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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普·凤凰城暖春钜惠，准现房重磅加推

8877--114444㎡㎡准准现现房房，，最最高高钜钜惠惠55万万元元

俗话讲：“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自
然要为未来的财富目标提前谋
划，抢占投资先机。然而，市场上
商业产品众多，商铺投资动辄几
十万上百万，投资哪一个，也要
谨慎、三思，莫让自己的血汗钱
白白打了水漂！2015携财富商机
而来，泰安恒大城全临街旺铺全
城火爆招商！绝佳交通区位、10
万稳定客群吸引众多商家蜂拥
而至，财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万官路绝版区位助势

未来财富升值无限

从地段的选择来看，大部分
投资新手会认为投资成熟商圈
更稳固，而专业投资客却更青睐

正在不断发展和未来将成熟的
商圈，他们认为这更具性价比和
长远投资价值。恒大城项目位于
泰山区、岱岳区、高新区三区交
汇之处，万官路599号。坐拥长城
路与时代发展线的两条黄金走
廊，紧邻京沪高铁泰安站，交通

十分便捷。2014年底，恒大城至
惠普家园路段已顺利拓宽升级
城市双向八车道。作为泰城市政
重要交通道路建设的万官路工
程，早已赚足全城眼球。而恒大
城更是未来三区当之无愧的城
市新中心，项目商街面积规划

1 . 6万方，随着区域的不断完善，
恒大城商业圈将逐渐成为辐射
周边的成熟商业地带，未来必将
汇聚三区巨大的人流量，片区商
业市场前景无限看涨。

1 . 6万方欧陆商业街

助推万官路繁华商圈

恒大城全临街旺铺兼具其
他商业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辐
射力、吸金力、升值力等特点，使
恒大城金铺成为商业里的战斗
机，擎动着片区商业的迅速崛
起。目前，恒大城旺铺招商如火
如荼进行中，醇熟商业街即将全
面展现，届时不仅服务恒大业
主，更将成为周边居民生活服务
首选。与此同时，随着恒大城数

千名首批业主的收房入住，更为
商铺带来了超高的人气，旺铺之
势与日俱增。

商铺规划合理，207-330㎡
黄金旺铺，超高层高，96%的超高
使用率，舒适不压抑，可满足您
对铺型面积的不同需求。一层集
购物、特色小吃、服装、洗衣、药
店等各种生活馆于一体；商街二
层涵盖休闲、娱乐、餐饮、教育等
多种业态，此刻招商，就能马上
尊享租金特惠！全方位的投资业
态，汇聚全城商业业态，全面抢
占消费者生活刚需。让您2015年
既能稳赚，又能狠赚！小二上酒、
逢源酒楼、英浦购物中心、赛维
洗衣生活馆等三十余家商家已
入驻本商业街。 好铺数量有
限，心动更要赶紧行动！

恒大城全临街旺铺全城火爆招商

万万官官路路全全临临街街旺旺铺铺，，轻轻松松圆圆你你创创富富梦梦

居然之家买家居建材送豪礼
“3·15”钜惠抽免单大奖

3月5日-22日，居然之家泰
安店将开启“保价护航 居然之
家3·15”惠民活动。活动期间购
物不但享受大幅优惠，获赠手
机、ipad等豪礼，3月15日下午还
将抽取免单大奖。

居然之家进驻泰城以来，
一直秉承“服务为根、诚信为
本”的经营理念，得到了消费者
一致认可，也在行业内掀起了
一股服务热潮。在“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居然
之家泰安店特推出大型惠民活
动。3月5日-22日活动期间，消
费者将享受购家具、建材交全
款成交价上再打8折的优惠。同
时，购物还有豪礼相送——— 苹
果6Plus/笔记本/ipad/一体机
等豪礼等您来拿(在居然之家
泰安店购实物交全款满3000元

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礼
品，满6000元即可获赠价值240
元精美礼品，以此类推，满额即
可获赠相应档位精美礼品)。

活动期间，在居然之家泰
安店购物符合条件即可参与3
月22日16:00举行的抽金条活
动，买的越多，中奖几率越大。
商场将对中奖顾客进行现场公
示。3月5日至3月15日期间，在
居然之家泰安店购实物交全款
即可参与3月15日下午16:00举
行的抽免单大奖活动，抽中即
可免除相应金额的购物款。

居然之家一贯视服务为生
命一直以人性化服务著称，其
推出的“先行赔付”、“同一品牌

同一价”等服务理念广受好
评，居然之家服务承诺为消费
者带来了优质的服务保障。

11-17日，每月七天
汽配城免费换机油

经过两次免费周活动的成
功举办后，泰山国际汽配城即
将进入第三个免费周，也就是
汽配城“免费周”第一季——— 百
车免费换机油活动的最后一
次。此前汽配城举办的两次免
费换机油活动，共送出价值4万
多元的机油近三百桶，而且在
汽配城合作商户处享受免工时
换油服务，获得了广大车友的
一致好评。

“免费周”是泰山国际汽配
城依托多业态商户平台，全力
打造的贯穿2015年全年的活动
营销品牌。做为泰城现阶段唯
一的专业汽车后市场，汽配城
特推出“七天之痒，每月七天，
百车免费换机油”的免费周活
动回馈泰城车友！每月11-17
日，我不在泰山国际汽配城，就
是在去汽配城的路上。

此次百车免费换机油活
动，持续时间为3月11日至17
日。活动期间，每日前20名来到

汽配城接待中心的车友均可凭
“车辆行驶证”在接待中心免费
领取4L的SJ级品牌机油一桶,
并在市场内合作商户享受免工
时换油服务(因养护车辆差异，
SJ级及以上品牌机油可凭差价
在接待中心升级更换)。更有汽
配城商家各种优惠等您来享。

本季免费周活动主要面向
家庭轿车和出租车(不面向面
包车)，另外参加活动的前提非
常简单，就是您的手机必须具
备微信和QQ空间信息的转发
和分享功能，必须关注泰山国
际汽配城微信公众号并分享到
朋友圈，同时把免费周活动分
享到QQ空间，并配合我们拍照
留念。另外，更有更多精彩礼品
不定期送给乐于分享免费周活
动的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第二季免费周活动内容会变更
成其他类型汽修汽配产品方
面，请大家随时关注汽配城动
态。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海
普·凤凰城为感谢泰城市民的
厚爱和支持，特推出暖春钜惠，
87-144㎡绝版准现房重磅加
推，最高优惠5万元，让你轻松
入住南城核心首席教育名盘，
到访售楼处还有精美好礼相
送。

海普·凤凰城作为高新区
开发最早的在售楼盘之一，以
其超优惠价格和超高性价比
形象，一直受到泰城置业者的
追捧。项目拥有高新区超低公
摊：13%-17%，其他项目公摊
基本都在23%左右。以120㎡
房子为例，海普·凤凰城实际

使用面积104 . 4㎡，其他项目
为92 . 4㎡，花同样的钱，多使
用12个㎡，一套房一下省下5
万多。同时项目容积率仅为
1 . 799，政府规定片区再无此
低容积率小区的规划，超低容
积率，保证了社区的超大绿化
率，生活更舒适静谧，加之项
目超大楼间距更保证了居住
的良好视野和完美采光。

目前，海普·凤凰城二期已
经全面封顶，屋面卷材防水也
已施工完成，地下车库主体全
部施工完毕，87-144㎡准现房
完美呈现，好房子眼见为实。

同时，海普·凤凰城还是高

新区唯一一家可以做公积金担
保的项目，只要你是泰安本地
公积金，不需要找担保公司、担
保人，我们提供担保，为客户免
去找担保人的麻烦，也免去找
担保公司的费用。

作为海普地产实力打造的
高品质住宅项目，海普·凤凰城
二期位居南城核心板块，项目
俯瞰40万㎡凤凰河公园，内拥8
万㎡新中式园林，南城生态宜
居楼盘的典范。项目被公立名
校凤凰小学、民办私立名校北
实小两所小学环伺，业主孩子
既可在凤凰小学享受国家九年
义务教育、又可在北实小私立
学校享受更好教育，给客户更
多选择，且泰安一中新校就在
家门口，孩子出门即可领略百
年学府魅力。

据悉，海普地产一直严把
工程质量关，海普·凤凰城项目
二期工地现场更被评为高新区
示范工地，目前海普·凤凰城二
期87-144㎡准现房，小投入、
大空间、全功能，充分满足不同
家庭对居家空间的需求，置业
更无忧，好房子“看得见、摸得
着”，幸福生活全面升级，海普
地产“为爱安家”让老百姓圆梦
泰城。

道路交通是一个城市发展
的基础，随着道路的贯通，最直
接也最明显的效应是使人们出
行更为便利，交通更为顺达，物
流、人流更畅通。另外它还将形
成综合的“经济效应”，比如：客
流的增加会加强城市的商业繁
荣，物流的改善将带动地价的
升值，推动物流业和商贸业发
展。道路建设的推进对于楼盘
的升值效果毋容置疑，新年开
年恒基·都市森林就迎来了政
策的重大利好。

泰山区2015年经济工作会
议顺利召开，会议中提到，年内
实施佛光路南延工程，与灵山
大街贯通，北上高大街东延连
通天烛峰路，缓解东部城区交
通拥堵问题，释放更大的发展
空间。而由泰安实力房企恒基
置业开发建设的恒基·都市森
林项目就位于佛光路与北上高
大街交汇处，政策的落实将使
恒基·都市森林社区成为该政

策的最大受益者，升值潜力将
随着道路建设的完善逐步显
现。

传奇人物李嘉诚认为，房
地产最重要的是“地段，地段，
还是地段”。若想自己房子未来
有一个较好的升值空间，一定
要购置好的地段。泰山作为泰
安乃至世界的稀缺性资源，栖
居泰山脚下成为每个置业者的
梦想，住在恒基·都市森林，站
在阳台，即可瞻仰泰山雄姿，同
时恒基·都市森林与城市主干
道东岳大街、环山路形成天然
避尘降噪空间，加上今年即将
施工的佛光路、北上高大街，交
通网四通八达，可谓是地理位
置绝佳。

身为城市精品生活的典
范，恒基·都市森林融合最优的
城市生活资源，凭借高尚的居
住氛围引领着泰安上层生活，
是泰安成功人士居住生活的首
选臻品。恒基·都市森林的户型

产品从90平方-160平方，实用
型，改善型，豪华型一应俱全。
建筑南北通透，开间开阔明亮。
百平以上户型均有南北阳台，
泰山景色一览无余；标配中央
空调、配备私家电梯厅、一卡通
卡入户管理、入户花园等人性
化设计处处彰显您的尊贵。

另外，华宇·恒基都市森林
旗舰店作为泰城唯一位于小区
内部的专业健身会所，集动感
操房、瑜伽、动感单车、器械健
身和24小时恒温泳池等健身项
目，目前已经进入实际运营阶
段，为热爱健康生活的精英人
士打造自然与健身完美结合的
专业健身会所。

新春伊始，万物复苏，新春
住新房。恒基·都市森林现房实
景绽放，历经尖峰磨砺，精工造
城，名副其实的阳光水岸森系
人居，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温暖
如春的家，让您的家从此与众
不同。

恒基·都市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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