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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幸福
提前兑现了
为让业主早日搬进新居，

“近山板块，多层洋房”恒基·尚
品将于7月25日提前交房入住，
兑现幸福承诺。在很多楼盘因
为资金问题导致进度缓慢时，
当很多楼盘延期交房与业主因
赔偿问题争执不休时，恒基置
业多年的开发经验、充足的建
设资金、高素质的建设队伍、严
谨的施工进度把控和多部门协
同攻坚的成熟经验保证了恒
基·尚品能够提前交付使用！

恒基·尚品户型从89平米
的舒适两居到135平米的豪华

三居，实用型、改善型、豪华型
一应俱全，尤其是一梯两户的
设计，让住户保留私密生活空
间，毫无后顾之忧。

全部一楼赠送小院和采光
地下室，地上院落可种植花木，
亦可作为休闲娱乐的场地，采
光地下室告别一贯的封闭和黑
暗，太阳光自然照射，可作为居
室，亦可做影音室或者娱乐室，
满足不同居住层次的需求。

实力房企开发
品质楼盘钜献泰城
恒基·尚品由泰安本土房

产企业的持续领跑者，山东泰
安恒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打

造，恒基置业以始终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住宅产品和良好的售
后服务为己任。多年来，恒基置
业先后开发建设金桥服装城A

座、恒基·福园、恒基·富丽东方
等项目，呈现出势不可挡蓬勃
向上的发展势头。

2015年恒基置业旗下同时
在售的项目还有恒基·東尚和
恒基·都市森林。恒基·東尚全
部实景现房呈现，赠送十大品
牌家装建材 ,在户型设计、建筑
品质、小区环境等方面更为直
观透明。恒基·都市森林，除了
广为人们熟知的园林景观特色
以外，高科技技术应用也随处

可见，中央空调、私家电梯厅、
一卡通入户管理、紧急呼叫系
统等人性化设计处处彰显尊
贵，专业健身会所就在小区里，
更是泰安首创。另外，恒基置业
旗下的经典陪读小公寓及沿街
旺铺项目——— 恒基沿街商业
楼，位于东岳中学西邻城市核
心区，现在地下部分已经施工
完毕，正在进行地上部分的施
工。

如今，恒基·尚品即将迎来
交房，在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
生活中，选择现房，拒绝等待，
生活一步到位。选择恒基·尚
品，就是选择早一步拥抱幸福。

花园小区南区房屋出售
位于花园银座东临，单位

宿舍房一楼，水电气暖齐全，属
于南实小、六中学区房，售价70

万。电话：15305484448

文化路设备实验场宿舍房
出售

位于文化路西段，山景叠
院对面，单位房三楼，水电气暖
齐全，学区房，交通购物方便，
售价62万。电话：15305484448

大河水库别墅楼出售
位于大河水库北，环山路

路南，三层共350平方，前后院
落，两别墅楼中间私人花园，水
电气暖齐全，生活便利，交通方
便，有电动车库，停车位5个，依
山傍水环境宜人，售价350万。
电话：15305484448

恒基·东尚
9号楼2单元1701室(顶层)，

三 室 二 厅 一 卫 ，户 型 面 积
116 . 33平方米，配储藏室7 . 37平
*2000元/平=14740元，总价：
678053 . 00元，优惠价格面议。

简装修，南北通透，采光通
风俱佳，布局方正，水、电、天然
气、地暖采暖等配套设施齐全。
位于东岳大街以南，泰明路以
东，现御井苑小区东邻。电话：
18653881193

龙城国际
D 座 2 单元 4 0 3 室，面积

129 . 6平方米，总价559872 . 00

元 ，优 惠 价 格 面 议 。电 话 ：
18653881011

想买房？无数“前人”的经
验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纠结
跟着另一个纠结的过程。在泰
城，楼盘众多，购房者更需要千
挑万选，才能选定能够让全家
幸福不纠结的好房子！

选对大牌好品质
乐居不纠结
安居房产，秉承“品质创造

乐居生活”的开发理念，过15个
春秋，锦绣一方、颐和名居、安
居·上上城、安居·幸福里……
一个又一个的品质楼盘换来众
多业主的口碑保证。“靠品质积
累口碑，靠口碑成就品牌”,品
质—口碑—品牌，就是安居房

产扎扎实实的品牌之路。“安
居”成为好房子、好品质的代名
词，买房子，选安居，就是放心！

安居·幸福里作为安居房
产品质力作，将品质做到极致，
从细节入手打造精益求精的人
文社区，从建筑规划到景观园
林，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精心
设计，社区内步移景异，曲径通
幽，清爽舒适的环境让人有种
归家的感觉；社区的规划管理
更是先人一步，高新区首个物
业服务使用无线智能社区应用
平台的楼盘，以家庭、邻里、社
区三层关系为基础，通过现代、
人性化的安全管理、便捷服务，

为业主带来融洽、舒适的氛围，
整个社区如同一座声气相通、
和暖融融的乐居之所，远胜被
陌生和猜疑割裂的闹市生活，
守护社区每一位居者的幸福。

选对幸福好户型
优居不纠结
哪怕刚需买房，又怎么能

“只要够住就行”？幸福里85㎡-
140㎡准现房热销，布局方正，
空间灵动舒适，装修房、毛坯房
置业多选择，是刚需购房族理
想的选择。

为了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
家，幸福里将户型的品质追求
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不追求面

积大房间多的生活方式，重点
加强房间内部的功能分区和个
体功能。空间布局合理紧凑，细
致而绰约，灵动而多变，每个空
间完美结合，几乎没有浪费面
积，低首付、低总价的策略更适
合刚需置业和改善型置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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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项目团购大来袭，二
期85㎡-140㎡装修准现房全城
发售，交5000元抵2万-5万，到访
有礼，成交立送热水器；更有1

元1平米限量特惠房源加推，超
值价格先到先得！

恒恒基基··尚尚品品77月月2255日日盛盛大大交交房房
实力房企打造，提前兑现幸福承诺

买对好房子，幸福不“纠结”

幸幸福福里里疯疯狂狂77月月，，11元元11平平米米

房源信息

挤挤！！33880000多多人人争争6600个个城城管管事事业业编编
有些人对岗位不了解，看有编制就冲过来

据了解，泰山区城
市管理招聘在编人员60
人，同时招聘协管员200
人左右，目的是为了转
变管理职能，建设大城
管。“市里已经将环卫、
园林管理职能下放给
区，泰山区城市管理局
将建设大城管，职能包
括园林、环卫、市政设施
维护等。”泰山区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泰政泰政办函

(2014)44号《泰安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泰
城城市管理工作分工的
通知》泰安市明确了住
房城乡建设局负责东岳
大街等 6 6条道路和
河、泮河上游的管理工
作，41处公游园、广场的
管理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泰山区政府和岱岳
区政府负责辖区内市级
管理以外的市政设施(广

场、公园)、街道小巷、河
道、园林、广告牌匾、农
贸市场、停车场等的城
市管理工作。

未涉及到的社区、
居民小区、道路、河道、
园林等，按属地管理原
则，由所在区政府(管委
会)负责管理。

“根据市里部署，泰
山区、岱岳区都将建设城
市管理局，建成大城管。”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我考编制都考了三年
了，还专门报了培训班。”报
名者崔先生说。门口有不少
教培机构发放宣传页，推销
考试培训。

“这次城管招聘60人，感
觉很有诱惑力。”报名的王女
士说，自己是本科应届毕业，
已经参加公务员和省事业编
考试。看到招考信息，就想报
名试试，对城管工作并不了
解。

与在编岗位同时招聘的
城市管理局协管员由于没有
编制，待遇较低，报名情况远
没有前者火爆。

据了解，报名应聘人员
需凭收款收据、本人二代身
份证于7月20日到报名点领取
笔试准考证。笔试试题异地
命制，异地阅卷。笔试一份试
卷，内容分公共基础知识和
综合写作两部分，满分100分，
其中公共基础知识占75%、综
合写作占25%。

笔试7月21日进行，面试
结束后，按笔试成绩、面试成
绩各占50%的比例，采用百分
制计算应聘人员考试总成
绩。据考试总成绩，根据招聘
计划和招聘岗位由高分到低
分按1：1比例确定进入体检考
察范围人员。

泰城将建“大城管”增园林环卫等职能

看着有编制

就想来试试

15日，泰山区城市管理局招
聘报名最后一天，记者在泰山区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
看到，报名现场人员爆满，占满整
个大厅。“人太多了，排到我估计
还得两个多小时。”现场报名者王
女士说，早晨七点半就来到现场，
结果取到号码是100多号。

记者发现，还有人14日来排队
没有排上，今天再次来报名。“昨天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排队到500多
号，我一看人这么多，只好今天再
来。”刘先生说。还有不少从县市区
赶来报名。“我是新泰的，专门为了
报这个城管来了一趟，没想到人这
么多，看来得到下午才能回去了。”
参加报名的小曹说。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报名从
13日开始，三天以来天天火爆，首
日报名1000多人，第二天报名人
数达到2272人，第三天报名人数
预计达3800多人，不限专业的普
通岗位二，招聘男性18名，报名人
数最多，人气最火。

据了解，此次招聘60名城管，
共9个岗位，其中专业岗位7个，专
业要求有城市园林、工程造价、经
济管理、经济与金融、公共事业管
理、汉语言、法律等。还有两个普
通岗位不限专业，要求女性5名、
男性18名，60个岗位都是基层岗
位，将下派到办事处、乡镇各个中
队工作。

早晨七点半来报名

才排到一百多号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泰山区城市管理局扩编60人，三天报名吸引超过3800人报名。
15日，大约有千人现场赶搭报名末班车，多数报名者冲着编制而
来。据了解泰山区城管编制扩招，是因为城管职能转变，未来将增
加园林、环卫等职能，建设大城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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