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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御都是由泰城品牌
房企——— 军豪置业倾力打
造，属大型中式人文社区，占
地467亩，建成后可容纳近万
人同时居住，是泰城东部难
得一见的大手笔皇皇巨著。
项目位于环山路与温泉路交
汇处，卓立环山路南侧，唐訾
路以东，西邻温泉路，北有雄
伟壮丽的泰山为依靠，向南
远眺，则是哺育泰山儿女的
母亲河大汶河在绵绵流淌。
其地段优势无可比拟，乃泰
城东部核心区位上风上水的
顶尖高端楼盘。

从居住地理位置来讲，
三合御都项目地块整体形状
就像像一只腾飞的巨龙，
也像一块美玉如意，稳如泰

山，前有明堂开阔，后有靠山
稳当。其北面泰山山势呈现
出卧佛般的祥和姿态，凌然
俯瞰泰安全城，以“会当凌绝
顶”的磅礴气势重新定义了
中式豪宅新标准。

项目聘请的大师级景观
规划团队顺着泰山余脉走势
分别营造了以水景为主的

“仙泉灵溪”、以石刻和浮雕
为主的“丹崖新韵”和以松柏
等泰山植被为主的“乔松健
迎”三条景观带，辅以青龙
泉、跪乳泉、天乳石等原生态
景观，彰显本案生态与生活
和谐统一的整体规划要求，
于尊贵雍容间溶入大隐于朝
的世家气度。同时，诗意化的
栖居也让处于快节奏城市生

活的人们享受闲适的慢情
调，这种与“高压”完全割裂
化的生活氛围让喧嚣的都市
变得无比生动亲切，城市刻
板的时间表在这里也全归自
然指挥。

生态豪宅(山水豪宅)由
于受自然环境条件与投资开

发理念的影响，难以“复制”，
也不容易被超越，其产品生
命周期会较长。因此，除了不
言而喻的自住舒适性，就投
资而言，山水豪宅也有无可
比拟的优势性。

三合御都项目以107平
方米、125-132平方米三室为

主力户型，并有161平方米、
176平方米宽大四室，和241
平方米、285平方米复式住
宅。建筑形态全为6+1多层带
电梯设计。在当今泰城楼市
以高层为主的情况下，三合
御都为广大客户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多层住宅资源。娱乐
休闲、教育医疗、餐饮酒店一
应俱全，荟萃多元醇熟生活，
倾力打造品质人居，随心畅
享生活。项目目前9栋多层正
在修造景观带，一期预计8月
份交房，二期即将结构封顶，
107㎡现房赠送万元家电，
全款购房可享98折优惠。

得山水者得天下。三合
御都，以山水凝练而成的“私
藏”欢迎您的品鉴。

三合御都

鼎鼎级级山山水水豪豪宅宅封封面面 只只与与少少数数人人共共鸣鸣

本报联合盛华置业
开发的天竹佳苑项目联
合举办的大型团购活动
报名截至9月20日，有意
向在泰城东部买房的市
民可以报名参与，4920
元/㎡起买品质好房。

天竹佳苑位于天烛
峰路山东服装学院南，
300米路东，周边交通十
分便捷，7路、39路公交
车直达社区门口。

小区囊括了高品质
住宅、豪华商业街区、国
际标准建造的社区幼儿
园、五星级豪华会所、、
豪华写字楼，构建了泰
城东部首个集居住、购
物、教育、休闲、商务多
元功能于一体的国际城
市综合体，满足业主吃

喝玩乐购的全部需求。
已经报名并前往天

竹佳苑营销中心看过房
的师先生表示，他和家
人看过看过样板间后暂
定了一套两室两厅一卫
的小户型作为自己的意
向房源。“孩子都有自己
的家庭了，我们买了老
两口养老住正好，户型
方方正正南北通透，厨
房、卫生间采光都没问
题，年龄大了光照很重
要。”师先生说，不仅如
此，他和家人还考察了
项目周边的配套。“从门
口坐公交车去商场、医
院都挺方便，离山也不
远，环境空气都挺好。”

除了两室小户型，
还有三室两厅两卫实用

户型、四室两厅两卫舒
适户型，90-140㎡多种
户型设计，满足不同居
住需求。

项目均价5280元/
㎡，现参与齐鲁晚报·今
日泰山与盛华置业联合
举办的团购活动，通过
本报报名参与，立刻享
受9 . 5折的优惠政策，最
低4920元/㎡的冰点价
格低于周边楼盘均价
800-1000元/㎡，是泰城
东部唯一的低于5000元
/㎡的社区让您真正低
价买好房。

报名时间：自即日
起截至9月20日

报 名 电 话 ：
6982118、18653881193

（杨思华）

为回馈广大新老业
主，泰安城中城项目将
于8月30日为泰城置业
者送上超大惊喜，团购
惊喜日现房4000元/㎡
起，仅限8月30日一天，
一期清盘，数量有限，珍
稀房源等您来抢。

城中城项目由泰山
置业公司打造，泰山置业
全体员工将坚持不懈地
完成“立足泰安、发展房
地产业、改善居家条件，
创造舒适和谐的生存环
境、提升人们生活水平、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
的企业使命，为再造泰安
辉煌添砖加瓦。

城中城项目位于五
马街以南、泰明路以西、
灵山大街以北、双龙路
以东，规划总用地面积
2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57万平方米。

据置业顾问介绍，该
项目设计布局为多层、高
层和商业，将融入节能环
保设计理念，更加注重人
们的生活习惯。项目建设
完成后，将改善泰城东部
城市面貌及提高居住环
境。稀有多层、小高层、高
层住宅80 . 83-139 . 18平
方米全能户型，户型多
样，南北通透，配套齐全。
公摊小、容积率低、绿化

率高，周边完善配套，充
分满足生活需要。

8月30日推出的团购
惊喜日活动，进门有礼，
一期清盘，101㎡、114㎡、
119㎡、125㎡准现房4000
元/㎡起，数量有限，即买
即住。不仅如此，还将送
出10万元大奖、车位、配
套房，先到先得。

城东买房，首选城
中城。城中城一期盛大
开盘，领秀城东57万平
全能生活城，98-114平
米完美三居全明户型精
美绽放。二三期工程正
在积极筹备，即将呈现，
欢迎品鉴。 (杨思华)

城城中中城城现现房房44000000元元//㎡㎡起起
8月30日送惊喜仅此一天

8月22日下午，大
展·麓山郡营销中心
隆重举行案名发布会
暨产品升级说明会，
品质洋房的再度升
级，大展·麓山郡项目
首次亮相即吸引了数
百名意向客户的到
访，麓山郡新老客户
齐聚营销中心共襄盛
会，活动座无虚席，更
有精彩表演，现场热
闹非凡。

下午3点左右，
此次产品说明会以
水鼓舞表演开场，大
展集团总经理上台
致辞，为来宾详细介
绍了大展·麓山郡项
目的具体内容和未
来规划，用独特的视
角进行了专业的讲
解，来宾们更加对大
展·麓山郡的发展有
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书画家协会理
事、中国庐山毛体书
法艺术研究院院士李
全志老师，现场泼墨，
大展飞"龍 "，亮相泰
城，现场一片欢呼！

大展集团还精
心安排了精彩的文
艺表演、有奖问答、
现场抽奖活动，多重
大奖回馈到访业主
和客户，精美礼品让
大家尽兴而来、满意
而归。据了解，大展·

麓山郡为了回馈泰
城市民长期以来的
支持与厚爱，现意向
客户登记中，交5000
抵20000元，更有诸
多老带新优惠，有意
向的置业者不妨到
售楼处咨询。

泰山大街旁，纯
粹电梯洋房生活即
将启幕！总价 2 7 万
起，抢住68-128㎡半
山电梯小洋楼，荣耀
面世，错过再无！

(杨思华)

品质洋房再度升级———
大展麓山郡产品说明会完美落幕

22日上午，国山
墅165㎡/170㎡解筹
盛典如约举行，为广
大准业主上演了一
场视听与收获的盛
宴。此次解筹活动盛
况空前，活动当天成
功解筹转定38套，房
源总价逾1 . 1亿元，
再一次创造了地产
界的豪宅销售传奇！

上午7点，距离
解筹盛典正式开始
还有2个多小时，解
筹现场就迎来了期
待已久的准业主们，
不到一个小时活动
大厅就已经座无虚
席。

9时许，国山墅
165㎡/170㎡解筹盛
典正式开始，按照摇
号顺序，解筹客户依

次进入定房区抢购
自己心仪的房源。在
定房区，准业主们互
不相让，争抢着定下
自己心仪的房源，国
山墅过硬的产品品
质、稀缺的地段、便
利的配套资源都是
吸引他们购买国山
墅的重要原因。

国山墅还为等
候的业主们准备了
众多表演节目和有
奖互动环节，异国风
情的外籍乐队演唱、
震撼的变脸、魔术等
节目，让准业主们沉
浸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当中。同时，主持
人在节目间歇期间
不断与等候的准业
主们互动，送出超值
惊喜大礼。

今年4-5月份，
国山墅凭借绝版的
地段优势、齐全的生
活配套、超高绿化率
和的绝无仅有的园
林景观，6 0 天劲销
1 . 5亿！实现了135㎡
/150㎡的快速清盘，
创造了泰城楼市传
奇！而本次8月22日
的解筹盛典，国山墅
再次成为全城焦点，
又一次毫无悬念地
制造了泰安地产销
售的传奇！泰城央区
的核心板块，土地资
源的稀缺性、地理区
位的唯一性、产品的
不可复制性、生活配
套的高成熟度，愈来
愈让国山墅成为炙
手可热的投资、置业
首选！ (杨思华)

国山墅解筹过亿
逆市热销再创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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