
态科技豪宅——— 泰山云谷御
和苑火爆开盘，近千名意向客
户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盛况。当
天，云谷御和苑营销中心挤满
前来参与此次开盘盛况的来
宾，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火爆，
不到2小时劲销3亿元，在平淡
的泰城楼市下一路飘红，创下
楼市新传奇。

经过紧张的车位认购，

云谷御和苑的开盘盛典正式
开始，云谷相关领导为各位
新老业主切下象征甜蜜与幸
福的蛋糕，也意味着各位业
主在云谷御和苑幸福新生活
的开始。云谷御和苑不但为
来宾准备了可口的餐点，还
为各位来宾奉上精彩的节
目，花式调酒、泡泡秀、马头
琴……现场笑声掌声不断，
气氛热烈。50寸乐视电视、全

自动面包机、移动电源、不锈
钢热水壶iPhone6手机、ipad
平板等丰厚大奖的不断送出
也让业主乐开了花。

据了解，泰山云谷御和
苑为山东泰山云谷信息产业
园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整个
项目包括3栋18层云峰公馆和
7栋多层云墅洋房，共计470套
住宅。项目位居碧霞湖国际
居住区核心位置，占据泰安
东部最具文化底蕴的自然环
境及城市资源。项目萃取北
京西山壹号院建筑精髓，采
用大院低密度规划，制定新
豪宅标准——— 云墅洋房层高
3 . 3米、云峰公馆层高3 . 1米、
干挂大理石外立面、斥3000万
元巨资打造园林景观、不惜
成本进口可踩踏草坪、打造8
万平米的双湖双景豪华社区
园林体系、5万平米大商业配
套和4500平米的服务中心、园

林绿化率超60%，营造极致园
林，真正做到户户观景，精雕
细琢出一处具高端典范气度
的大宅。项目还配备国际标
准六泳道恒温游泳馆、超五
星国际健身中心、免费极速
WIFI全社区覆盖等，带给业
主尊贵的享受和健康的居住
环境。同时，项目与泰师附校
实现校企合作，社区业主子
女可享受就读泰师附校资
格，投资百万开通校车免费
往返接送，解除家长后顾之
忧。业主子女还可参加园区

“精英100培训计划”，成绩优
秀者可优先进入知名互联网
公司工作，为您的孩子创造
一个美好未来。

相信泰山云谷·御和苑
项目的入市，将为泰安崛起
一个集高端居住、旅游度假、
休闲玩乐为一体的新东部国
际中心。 (杨思华)

13日，“三合御都杯”金
秋摄影大赛颁奖典礼隆重举
行，来自泰安市摄影家协会、
泰安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等单
位的领导和摄影爱好者齐聚
三合御都，共同参与了颁奖
典礼。

本次“三合御都杯”摄影
大赛自开赛以来就受到摄影
爱好者和广大市民的广泛关
注，截止到12月5日，比赛共
收到121位作者的1140张作
品参赛。作品分为“三合秋
韵”、“御都金菊”、“手机摄
影”三个单元，由泰安市摄影
家协会、泰安市青年摄影家
协会、泰安市女摄影家协会、
泰山摄影学校、中国风景摄
影网、摄影之家的专家组成

的大赛评审团进行作品评
选。本次摄影大赛共有39幅
作品从千余幅投稿中脱颖而
出，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
奖6名，三等奖31名。

三合御都项目是由泰安
军豪置业巨资打造的大型中
式人文社区，位于泰城东部核
心区位，项目周边金融、医疗、
教育、交通等方面的配备设施
便捷齐全，总占地面积约为16
万方，总建面约30万方，容积
率1 . 22，绿化率约35 . 35%,车
位配比1:1。

开发公司泰安军豪置业
有限公司还聘请浙江绿城服
务团队全程服务于三合御都
业主。秉承“真诚、善意、精
致、完美”的核心价值观，通

过科学的管理和优质的服
务，为业主提供充满亲情化
和人文关怀的服务，努力营
造安全、文明、整洁、舒适的
社区氛围。

项目分为三期开发，均
为多层电梯房，一梯两户，分

为普通住宅和跃层住宅两
种。目前一期D组团1-9#楼
已于今年9月交付，现主推E
组团1-7#楼241-285㎡跃层
住宅和二期D组团10--21#
楼126-182㎡普通住宅。

(杨思华)

城东新中心崛起，逆市劲销3亿

泰泰山山云云谷谷御御和和苑苑寒寒冬冬暖暖心心开开盘盘

““三三合合御御都都杯杯””摄摄影影大大赛赛
颁颁奖奖典典礼礼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每一个泰城人都有一个
宜居梦，然而只有梦是不够
的，还需要专业的眼光和指
导。2014年，随着多个地产龙
头入泰与本土房地产企业共
同发展，竞争愈显激烈。购房
者多样化的选择和对品质的
重视，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
出更高的要求。本报“2014泰
安金牌地产评荐榜”评选活
动即将收官，以市民的视角
对2014年度泰城楼盘综合评
选，正是对泰城房企口碑的
最好检验与表彰。

本报记者 杨思华

海普·凤凰城

双节感恩特惠全城

圣诞、元旦来临之际，海普·凤凰城
为回馈新老业主，圆广大市民的岁末置
业梦，特推出“双节特惠，感恩惠全城”活
动，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3日活
动期间认购客户即赠送1225元购物卡一
张，更有部分惊喜超惠房源礼献泰城。

海普·凤凰城二期作为南城核心首
席教育名盘，位居南城高新区核心区域，
俯瞰40万㎡凤凰河公园，周边交通便捷，
处在泰城10分钟生活圈内。项目紧邻泰
安中心医院、五矿综合体，两分钟至京
福、京沪高速泰安入口，8分钟至泰山医
学 院 附属医 院 、三 级 甲 等 妇 幼 保 健
院——— 儿童医院新院，10分钟至泰安高
铁站，高新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近在咫尺，周边学府云集，泰安
一中新校就在家门口，预计2016年开始
招生，届时入住海普·凤凰城，出门即可
领略百年名校的魅力。

海普·凤凰城二期位于一期的北
侧，由4栋小高层和5栋高层组成，87-
140㎡准现房精工呈现，所见即所享，
更成为项目的一大亮点，也让购房者
买的更踏实，目前圣诞元旦双节特惠，
部分惊喜特惠房源就等你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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