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首“时间都去哪了”，拨
动了多少人的心弦。时光匆匆，
总是停不下急促的步伐。恒基·
東尚，实景现房，不玩虚的，只
说“现”的，即买即住即享受，别
让对虚无的追逐将时光统统消
磨，把时间留给孩子，把时间留
给家人，把时间留给生活！

所见即所得 告别“耳听为虚”

楼市曾流行这样一句话：
“看广告，以为买了间花房；看
效果，似乎住进了天堂；看样
板，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一样；搬
进去才知道买的是柴房。”与期
房相比，现房最直接的优势就
是：看得见、摸得着。购买现房
的人，只需到项目现场实地看
一看，就可以对楼盘形态、户型
设计、面积、周边环境等方面，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现房
的另一优势，还在于可以让购
房者少一些担忧。因为在当前
的调控政策下，无论是开发商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还是工程
审批出现了纰漏，都有可能使
购房者的购房梦美中不足。

恒基·東尚自去年6月底交
付使用之后，目前全部为实景
现房，在户型设计、建筑品质、
小区环境等方面更为直观透
明，让购房者更加放心。同时，
避免了因延期交房而产生的一
系列问题，让购房者无后顾之
忧。

看现在 不虚谈未来

买期房实际规划和沙盘图

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购买
住宅时不要只虚谈“未来”，关
键是要看“现在”。

恒基·東尚位于小井转盘南
200米，泰明路以东，为东部城区
核心区域；与泰城东西交通要
道——— 东岳大街保持200米绝佳
降噪距离；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井分校学区房，恒基·東尚业
主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
教学资源，免去为孩子上学而东
奔西跑的麻烦；岱宗银座、花园
银座商业圈，满足生活一切所
需。

恒基·東尚还为业主配备
了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的
装修。步阳防盗门保证居家安
心，嘉俊陶瓷地板使客厅、餐
厅、厨房和卫生间呈现出简洁
大方的优雅，圣象木地板为卧
室注入温馨私密的浪漫，金迪
套装门瞬间提升居室的品质
与品位，箭牌卫浴的坐便器统
一为您安装，让您不必在选择
上有所困扰，海尔热水器或英
华阳光太阳能保证你24小时洗
浴要求。另外还有多乐士乳胶
漆、LG塑钢窗、普洛瓦开关和
友邦集成吊顶等品牌装修建
材，所有的装饰材料都是品牌
产品，免去您自行装修的盲目
与繁杂，但是却也为您留有个
人发挥的余地。

目前，随着恒基·東尚实景
现房绽放，小区房源日益稀缺，
有意向的客户不妨抓住时机，
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一套好环
境、好服务的精品住宅！

少少抽抽两两包包烟烟，，日日供供一一套套房房
市中心不少商住公寓热销，平均每天还贷30多块

首付13万，日供30块

省下烟钱就能买套房

“ 商 住 公 寓首付 至 少 要
50%，您看我们这个SOHO公寓，
总价才26万左右，首付13万，贷
款13万，分20年还完，按照最新
的5 . 90%的基准利率，每月大概
还款924元，平均每天30块钱，其
实算算也就两盒烟钱。”27日，泰
山大街中段一家楼盘的置业顾
问笑着说，每天少抽两盒烟或许
不够你供一套大三居，不过供一
套商住公寓是足够了。

她说的商住公寓，是介于商
业和住宅之间的一种业态，在大
城市已经非常流行，北京三里屯
SOHO、万达SOHO等都是比较
有名的代表项目。在前两年，这
种房产不受“限购、限贷”的制
约，在紧锣密鼓的房地产调控
中，为开发商在惨淡楼市中突出
重围立下战功。

在泰安，小户型公寓也逐步
出现。先是长城路上的名仕尚座、
福盈天际等楼盘尝试推出少量40
-70平米小户型，市场反应就非常
强烈，许多人托关系走门路还抢
不到一套。这两年随着万达广场
落地泰城，SOHO公寓这种概念
也开始在泰城楼市普及开来。

如今的商住公寓在经过了
品质、户型、装修、景观等方面的

改良升级后，无论是从购置成
本、投资价值还是居住品质，都
具备了与住宅产品相媲美的实
力，成为最受购房者青睐的投
资、居住的新选择。

低总价还送装修

泰城商住公寓正热销

“对于我们这类在外打拼的
年轻人来说，想一步到位买个六
七十万一套的三居室很难，可花
20多万在市中心安个家还是比较
容易的，我们先过渡一下，等过几
年有了钱买了三居室，这个公寓
还可以租出去，以租养贷。”90后
的小赵如是说。

目前泰城的小公寓产品也
陆续推出，宝盛广场、金盛文化
广场、泰安万达广场、国际金融
中心都推出了40-60平方米不等
的公寓，也因为投资门槛较低，
比商铺更具有吸引力。其中，宝
盛广场SOHO公寓以60-70平方
米为主，价格从4500元/平方米
起；金盛文化广场微公馆4410元
/平方米起价，面积在四五十平
方左右，精装修；泰安万达广场
钻石公寓4 0 - 6 0平方米，价格
7000—9000元/平方米不等，精
装修；国际金融中心40-70平方
米，9000元/平方米起售，精装修
送10套家电。不过国际金融中心
的小公寓产品并非传统意义上

的商业性公寓。据该项目置业顾
问介绍，项目采用了小公寓的设
计理念和风格，实际上是拥有70
年产权的纯住宅产品，购房者投
资居住两相宜。

另外，恒基置业在东岳中学
附近有一个商业公寓项目开始
建设，只有五十余套，位置绝佳，
总价也才20多万。

公寓和住宅是两个概念

商用属性有优有劣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公寓和
住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不
同的土地使用性质，前者多属于
商业用地，发展商看到住宅的市
场旺盛，就将政府批出、原计划
建写字楼或商场的用地改建住
宅，此类“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
只有40-50年，使用的水费、电费
一律按商业收费，比民用水电足
足贵了两倍。由于公寓常常会承
诺很多的服务，所以其管理费也
会比普通住宅高出一截。

而且公寓只能按商用性质
贷款，在普通住宅可以贷至七成
或八成时，它也只能贷五成，并
且日后要将其作抵押时，它也只
能在评估价的基础上作五成贷
款。以上所说的可以讲是公寓的
缺点，也可以讲是公寓的特点，
公寓在具有众多缺点的同时，它
也具有普通住宅所不能企及的
优点，公寓正因为它的商用属
性，所以它可以名正言顺地领牌
经营，它可以拥有类写字楼的作
用，但又比写字楼灵活，公寓可
二十四小时自由掌握办公时间，
要加班时无需向大厦申请批准，
管理费亦比写字楼低得多。

针无两头利，弄清楚公寓和
住宅的优缺点后，你适合买公寓
还是住宅，就见仁见智了。

本报记者 梁敏 杨思华

恒基·東尚
不玩“虚”的 只说“现”的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条段子：“20年来，如果你不抽
烟，你将拥有一台卡宴！”说是算了一笔账，每天抽3包玉
溪烟，20年能抽掉四十多万，若算上存款利率，能买个车
或者房了……虽然有些夸张，不过如果仔细算一下，市面
上许多SOHO公寓总价也不过20来万，每天少抽两包烟，
省下来的钱，似乎真的可以在泰安供一套呢。

无理由退房置业

零风险轻松安家

恒大全国楼盘“无理由退
房”政策的实施，给泰安购房者
带来不小的震动。这意味着凡是
购买恒大城楼盘的客户，只要是
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无
理由退房协议》之日起至办理入
住手续前的任何时间内，若没有
违约行为，都可以无理由退房。
此次恒大的“无理由退房”，在全
国地产商中尚属首例。据恒大董
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钧称:恒大
之所以敢无理由退房，也是因为
恒大成本控制的能力强，标准化
运营、材料统一配送等降低了成
本，恒大的利润来自于供应商，
建筑商的让利，这也让老百姓感
受到高性价比的愿望得以实现。

民生地产深入人心

品牌房企品质保证

品牌是企业长期努力经营
的结果，也企业社会认可度的综
合体现！恒大地产作为中国领先
的房地产企业、中国标准化运营
的精品地产领导者，其在中国十
大房地产企业里价格最低、品质
较好，性价比高，被中国老百姓
誉为“民生地产”。作为连续七年
荣登中国前十强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在领跑中国地产界的同
时，深耕筑城18载，精装誉满全
国。为全国150余城市礼献了300
余席精品项目。

近期，《2015中国房地产500强
测评榜》隆重出炉，恒大地产以超
群的综合实力，雄踞2015年房地
产综合实力500强第二名，这也是

恒大地产连续5年进入榜单前三
甲，连续两年获得第二名！

前瞻性规划获热捧

升值潜力无限看涨

恒大审视城市的发展方向，
在即将崛起的城市繁华之地，为
无数居者呈现高品质、高标准、高
性价比的产品。精装豪宅、世界级
皇家园林、繁华配套、通达交通和
区域未来城市中心的恢弘前景，
让居者在品味高品质豪宅的同
时，也坐享巨大的升值潜力。

19日，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
在调研万官大街和高铁新区建
设工作并给予高度评价。万官大
街作为市委、市政府为民要办的
十件实事之一，建成后不仅是泰
城发展的主干道，更将极大地缓

解泮河大街及其他东西向道路
的交通压力，引导和推动主城南
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而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
高新区三区交汇核心地段的恒
大城无疑占尽了天时地利。

高性价比之王

泰城人居标杆

泰安恒大城，是恒大地产
进军泰安的首席精装华宅标杆
力作！54万㎡欧陆皇家园林城
邦，致力开创品质人居新高度。
项目以2万平欧陆皇家园林、1
万平奢阔中央御湖、1 . 6万平欧
陆风情商街、5000平高端白金
会所、满屋名牌9A精装、国家
一级金碧物业服务的经典品质
定义了泰城人居新标准，缔造

泰西南片区华宅新典范。项目
拥享城市规划南部重点发展地
区及京沪高铁双重利好。5分钟

可达高铁西客站，10分钟车程
即可直达市中心，畅达交通满
足全面生活所需。泰安市中心
医院分院位于项目南侧，醇熟
医疗配套近在咫尺。市政重点
打造一站式名校就在家门口，
书香氤氲人文社区。

梦幻迪士尼空降

低首付轻松购房

5月30—31日，梦幻迪士尼
空降恒大城！可爱的米奇、唐老
鸭、经典梦幻的舞台剧、寓教于
乐的游戏互动带你走进童话世
界。届时，更有迪士尼主题、爱丽
丝主题梦幻美食欢乐共享！

恒大城五月大“惠”战进入
最后一周！4992元/㎡起限时秒
杀！54-170㎡精装学区准现房，
抄底首付 3 . 4万起！购房即送
1500元/㎡奢华精装！抄底钜惠
倒计时！精品房源一口价！更享
最高优惠26万元/套！购房不能
等，抢到即赚到。

五五月月大大““惠惠””战战迎迎最最后后高高峰峰 抄抄底底好好房房良良机机莫莫失失
——— 梦幻迪士尼空降恒大城 周末邀你盛大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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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已近尾声，对于即将买房的人来说，5
月，是个买房黄金季。随着年内330新政、央行
降准、央行降息政策连番出击，大波利好政策
接踵而至，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抄底红五月刻
不容缓。泰安恒大城年中冲刺蓄势待发，全城
抄底价、无理由退房等一大波购房钜惠盛情
席卷泰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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