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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景景城城盛盛大大开开盘盘 淡淡季季劲劲销销破破亿亿
央区自住用房需求进暖冬

11日，山东新澳置业有限
公司旗下泰景城项目盛大开
盘，在被人称之为淡季的冬
季，实现了成交130余套，销售
额破亿元的冬季开盘记录。据
地产专业人士分析，在经历了
将近一年的等待观望之后，不
管是刚性自住房需求还是改
善型自住房需求都已经开始
蠢蠢欲动，位于城市核心区域
的优质自住房源，即将迎来一
个成交量的上浮！

11日上午，泰安宝龙福朋
酒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泰
景城项目一期正式开盘。据介
绍，项目一期开盘成交额破亿
元，总成交130余套。项目开发
商山东新澳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林巍先生在开盘致辞中
表示，作为一家由一二线城市
走进三线城市的开发企业，新
澳置业致力于将泰景城项目

打造为泰安自住用房的标杆。
泰景城项目立项伊始便定位
为市民自住型产品，不管是小
户型还是大户型，不管是两室
房源还是三室房源，项目均以
业主使用是否便利舒心、户型
是否方正实用为设计建造标
准，全力打造泰安人住得满意
的好房子！

为了让每一位买下泰景城
房子的业主，都愿意并且长久
地住在泰景城，除了打造出低
容积率、高品质户型、一梯两户
的新型小豪宅产品，新澳置业
还将引入一线城市标准化物业
管理服务，让业主以较低的生
活成本，享受更好的物业服务。

项目还与泰安三源家电进
行战略合作，在开盘现场举行
100%中奖率的家电抽奖活动，
为所有业主准备了海尔对开门
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海信40

英寸超薄彩电三项大奖，每位
泰景城业主都获得其中一项大
奖，让所有业主满意而归。

选择了项目8号楼129平
米户型的一位业主表示，他自
己在泰城有两套房子了，但十

分看好泰景城的地段，泰明路
配套非常完善、热闹，东湖路
则有居住幽静的好处，项目交
通便利、未来升值潜力大，孩
子上学也方便，关键是价格合
理，户型好。 (赵兴超)

大业光寰宇，安得五洲同！在羊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安·绿视界
为答谢广大业主长久以来的支持与
厚爱，将于1月17日举行“迎新春
福送万家”全家福拍摄活动。本次活
动，大安集团特邀请泰安市摄影家
协会专家亲临售楼处，免费为各位
业主拍摄全家福。

活动仅限50位业主参与，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报完即止。凡在活
动期间报名成功的业主需持报名券
于1月17日上午8:30前在售楼处现场
进行现场抽号拍摄全家福，抽取的
号码前20名业主可免费获赠16寸全
家福，后30名业主可免费获赠8寸全
家福。

大安·绿视界作为我市生态地
产代表作，自问世以来深受置业者
喜爱，历年来在各项评选中囊获殊
荣，其极具异域风情的巴厘岛园林
景观风靡全城，吸引了无数购房者
前来置业、安家。

随着项目生活配套的不断完
善，以大安·绿视界为核心的东城繁
华生活圈雏形呈现。沿街商业涵盖
了通讯、医疗、购物、餐饮等多种形
态，极大的满足了小区业主及周边
居民的生活所需。为了给小区业主
提供更为精致的生活享受，大安集
团先后引小太阳幼教集团和泰师附
校落户小区，幼儿园、小学8年一站
式教育全线起航，小区业主子女入
学更可享受超值助学优惠。

生活配套的陆续完善，不仅展
现了大安集团造精品项目的理念和
决心，更是回馈业主的一种责任践
行。据悉，大安·绿视界二期在建楼
栋施工进展迅速，现已达到准现房
标准，交付在即。为回馈置业，特于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推出多重优惠，
诚邀莅临咨询。

优秀的楼盘，其核心价
值体现在户型设计上。在房
地产价值的影响因素中，户
型占着十分重要的比例。从
地产发展2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总结，同一地段、同一品
质的楼盘，往往会出现因户
型 设 计 的 优 秀 销 售 速 度 更
快的现象。因为户型空间的
设计直接影响居住的质量，
买房子不像买白菜，对于购
房的业主来说，买一处房子
将 会 与 其 相 伴 几 十 年 的 时
间，可以说，户型是影响居
住 质 量 和 居 住 方 式 最 直 接
的因素。好的户型，体现在
布局的合理性，居住的舒适
性与功能的经济实用性。位
于温泉路的安居·金域缇香
就是如此。

金域缇香作为泰城青年
置业样板住区，依托本地企
业的客观优势，对泰城本地
人的居住习惯更加了解，并
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国内高层

经 典 户 型 设 计 的 理 念 和 经
验，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设
计出84㎡实用二居、100㎡经
济三居、108㎡舒适三居和118
㎡阔绰三室二厅二卫户型，
户型布局方正，南北通透，大
开间短进深的阳光设计能够
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

户型的性价比如何要看
户型的实用性和舒适性，金
域缇香每一个户型都经过设
计师的精心划分，每一块面
积都有明确的功能，可谓合
理紧凑，几乎没有浪费的空
间，因为我们知道过度浪费
和不切实际的设计，对今后
将生活数十年的业主而言，
无疑增加了业主的购房成本
和日后的居住成本。金域缇
香在户型设计上强调最佳性
价比，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
思考问题，从住宅保值和居
住享受价值两方面考虑，不
浪费1平米的空间 ,强调功能
分配的合理性，在满足会客、

就餐、休息等基本需求外，尽
量减少走道面积和不确定功
能的面积，并充分利用落地
阳台、窗户以及各区域的过
度空间，大大提升了空间的
使用系数以及与室外美景的
融合，居住的舒适性大大提
高。

金域缇香设计上最大的
亮点在与它的户型设计是泰
城第一个高层南北通透的楼
盘。通过景观连廊的设计，打
破了传统的中间户南北不通
透的特点，把原有的两个电
梯分开，电梯之间不设墙体，
通过连廊相连，保证中间户
的南北通透，虽然还是一梯
四户，实用起来却是一梯两
户。通透的设计让户型品质
跃然升级，成为众相追捧的
对象。

金域缇香项目位于泰城
的老城区，紧邻温泉路，从区
直幼儿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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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商城分布四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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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交通使项
目升值潜力直线上升，周边
完善的5分钟配套生活圈，更
为业主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
快捷。

目前，项目每周推出2套
特惠房源，小户型、送装修的
模式受到众多置业者争相抢
购，高档名牌室内建材赠送，
不仅节省了置业后装修带来
的诸多不便，还能保质保量
的创造简约大方的效果，各
种 建 材 按 市 场 价 折 算 加 起
来，几乎等同于普通工薪族
大半年的收入，真正物超所
值！84-118㎡通透户型，准现
房送装修，特惠房新春来袭，
预购需从速！

10亿红包大派送

欢欢喜喜过新年

马上过年，公司的红包奖励
还没有收到？别着急，先来恒大城
抢新年购房红包吧！恒大10亿红
包让您轻松无忧做业主！泰安恒
大城更是准备五重丰厚红包大
礼，第一重超值红包，购房享88折
优惠；第二重特惠红包，送最高6

万购房基金；第三重震撼红包，首
付仅需2万起；第四重贴心红包，
享受超长无息付款；第五重感恩
红包，置业老带新，双双有好礼！
重重都是大惊喜，还等什么？再晚
就没了，赶紧来抢吧！

回顾2014年楼市，恒大地产
以率先完成年销售目标的骄人
业绩美完收官。虽然成为首个提
前完成全年目标的上市房企，但
是，却仍然让一部分人因为错过
自己中意的楼盘而留下了遗憾。
尽管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我

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努力把握
住一套好房子带来的稳稳的幸
福。为弥补心仪项目已久却未能
如愿的意向客户们，临近春节，
泰安恒大城再次顺势加推，轻松
圆您湖居梦。

三区交汇之处

绝版区位难以复制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在某
种程度上放大了我们对于简单
朴实生活本身的重视，离尘不离
城的生活如今成了大多数人的
选择。而恒大城，地处三区交汇
之处，有着安静的环境，更有着
难以复制的区位优势，大湖景观
更伴有市政利好，可谓集配套、
生态、区位等优势于一体。连续
热销三年的恒大城项目，近日新
品房源再度盛情加推，势必再次
掀起新一轮抢购热潮。

目前，万官路拓宽升级工程
竣工并已实现通车，双向八车道

的贯通将极大方便恒大城与主
城区的联系。万官路的升级将恒
大城纳入5分钟高铁经济圈，10

分钟车程即可直达市中心，让片
区业主尽情享受高端购物及高
铁出行的便捷。另外，在市政规
划中，万官路的竣工将会带来超
大规模的城市绿化带，大面积的
绿化带犹如“绿肺”，将会极大地
提升周边住宅区的居住舒适性。
未来三年内，随着泰城西南区域
交通网的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提
升该区域魅力。届时，恒大城也
将成为该片区最有升值潜力的
住宅小区。

成熟完善配套

奢享便捷生活

作为开发商，恒大集团从客
户导向出发，铸就满足客户需求
的高品质居所。1 . 6万平风情商业
街与豪宅完美匹配。恒大城风情
商业街集购物、娱乐于一体，尽

显商业繁华之魅力。大型商超、
风味酒楼、银行网点、百货商店、
医药超市一应俱全，不仅可以让
业主轻松地享受便捷、时尚的生
活，还可以让业主在品味潮流的
同时，满足各种购物的需求。携
家人漫步其中，便能享受到豪宅
带来的富足之美，收获购物带来
的便捷享受。5000平五星级休闲
娱乐会所，随时恭候每一位业主
的到来。会所功能齐全，配置完
善，各类健身器材应有尽有。24

小时恒温标准游泳池、氧操房、
瑜伽馆、动感单车馆、台球室等
健身设备，让您在社区内就能充
分享受健身带来的乐趣。

除了完善的交通、商业配套
等，恒大城还为业主配备了优质
的教育资源配套。目前，项目已
经确定引入徐家楼街道中心幼
儿园。据悉，泰安市徐家楼中心
幼儿园是一个建筑面积为2089平
方米的6班幼托的公办幼儿园，
该园现为泰安市级规范化幼儿

园，教学资料及家长满意度一直
名列前茅。据了解，幼儿园工程
已完成幼儿园主体及外立面施
工,进入室内装修阶段，预计2015

年9月1日开园招生。此外，九年
制万官路学校毗邻项目一公里
处，2014年秋季已迎来开学季，泰
安一中择址新校区……一站式
尊享的优质教育配套，让孩子赢
在起跑线上，领先一步成才！

精品房源新年加推

近日，恒大城8#楼座73-101㎡

绝版好房盛大加推！超值钜惠回
馈全城市民！54-170㎡学区准现
房，首付2万起轻松拎包入住！114-
139㎡典藏三居最大让利！购房还
送1500元/㎡奢华豪装！开阔两居、
舒适三居，全能户型，全面选择，
轻松满足不同家庭的多种需求。
到访还能抽取电器大奖！新年马
上住新房，学区好房零等待！

安居·金域缇香：

高高性性价价比比小小户户型型热热销销全全城城

恒恒大大城城1100亿亿红红包包大大派派送送，，助助您您轻轻松松置置业业
坐拥绝版区位，奢享便捷生活

大安·绿视界全家福

拍摄活动即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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