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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量上涨

多以学区房为主

3月下旬以来楼市政策频出，
让楼市出现了久违的暖意，不仅
新楼盘到访量明显上升，二手房
租售市场也开始慢慢回温。

“最近门店客户到访量大增，
只要房源价格合适，很快就有好
几个意向客户看房。”东湖路一家
二手房门店负责人表示，在这种
情况下，哪家中介手里的房源多，
谁就有主动权。“再过一两个月就
到小学报名的时候了，好学校附
近都是老房子，想买二手学区房
的客户不在少数，最近成交的二
手房也多以学区房为主。”

该负责人表示，每年5月份到
8月底都是学区房租售量上涨的
时期，学区房价格也是市场中最
坚挺的，尽管多数二手学区房都
是房龄较长的老房，小区环境和
基础设施也无法和新小区相比，
但是仍有不少家长咨询看房。“泰
师附校、北实小算是泰城最好的
小学了，距离这两所学校的房子

价格单价在1 . 2万元到1 . 3万元每
平方米，稍远一点的单价也在1 . 1

万元每平方米。”

租金高出三四百

二手学区房仍走俏

鲁房置换房产经纪人尚先生
表示，由于临近各高校放暑假时
间，不少趁暑期打工或准备考研的
学生会考虑租房，临近开学时还会
有不少中学生的家长为了陪读选
择租房，因此暑期二手房市场有可
能迎来租赁小高峰。“现在已经有
不少打电话或进店咨询的客户了，
一放假租房子的就多起来。”

尚先生告诉记者，近期房屋
租赁最紧俏的是学区房，不少初、
高中生的家长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会在学校附近租房，尽管学区房
价格比普通住房租金高出三四百
元，仍然很抢手。“卫校对过的迎
胜学区房两室一厅1500元/月，学
区外面积相当的普通住房价格才
1100元/月左右，租金高400元，仍
有不少家长想看房。”

此外，尚先生表示，不少在暑

假期间打工和准备考研复习的学
生，以及刚毕业准备工作的年轻
人也会成为假期租房的一大群
体。“学生基本上会选择离学校近
的小公寓，刚毕业的年轻人则会
考虑在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小区租
房，但是这些年轻人租房多会合
租或者租赁费用较低、较为老旧
的小区。”

市场回暖看房忙

多家中介喊缺人

市场上久违的暖意，让房产
中介经纪人开启不间断看房模
式，不少房产中介也纷纷开启“人
才争夺战争”。

龙潭路一家二手房门店负责
人谢先生介绍，随着客户到访咨
询看房量增加，门店员工每天都
要连续看房，很少有闲暇时间。

“店里一共3名员工，忙的时候都
出去看房，门店就得暂时关门，只
能再招人。”

不仅中介门店外贴出招聘信
息，多家招聘网站上也更新了不
少房产经纪人的招聘信息。其中
一家招1名店长和3名房产经纪人
的中介门店表示，房产经纪人工
资主要是底薪和提成两部分。“业
务熟悉了基本上保证每个月3000

左右工资没问题，不过我们也会
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对底薪和提
成比例进行相应调整，以降低员
工流失率。” （杨思华）

暑假快到了，租房的又多起来

租租金金高高出出几几百百元元学学区区房房仍仍抢抢手手

6月6日这天，泰安万达广场
到底有啥大动作，小伙伴们怎么
都在关注它？原来，牵动泰城人
心的这件大事，是泰安万达广场
亮相暨金街招商仪式将于6月6
日惊艳启动啦！

来着有份，随手礼送送送
6月6日是周六，这一天去哪

儿才能看好、玩好、礼物随手拿
着走？可是，这种好事儿哪儿去
找？别急，6月6日这样的好事只
有泰安万达广场有！据了解，“盛
妆万达·引领繁华”泰安万达广
场亮相暨金街招商仪式即将盛
大启动，活动当天，个性遮阳帽
等等精美随手礼，见者有份，小
伙伴们走起来！

Ipad mini3、冰箱，抽抽抽
据了解，活动现场除了精美

的各式各样的随手礼之外，还推
出微信签到现场抽奖环节！关于
微信现场抽奖怎么玩这一问题，

泰安万达广场工作人员表示：
“关于微信签到现场抽奖环节，
我们是考虑到现在都比较喜欢

微信摇一摇，到时候我们会根据
签到扫码，现场进行摇一摇，随
机进行抽奖。”

舞 蹈 、外 模 品 牌 秀 、魔
术……统统有

活动当天，除了小礼包、神
秘大奖外，还有其他的吗？据万
达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当天，除
各项眼花缭乱礼品，还将有大型
舞 蹈 、外 模 品 牌 秀 、大 型 魔
术……等等节目可以看，这样，
在增加现场观众娱乐抽奖体验
的同时，更是奉送一场视觉上的
盛宴！”

6月6日这天在万达，真是赚
大了

拿礼包，抽大奖，看节目！6
月6日这天在万达，真的是赚大
了！先别激动，还有大亮点,泰安

万达广场40-200㎡中心铺皇数
量仅数席，全城限量惜售中；随
着8月21日泰安万达广场盛大开
业的即将到来，必将引起泰安前
所未有的商业繁荣大爆发；届时
汇聚全城数千万人潮客流的万
达广场所带来的亿万财富商机，
打造一个泰城财富汇聚的巅峰，
选择泰安万达广场中心铺皇，执
掌泰城财源！

同期待，共关注，让我们一
起为万达开业倒计时倒数，80
天，79天……

泰安万达广场“吸金一环”，
40-200㎡金街铺皇，泰安财富头
排，万铺之王，全城投资客热捧！
泰安万达广场40-60㎡精装公
寓，40-1400㎡顶级写字楼同期
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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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三迁，择邻而居。
孩子的教育在家长心中永
远是最重要的。而随着城市
越来越大，孩子们花费在上
学、放学途中的时间也越来
越多，尤其是对于面临着升
学压力的学生来说，每一分
钟都是弥足珍贵的。恒基沿
街商业楼，东岳中学旁精装
陪读公寓，方便孩子，更不
用委屈自己，让陪伴成为最
好的礼物，见证孩子的每一
步成长！

恒基沿街商业楼，位于
岱道庵路南段路西，与东岳
中学、东岳小学仅一路之隔，
博文中学、泰安二中也在其
步行十分钟范围内，作为陪
读公寓使用来说，书香氛围
浓厚，周边更有农贸市场、银
座购物中心等生活服务场
所，舒适便捷，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沿街商铺，买两层送一
层，性价比极高，无论是投资
还是自用，都是明智的选择。

购买恒基精装陪读公
寓，与东岳中学仅有30米的
距离，家长也不用起早贪黑，
方便孩子的同时，不用委屈
自己，孩子还能多睡半小时，
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上下
学，家长更放心。

众多家长选择陪读的目
的，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
居住空间的舒适自然是非常
重要的。项目30-70平米小
户型空间设计，虽然结构简
单，但是厨房、卫生间、会客、
休息的地方一应俱全，孩子
学习休息、家长洗衣做饭都
很方便。作为精装公寓，项目
的交房标准中包括地面砖及
踢脚线、石膏线、乳胶漆、壁
纸、整体橱柜、卫生间墙砖+
地砖+吊顶、厨房墙砖，置业
者只需准备好桌、椅、床，即
可拎包入住。

目前恒基沿街商业楼已
开工建设，预计于2016年8月
入住。

恒基精装陪读公寓
见证孩子成长每一步

童年，是梦想开始的地
方；童年，是快乐缤纷的天
堂；儿童节，是孩子们最期待
的节日。5月30日，泰山·新兴
园精彩举办六一儿童节嘉年
华，借机让平日忙碌的爸爸
妈妈们放下手头繁重的工
作，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六
一”记忆，也给自己一个回归
童年的理由。

30日上午8点多，虽然天
气有些热，但丝毫没有影响
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活动
还未开始，就聚集了众多可
爱的小朋友和家长。

活动开始后孩子们轮番
上台施展才艺，各种文艺表
演引来阵阵掌声和欢呼。整
个汇演现场，欢笑不断，精彩
纷呈，小朋友们你方唱罢我
登场的气势赢得了现场嘉宾
的一致认可。

除了精彩的节目表演，
泰山·新兴园还为泰城小朋
友们送上儿童节礼物——— 孔
雀与羊驼也被工作人员“请”
到现场为孩子们的节日助
阵，小朋友们可以还能与这
些“萌宠”们拍照留念。活动

现场还精心为孩子们准备了
马克杯DIY环节，小朋友们
可以在家长或工作人员指导
下烤制马克杯，成果归自己
所有，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
力。照片“拍立得”让家长随
时记录孩子的开心时刻，还
有精美冷餐让来宾大饱口
福，童年的快乐在泰山·新兴
园欢乐延续。

这是一场完全属于孩子
们的欢乐会，家长和孩子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
难忘而欢乐的盛会，也为美
好的节日画上圆满的句号。

泰山·新兴园共荣获全
国八项建筑行业奖，作为泰
安本地建筑企业开发的高品
质产品，泰山·新兴园是第一
家荣获“康居示范工程”和

“广厦奖”的成功人居住宅。
据了解，活动期间内(5月30
日-6月1日)，凡购买“样板”
房源的客户(以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并交齐首付款为
准)，均可享受“加1元，送1间
卧室”的优惠政策。

(杨思华)

泰山·新兴园
儿童节欢乐汇精彩上演

教育配套永远是家长在购房
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东岳鑫城一
直关注教育资源的建设，旨在引
进优质学校，打造高铁核心第一
学区府邸，其名校资源也一直是
市民期待的焦点。2015年5月31日
上午9点，东岳鑫城与北京红缨幼
儿园签约仪式于项目营销中心盛
大举行。

山东钢铁集团房地产有限公
司泰安分公司邢总，泰安市教育
局幼教办主任徐主任以及北京红
缨集团泰安华夏春晓幼儿园牛园
长分别上台致辞，随后在各位领
导和现场业主的集体见证下，两
位领导签约成功。

北京红缨幼儿园正式入驻东
岳鑫城，所有业主的孩子在家门
口就可以接受到高起点的教育，
真正地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东岳鑫城项目紧邻英雄山小
学和市级名校英雄山中学，名校
就在家门口，让业主子女尽享15

年一贯式精英教育，项目总规划
24万平米，是泰安市唯一一家拥
有150米超大楼间距的社区，93-
119㎡臻品户型全明通透，目前一
期7栋已全部交房，二期7栋预计
明年6月交房，社区逐渐醇熟。此
次东岳鑫城签约的北京红缨教
育，是中国最大的幼儿园连锁品
牌，在全国拥有连锁幼儿园1200
多家，“红缨教育”是国内为数不
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幼教机构，
是一所全方位提供幼儿园一体化

的优质教育机构。双方的强强联
合，必将提升项目价值，为孩子们
带来不可估量的福祉！

东岳鑫城6月钜惠来袭，首付
一成，学区现房即买即住，4重优
惠献礼泰城，一重礼，交5千抵4
万；二重礼，一次性和按揭客户享
99折优惠；三重礼，按时签约优惠
50元/㎡；四重礼，总经理特批优
惠50元/㎡，想买房的朋友抓紧行
动起来吧！

(杨思华)

东岳鑫城打造高铁核心第一学区府邸———

签约北京红缨幼儿园

自3月下旬以来，楼市利好政策的持续发酵，对市场的整
体影响也较为积极，不仅新房市场成交上浮，房产中介也开
始忙碌起来。记者走访泰城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随着各学
校临近暑期，房产中介将迎来暑期租房热，不少家长趁暑假
提前租好学区房。市场回暖也让不少中介忙招人，发动阶段
性“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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