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团购购天天竹竹佳佳苑苑正正在在火火热热报报名名
4920元/㎡起售，还有60余套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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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携手天竹佳苑共
同举办的团购活动报名仍
在进行，目前已有20余组购
房者报名参与，意向成交4
套房源。活动报名时间截至
9月20日，有购房意向的市
民可通过电话报名，报名后
即可直接到天竹佳苑营销
中心参观样板房，现场进行
看房选房。

27日，家在凤台附近的
宋女士打电话向本报工作人
员报名，表示准备给孩子买
婚房，打算报上名以后去天
竹佳苑营销中心看房。

宋女士表示，由于自己
家住凤台附近，孩子工作也
在东开发区，所以计划新房

买在城东。“住得近了方便，
孩子下班不想做饭了可以
随时过来吃，以后有了孙子
我们过去照顾也很近，公交
车不到10分钟就能过去。”
宋女士说，她和家人也看了
城东的几个楼盘，但是单价
普遍在7000元左右甚至更
高，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
有点难以负担。“看报纸上
介 绍 天 竹 佳 苑 团 购 价 才
4920元/㎡起，在价格上就
很有优势了，户型好像也好
几个，选择余地更多一些。”

本次团购提供的68套臻
品房源不仅户型全面，90-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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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购
房者对户型的不同要求。同
时，项目周边交通便利，公交
车就在家门口，附近还有学
校、医院、商场等配套，生活
十分便利。

由于房源有限，参与者
先报名先选房，目前已经意
向成交4套，通过本报报名后
可直接到天竺佳苑营销中心
现场选房，还可以参观项目
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参
观项目样板间，实地参观体
验未来的居住氛围。

报名时间：即日起截至9
月20日

报名电话：6982118、
18653881193 （杨思华）

为回馈泰城消费者，红
星美凯龙将于9月3日-6日举
办家居盛宴，补贴三重奏，礼
包大惠战、砸蛋狂响曲、油礼
大派送、惊喜从天降、抽奖双
响炮、BT集结号，购物满千
减百返百送百——— 补贴力度
超乎寻常，给泰城百姓带来
前所未有的真正实惠。

活动期间，顾客于红星
美凯龙泰安商场购物，凭“团
战卡”即可在最终成交价基
础上满1000元直降100元(直
降10%)，再返100元红星美
凯龙通用代金券一张，代金
券可在百团大战或十一活动
期间用于继续购物，单笔满
3000元方可使用，除此之外

再送100元异业代金券。
顾客购物累计满20000

元即可获赠价值1000元的
礼 品 一 份 ，限 量 8 0 件 ，满
40000元即可获赠价值2000
元的礼品一份，限量20件；
顾客于商场购物满5000元
即可砸金蛋一个，10000元
两个，以此类推 ,惊喜好礼
任性砸出来。

9月3日-6日活动期间，
顾客每天单笔购物满1000元
的前50名顾客，即可获赠食
用花生油一桶，单张订单限
领一桶(当日订单限领取当
日礼品)；单笔购物满2000元
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满
4000元领取两张，以此类推，

4999元免单及10个500元免
单大奖任你抽！同时，顾客可
凭本次销售合同于十一活动
期间到店免费领取购物抽奖
券，参与十一抽奖活动，具体
活动内容持续关注红星美凯
龙泰安商场官方信息。还有
30款BT价产品限时限量发
售，劲爆三折击穿价格底线，
数量有限，抢到即赚到。

2015年9月3日至6日，家
居大咖已雷响战鼓，百团会
师七站发力，丰厚的奖品、超
大的优惠、震撼的让利，红星
美凯龙这场现代版家居大咖

“百团大战”必是对中国战争
史上那场著名战役的完美回
应！

红星美凯龙

99月月33日日--66日日百百团团大大战战全全线线爆爆发发

在购房消费逐渐趋于
理性的今天，选套好房子，
一定要遵循3个硬道理：品
质、区位和户型！温泉路
旁，安居·金域缇香就是这
样的房子，好品牌、好区
位、好户型成为刚需置业
首选！

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商
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复杂
市场情况下出现的各种风
险，质量有保证，物业有保
证。金域缇香，由本土品牌
开发企业安居房产开发建
设，精工细作的安居出品
成为住宅品质的有力保
障！

金域缇香，居于泰城
老城区，坐享温泉路的畅
达，门口31路公交车为业
主提供了便利，片刻间直
抵城市腹地。再加上即将
规划开通的泰安至济南城
际轨道交通线，以及政府
对泰城东部核心住区的规
划力度加快，都加速了金

域缇香社区的成熟与物业
的升值，为金域缇香营造
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
项目专享5分钟配套生活
圈。5分钟，可直达商场、学
校、医院，便利生活触手可
及。

金域缇香项目在户型
设计上是泰城第一个高层
南北通透的楼盘。通过景
观连廊的设计，打破了传
统的中间户南北不通透的
特点，把原有的两个电梯
分开，电梯之间不设墙体，
通过连廊相连，保证中间
户的南北通透，虽然还是
一层四户，实用起来却是
一梯两户。

目前，金域缇香约84
㎡二居、100㎡三居准现房
送装修，置业享多重优惠，
来访有礼，购房有礼，每周
2套特惠房源加推，置业无
忧，省时省心，您还在等省
么呢，快来金域缇香购房
吧！

恒基·尚品，是恒基置
业秉承“近山板块，多层洋
房”的理念，凭借专业的住
宅开发经验与对消费者负
责的态度，精心打造的多
层花园式洋房，完美演绎
泰城日益稀缺的多层住宅
精品。

恒基·尚品自7月交房
以来已经陆续有业主开始
对新房进行装修，年底即
可入住新房。高标准的园
林环境，高品质的住宅质
量以及高水准的物业服务
成就了其目前热销的态
势。尤其是人和物业的管
家式物业服务更是在项目
交房之初便赢得了业主的
一致好评，为日后的业主
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沟通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恒基置业旗下的人和
物业，用严谨科学的服务
体系、灿烂温暖的笑脸问
候，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新
的生活感受，用独具特色
的管家服务，为业主塑造
亲切的居住感受，让业主

的归属感由心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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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一楼都赠送庭院和
采光地下室，顶层赠送阁
楼，地上院落可种植花木，
亦可作为休闲娱乐的场地，
让您在喧闹都市中拥有自
己的一片绿地再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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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
恒基·尚品多层洋房对生活
的独特演绎，从推出之初便
一直深受广大购房者的喜
爱。

精益求精进而追求完
美，持续创新以求自我超
越。恒基置业致力用实力
打造精品项目，并将继续
以优质高效的服务，礼献
泰城，领跑品质人居。

安居·金域缇香
3个关于好房子的“硬道理”

入住恒基·尚品
悠享人居生活人气爆棚，承包泰安人的朋友圈

万万达达开开业业掀掀起起旺旺铺铺热热销销狂狂潮潮
8月21日，泰安万达广场

盛大开业，开业两日迎来近
30万人次的巨大客流，万达
广场内外人潮汹涌，每间商
铺无不客流如云，众多商家
迎来了“开门红”！的确，对于
商铺经营而言，人气就是财
气，人潮就是钱潮。万达广场
如此火爆的人气，也让泰安
金街中心旺铺的价值迎来巨
大腾飞，处于全城首席财富
热土，其投资潜力巨大，升值
空间更是不可限量，在全城
掀起新的销售热潮！

万达广场的开业，让繁
华眼见为实，也再一次带动
了泰安金街中心旺铺在全城
的销售狂潮，为何“买铺就买
万达铺”，成为无数投资者的
一致共识？五大买铺定律，带
你一解其中的缘由：

定律一：地段，地段，还
是地段

评价商铺地段是否优
良，主要指“旺地”。所谓“旺
地”，即“人气旺”、“商气旺”
的成熟商业圈，有稳定的客
源和强劲的购买力支撑，其
投资回报也会相对稳定，租
金收益亦较高。

定律二：铺以街为贵
一般而言，选择临街的

商铺，投资风险都相对较小。
因为临街将带来交通便利，

人流充足，最易聚客，商业氛
围浓厚等众多优势。

定律三：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

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指商铺拥有实力强大的开
发商，并且开发商能够保证
其经营成功，或指商铺位于
大型商业旁。

定律四：得天时顺利
“市”

所谓“市”，一是好商铺
会尽量开在需求旺盛的市
场，二是指商铺所属业态应
该是前瞻市场发展、具有更
强生命力和盈利能力的业
态。

定律五：结盟强朋成江
山

所谓与强者结盟指商铺
本身拥有与高端品牌结盟的
资本，依靠品牌支撑其经营
所需。27年辉煌100余城，一

次又一次的市场验证，都证
明万达广场成为当地的地标
性建筑，一城财富中心。

泰安金街中心旺铺的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铺铺沿街，
零距离连通22万㎡国际购物
中心，依托万达影城、宝贝
王、大玩家等万达主力店、星
巴克、H&M等近百余家万达
集团战略联盟品牌海量客
流，消费力及商业前景无可
限量。万达广场开业前两天，
客流量近 3 0万，营业额破
2500万，新消费商圈和城市
中心已然形成。顺天时得利
市，此时投资万达广场中心
旺铺，搭上万达广场最后财
富末班车。目前，万达广场泰
安金街40-200㎡中心旺铺，
已掀起泰城新一轮的旺铺热
销狂潮，黄金旺铺分秒递减
中，慧眼识“金铺”，抓住机
会，方能占领泰安财富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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