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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泰安养生度假生
活迎来一个新纪元——— 泰山温
泉城御汤山别墅营销中心暨样
板间、实景展示区盛大开放，这
标志着泰城人可以选择另一种
健康、养生的宜居环境，自此泰
安进入度假时间。当天，泰安市
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在泰山温
泉城举行，泰安市相关领导、泰
安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成员
一行参观位于东岳大街的玉都
国际大厦及御汤山温泉别墅营
销中心，并给与高度评价。

据悉，该项目自入市以来，
就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而此
次御汤山别墅营销中心的开放，
更有利于市民对御汤山的了解，
也拉近了市民对温泉养生生活
的距离。

御汤山项目位于徂徕山西
麓泰山温泉城景区内，项目依托
不可复制的温泉、森林两大自然
资源，引领全新的度假养生文化
潮流，打造高性价比全享型度假
养生模式。御汤山别墅占地98
亩，容积率0 . 5，绿化率达到45%，
建筑密度25%，主要户型有133

㎡、167㎡联排和320㎡双拼，产
品赠送率高达60%。项目根据御
汤山独有的地貌风格以及气候
特征，采用瑞士建筑风格，舒缓
的红瓦坡屋面与米黄色墙面相
印成趣，立面设计凸显现代感，
造型简洁，色彩明快素雅，通过
块体的错落，虚实的对比，色彩
的穿插，透露出强烈的烂漫气
息。

绝版私汤温泉浴

引领温泉养生新潮流

御汤山别墅将稀缺温泉资
源私有化、家庭化，每个产品都
引入温泉，打造专属的私家温
泉SPA别墅，每户设计独立私
家温泉大浴池、私家庭院，营造
一种“家家庭院 户户温泉”的
居住意境。别墅引入温泉水源
为徂徕山天然地下温泉，出水
温度50℃左右，富含氟、溴、钠
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
素和矿物质，是难得的高温温
泉，对改善体质、增强抵抗力、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等拥有显著
疗效。

家门口的富氧森林浴，

开创健康生活新模式

御汤山别墅零距离独享徂
徕山国家森林公园，家门口就能
漫步富氧森林，森林的隔声效果
使人感到远离都市喧闹嘈杂特
有的宁静，绿色的环境和优美的
风景更给人以安谧舒适的感觉。
森林中的空气清洁、湿润，氧气
充裕，树木散发出的挥发性物
质，具有刺激大脑皮层、消除神

经紧张等诸多妙处，对人体健康
极为有益。丢掉“口罩”，丢掉繁
杂，在阳光充沛的森林里，与阳
光亲吻、与森林拥抱，感受林中
清新气爽，纯氧之境的心旷神
怡。

高性价比

全享型度假养生生活

不可复制的温泉、森林两大
天然资源有目共睹，御汤山别墅
在构筑过程中的考量可谓面面

俱到，度假养生配套设施也一应
俱全。御汤山项目位于徂徕山西
麓国家4A旅游景区——— 泰山温
泉城景区，景区内星级酒店、山
地温泉养生区、室内游泳馆、
SPA水疗馆等一系列康体休闲
娱乐设施已投入运营。

度假养生配套设施包含徂
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泰山温泉城
景区、泰山疗养院，滑雪场、温泉
会所、商业街等，专业打造集休
闲、养生、度假、商务、购物为一
体的全享型度假养生生活。泰山
温泉城还与山东省泰山疗养院
强强联合组建山东省泰山疗养
院温泉养生文化服务中心，为客
户提供应用水疗、中医保健、养
生、康复及运动、饮食处方合理
搭配等多种疗养方式。

栖居一处健康居所，选择一
种高性价比全享型温泉度假养
生生活，生活于此，温泉浴、森林
浴、悠生活、享健康……放松身
心、怡情养性，让理想与现实完
美结合，养生兼具养心，生活由
此升级。

(杨思华)

泰山温泉城御汤山别墅营销中心暨样板间、实景展示区盛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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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租金一般比节前高一两百元

多多付付半半月月房房租租一一年年省省22440000元元

泰山公馆
寒冬送温暖

2日，泰山公馆的董事长王
兴胜先生带满电视机、电脑、衣
服等一车日常用品来到新泰市
石莱镇的魏兆宝家，并为当地
10户贫困家庭、残疾人家庭送
去米、面粉、慰问金，为他们雪
中送炭，用行动为困难家庭送
去冬日的温暖。

王兴胜先生年轻时投身建
材业，靠努力拼搏成就了自己
的一番事业。1997年，勇于挑战
自我的他赴京创业发展，成立
东方盛世国际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靠着泰安人特有的吃苦、
执著精神，在北京打拼出了属
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2007年，注册成立
了泰安东方盛世置业有限公
司。王兴胜成功之后并没有忘
记那份社会责任感，多年来一
直参与慈善活动。

2015年1月29日，他在网上
看到新泰男孩魏兆宝爸爸去
世、妈妈改嫁，照顾他的爷爷也

“走了”，只与奶奶相依为命的
报道。看到这个消息后，王兴胜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便决定了
此行。

魏兆宝家是此次救助的家
庭中最困难的一个，好心人的
温暖帮助让魏兆宝的奶奶激动
地几度热泪盈眶：“多谢好心
人，才能让我们这个残破的家
庭继续生活下去。”

王兴胜离开魏兆宝家后随
即来到房城，为该村的10户残
疾家庭送去米、油等爱心物资，
希望能让这些生活拮据的家庭
更好地过冬，过个好年。

王兴胜说：“有时间做公益
对于弱势群体是帮助，对于自
己的精神则是一种提升，人活
着还有一份社会责任感在肩膀
上”。当提及是否还会继续发起
或参加这种慈善活动的时候，
他表示会的，还会长期继续下
去。

多付半月房租

一年省2400元

最近，在泰城一家企业当
会计的申女士由于原来租住的
房子到期，一直在看房子。“正
好现在的房子年底到期，我也
准备换到离公司近点的地方
住，最近一直看房子呢，准备赶
在春节前把房子租好。”

经过多方对比，申女士相
中志高国际一套100平左右，两
室两厅精装修的房子，并以
1300元/月的价格和房东签了
租房合同。

春节假期回来以后才入
住，申女士现在就把房子租下
来，算一下要多交半个多月的
房租。申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泰
安工作四年，已经换了六次住
所，对如何租房更省钱非常有
经验，这次租房自己其实沾了
光。

对此，东岳大街一家中介
公司的置业顾问李先生表示，

每年11月到次年2月是房屋租
赁市场的淡季，春节则是一个
租房节点，很多人会选择在春
节后换工作、换住处，到时租房
需求量逐渐大增，从三四月份
开始进入旺季，租金也会比春
节前每月上涨100元-200元。

“很多聪明的租客都会避开高
峰期租房。像申女士这样的情
况，精装房春节后很有可能涨
价200元，现在1300元/月，一年
租金15600元，年后按1500元/
月，一年租金18000元。看上去
要多付半个月房租，其实一年
下来省了2400元。”

图方便

多数人选择精装房

李先生表示，尽管是租房
住，大部分人都喜欢家具、设备

齐全的精装房。“精装房不需要
租客再自行购买家具、家电，多
数家庭租客和年轻人宁愿多花
点钱租个精装房住起来方便省
心。”

和女友在东岳大街西段一
处小区租了套两室小户型精装
房的孙先生认为，大部分简装
房连床这样最基本的家具都没
有，入住以后还得自己购置各
种家具，倒不如租个还是精装
房方便一些。“如果住简装房，
可能什么家具也没有，那自己
至少得买床、桌子、柜子，厨房
用具也需要买，这些林林总总
的家具买下来也要花不少钱，
以后换地方还得一起搬走，太
麻烦。”

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王女
士也特意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

精装房。“在这里租房就是想让
孩子离学校近点，也住得舒服
一些，家用电器自己家里都有，
也没有必要再买一套，租精装
房就是图个方便。”

租房想省钱

快来学一学

错峰租房。中介公司置业

顾问表示，一年之中租房一般
有三个高峰期，分别为春节后、
暑假前和秋季开学前。春节后
很多外来务工者和节后换工作
的人群，暑假前的租客则以假
期不回家，在此打工或学习的
学生居多，秋季开学前则是学
区房需求最大的时候，每年这
三个时段很容易出现租客多房
源少的情况，因此错过高峰期
租房尤为重要。

大户型合租。置业顾问表
示，一套两室一厅家具齐全的
房子月租1400元，两人合租平
摊下来，每人月付700元，很多
条件差不多的三室大户型价格
可能只需1800元，三人合租每
人月付600元，每个月能省100
元。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或刚工
作的年轻人，选择合租大户型
的房子。

避开商业圈。商业圈多聚
集在城市中心区域，房屋租金
普遍高于周边地区，可以选择
在业圈辐射区内交通便捷、周
边资源配套齐全的边缘区域租
房，性价比更高。

临近春节，不少置业者也
趁此机会挑选房源，开始了新
一轮的看房热潮。位于南部高
新区的安居·幸福里项目年末
多重好礼感恩回馈，每周特惠
房源加推，让置业者买房多一
份优惠，感受多一点幸福。

每周加推2套特惠房 年
末感恩活动敬请期待

幸福里项目自开盘以来凭
借自身产品优势，销售业绩一直
领先周边楼盘，项目一期园林景
观实景呈现，更让置业者坚定了

选购幸福里的决心。
幸福里的户型设计与同类

的产品相比，幸福里客厅、卧室
户型宽敞明亮，满足家庭生活的
基本需要，更优化了厨房与卫生
间的空间尺度，空间的人性化体
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提升生活
品味。在设计上充分考虑户型的
采光和通风，主卧室，儿童房，客
房亦或书房，功能随意分配，并
在功能齐全的前提下，有效完成
各部份的面积配比，使面积优势
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85-140㎡

经典户型，平实的价格，使普通
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更为开阔舒
适的空间。

完善配套 幸福无忧生活
幸福里坐落于南部新城区

的核心位置，紧邻龙潭路，邻近
长城路区域优越，四通八达的交
通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入口处
2路、26路公交出行，8-15分钟即
可直达中心商圈。周边配套逐步
趋于完善，儿童医院新院全面装
修，预计15年下半年即可投入使
用，一中西校已完成奠基，马路

对面家门口的高新区第一中学,
更是让孩子的学习先人一步，项
目越发凸显的区位优势，受到越
来越多置业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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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广大新老客
户的支持，幸福里每周加推2套
特惠房，同时年末感恩活动敬请
期待。舒适的户型设计，室内建
材品质保障，超高性价比房源，
准备买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安居·幸福里：

年年末末回回馈馈，，感感受受多多一一点点幸幸福福

每到临近春节都是二
手房租赁市场的传统淡季，
但是很多聪明的租客都把
租期提前，春节前租下房
子，看上去多租了半个月，
其实省了不少钱。

本报记者 杨思华

市民在查看房源。 本报记者 杨思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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