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992200元元//㎡㎡起起团团购购天天竹竹佳佳苑苑
实用两室、精品三室、舒适四室满足不同居住需求

万官路成就

5分钟高铁生活圈

主导时代潮流发展的中
坚人群，总是能够在不断改
变的环境中以及不断演进的
生活里，找寻并发现属于自
己的人生疆域。如果能够在
引导城市脉搏的繁华中心，
一边享受人生成就，一边领
略精彩世界，进而实现身与
心的双重宁静与平衡，这是
一种奢侈，更是一种理想。而
这样的理想，在恒大城却可
以轻松实现。

万官大街作为泰安市主
城区南部最重要的一条规划
东西向城市主干道，在全面
通车后，将大大缩短了恒大
城到京沪高铁泰安站的车
程，使得项目升值潜力巨大。
同时，万官大街的全面通车
也将为恒大城业主的出行带
来更多方便，使业主们瞬息
即能抵达城市各地。据悉，该
项目建设将完善泰城“十横、
十纵”的城市主干网络局，引
导和推动主城南部区域经济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作为泰
安最宽(90米)的城市道路，
双向八车道的万官路现已进
入筹备全面通车阶段。自此，
泰城将正式偏“心”泰西南。
居于此，无需再为自己的人
生疆域划界定义，也无需再
为事业的成就注解阐释，因
为恒大城本身，就是中心圈
层的标签。5分钟高铁生活
圈，出行快捷畅达全城，繁华
生活不离左右，城心生活咫
尺之遥，让您精彩生活不打
烊!

娱乐休闲不打烊

星级会所全面开放

近日，恒大城星级皇家
会所也全面开放，桌球馆、棋
牌室等娱乐场馆设施齐全，
只要您能到访项目就可以参
与体验。恒大城，让每一位业
主尽情享受超齐全的配套资
源，感受不一样的欢乐。

恒大城5000㎡星级皇家
会所，汇聚了桌球室、棋牌室
等各具特色的休闲场馆，全
方位满足您对休闲娱乐的一

切生活所需。会所内部装修
豪华，是暑假期间和朋友相
聚的绝佳场所。每日免费开
放，让客户共享休闲之乐，在
休闲娱乐中与老友畅谈；让
欢乐不打烊，身体健康一路
兴旺。

高品质高性价比

无理由退房保驾护航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
一个这样的场所，让引领城
市潮流的精英人士各得其
所，也让懂得欣赏精致生活
的圈层人士各悦其妙。对于
选择恒大城的人来说，选择
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
更是一份保持完美的态度和
一颗追求精致的心。

恒大城的极致用心，足
以让众人叹为观止。恒大城
的9A精装理念，绝不是简单
意义上的毛坯房加装修，更
多的是其中新颖的精装设计
理念和对生活细节的严格把
控，每一处设计，都是生活经
验丰富的设计师在结合国内
外先进设计理念的同时，结
合当地居民的居住需求和生
活习惯精心研发而成。让家
居生活更简单的同时，也为
业主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
的生活感受。

居者有其屋是中国传统
的居住观念，然而，时下的人
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住”的
需求，对房子的居住理念、品
质、舒适度、空间，乃至物业

服务等附加值也有了更高的
衡量标准。性价比是衡量一
个楼盘价值高低最实在的标
准。给老百姓看得见的实惠，
做老百姓放心的精装房，这
是恒大集团最基本的理念。

亲友做新邻

老带新政策全面升级

恒大城老带新政策全面升
级，推荐越多奖励越多，8月
31日前，老带新介绍新客户
成功认购住宅或商铺，老业
主即获免三年物业费或总
房款0 . 6%的现金奖励！另再
送价值最高5640元的恒大
粮油卡！新业主购房额外98
折优惠！选择恒大醉美生态
栖居，与亲朋好友喜做新
邻，幸福生活从入住恒大城
开始！

恒大粮油大礼品

8月全城感恩送

恒大城消夏倾情大礼
包，8月免费狂派送，为感恩
全城，恒大城将于8月8日—
31日向新老业主们送上精美
大礼，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
恒大城官方微信。

越世之见，奢装绽放！54
-170㎡精装水岸豪邸底价发
售，首付2 . 2万起，月供仅需
1067元起，附送1500元/㎡精
装，再享无理由退房！

拔势居住新高度

恒恒大大城城舒舒适适宜宜居居塑塑造造精精致致生生活活
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为新一天的奋斗补充能

量，我们所需的正能量都从这里获取。优美清新的小区
环境，精致合理的户型设计，安全放心的小区管理，都
将为你提供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恒大地产首入泰城的
一大巨作，恒大城全新定义精品人居生活，让每一位业
主都享受到比肩一线城市的精致优雅生活！

恒大城高品质精装样板间。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
(记者 杨思华) 近日，本
报携手盛华·天竹佳苑联
合推出68套臻品团购房
源，参与团购可享受独家
优惠，有意者可电话报名
并现场看房。

截至目前，已有10余
组家庭报名参加团购，已
经和家人前往项目营销中
心实地看房了解细节的高
女士看过房源后表示对小
区整体情况十分满意。“报
名当天就去看房了，根据

置业顾问的介绍和项目规
划来看，小区建成后人车
分流，对老人和孩子来说
都是一个安全保障，楼间
距挺大，而且楼栋都是错
开的，虽然是高层，但是采
光应该没问题，感觉小区
整体情况挺不错。”

不仅如此，高女士一
家人对三室两厅两卫的户
型也十分满意。“空间布局
都挺合适，两室朝阳，老人
住着舒服，也没有浪费的
空间。”

据置业顾问介绍，天
竹佳苑项目户型设计有从
90-140平米的多种户型，
两室两厅一卫、三室两厅
两卫、四室两厅两卫的不
同设计，满足购房者对不
同户型的需求。

小区人车分流，绿化
率达到39%，超大楼间距
充分保证光照。周边配套
十分完善，从幼儿园到小
学初中，九年一贯制教育
就在家门口，还有泰安技
师学院、山东服装学院等

高校毗邻，让孩子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5分钟生活
圈内还聚集了医院、商场
等配套，便利生活一站可
享。

本次团购活动共推出
68套臻品房源，报名截至9
月20日，报名后可直接到
项目营销中心看房选房。
本次团购最低4920元/㎡
起，是泰城东部唯一低于
5000元/㎡社区，市民可拨
打 电 话 6 9 8 2 1 1 8 、
18653881193报名参与。

2015年7月18日是绿
地集团成立23周年纪念
日，为感谢所有业主及关
心绿地成长的人们，绿地
集团推出一系列23元众筹
房款或首付活动。

16日下午，活动时间
未到，绿地公馆营销中心
已经聚集了500余名客户
和业主，共同期待活动开
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16点，23元众筹抽奖
活动在富有异域风情的夏
威夷草裙舞烘托下拉开帷
幕。为保证活动公平公正，
工作人员还请到了泰安市
公证处公证人员，在公证
处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将

奖券投入奖箱。
现场共设置了三等奖

十名，一等奖、二等奖各三
名，品牌微波炉、洗衣机、
电视机等众多大奖被依次
抽出，让获得超值大奖的
来宾乐得合不拢嘴。

欣赏完一支精彩绝伦
的泰国长甲舞后，众人期
待的首付大奖即将诞生，
最终，在现场观众的屏气
凝神中，由各位客户参与
众筹筹集的1 . 2万余元落
入现场一位幸运的业主手
中，至此，活动圆满结束。

绿地23年，绿地公馆23
元筹首付抽奖活动完美收
官！

泰安绿地公馆于2015
年7月4日推出23元筹房款
首付的活动，率先将“众
筹”这一新兴概念引入泰
安，客户用最少23元就能
博取至少万元房款首付，
同时客户只要购买一份筹

金，即可获赠等价值礼品
一份，这既是绿地公馆让
利于购房者的行为，也是
在房地产销售中运用互联
网思维的大胆尝试，相信
必将再次引领泰安房地产
市场。 (杨思华)

对于业主来说，购买房屋不单
单是希望能拥有一处舒适、漂亮的
居所，还希望能享受到完美的物业
服务，像是整洁优美的社区环境、勤
劳负责的保安保洁人员，更重要的
是希望物业人员具备一种踏踏实实
做事、兢兢业业服务的精神，而这
些，也正是人和物业一直所追求的。

在对服务细节和标准的严格追
求之外，人和物业还以人性化著称，
不定期的为业主举办开展安全知识
的宣讲，祝贺业主入住周年等各种
文化活动，物业公司在各种活动中
与业主之间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社区业主
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而迟迟不愿意
交纳物业费，而物业服务单位因为
没有足够的资金保证日常工作运转
而导致服务质量低下，久而久之形
成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和
物业作为恒基置业自持物业的优势
显露无疑，将好的物业服务作为房
产开发的亮点，不计成本的保证业
主的优质生活是恒基置业成立人和
物业的初衷，恒基置业不仅仅专注
与于为业主建造高品质的居所，更
为业主后续的尊贵生活提供了雄厚
保障。

因为有了物业的服务细节，生
活才会才更加生动。人和物业的服
务细节代表着恒基生活的真正品
质，它为居者考虑得更多，致力让居
者享受独特的居住体验，感受真正
的尊贵生活。

恒基置业

尊贵物业服务
诠释完美生活品质

绿地公馆

2233元元筹筹首首付付抽抽奖奖活活动动完完美美收收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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