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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置业继去年春节安排
全体员工赴海南度假后,今年利
用暑期时间安排全体职工分批
次携家属进行了一次北戴河--
-坝上草原----承德避暑山庄
的祖国北部之旅。体现公司对
员工的关爱，增强公司的团队
凝聚力，使员工在忙碌的工作
之外放松心情，领略大自然的
美景，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旅途中大家卸去平日工作
的疲累，在美丽的秦皇岛海边
体验滑沙与海边畅游的乐趣；
在坝上草原遥望明朗澄净一碧
如洗的天空，沉醉于草原浓浓
的绿意中；在承德避暑山庄参
观古代帝王的行宫，感受清冽
的凉爽度假体验。

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
人才，恒基置业在吸引人才、使
用人才、重视人才、留住人才方
面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一、

不断提高员工的收入水平，并
根据个人能力、贡献大小，拉开
分配档次，在同行业中公司员
工收入名列前茅；二、不断完善
奖励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企
业员工实行额外奖励，提升员
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三、
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能者上、
平者让、庸者下，不搞任人唯
亲、论资排辈；四、不断完善福
利制度，带薪休假、福利分房，
处处为员工着想，只有解决员
工的后顾之忧才能使他们全身
心的投入工作。

山东泰安恒基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作为泰安房地产开发企
业的翘楚，在向社会回馈做公
益慈善活动的同时一直致力于
塑造具有人文特色的企业文化
建设，以此作为促进企业发展
的不竭动力，在企业做大做强
的同时，不断改善职工福利，努
力为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
境、生活环境，促进企业人文关

怀建设与企业做大做强的协调
发展。

正因为有了企业对员工细
致入微的关怀，恒基置业员工
同心协力，共同助力企业向前
发展。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展
现出优异的发展态势。恒基置
业已逐步成为具有先进经营理
念和规范管理机制的现代化企
业。公司先后开发建设了财源
街金桥服装城A座、恒基·福园、
恒基·富丽东方、水岸嘉园、福
泰雅居、上峪居住小区、恒基·
理想家，以及目前在售的恒基·

尚、恒基·都市森林、恒基·尚
品和东岳中学西邻的恒基沿街
商业楼等品质项目。

“恒诚志远，金基永筑”是
恒基人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

“无从完美，唯有超越”是恒基
人对于专业永恒的追求。未来，
恒基置业员工必将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追逐实现企业远大
理想。

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恒恒基基置置业业全全体体员员工工开开启启放放松松之之旅旅

8月30日，泰城东部环
山 路 沿 线 高 端 房 产 项
目——— 三合御都二期正式
交房，30余组业主领到新房
钥匙喜笑颜开。静观泰山之
雄伟，聆听窗外鸟语花香，
三合御都，欢迎齐鲁名仕回
家！

当天上午8点左右，就
有大批业主感到三合御都
营销中心等待交房，现场人
气十分火爆。

前来办理交房手续的
业主携带相关材料登记过
后，便有工作人员送上鲜
花，贴心的服务体现着三合
御都美好的居住生活理念，
也给业主带来了独一无二
的尊崇感。

手续办理、交费、物业
转移……一系列程序走下
来,拿到新房钥匙刘女士和
家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验房收房，绿升物业的高品
质服务更是让她表示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最近几天
中午都下过大雨，不过阳
台、窗台还有墙体没有一点
渗水的痕迹，建筑质量很可
靠，小区绿化特别多，环境
好空气也新鲜。”刘女士说。

从登记到验房全程工
作人员陪同，彰显了三合御
都真诚细致的服务，让业主
尽享家的温馨。不仅工作人
员态度好效率高，服务贴
心，活动现场还有马可波罗

瓷砖、欧派衣柜等众多装
修、建材、家居商家前来祝
贺，方便业主装修选择。

三合御都罕见1 . 2超低
密洋房，上有天下有地，庭
院亭台，尽可能地让私享生
活空间最大化。项目集众多
城市中心精华于一地，泰城
东西交通干道环山路、南北
交通干道温泉路在此交汇，
一步之遥即宝龙城市广场，
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
一体，银行、医院、商业尽享
便捷；不出院墙即享幼儿
园、小学名校配套，周边更
是有岱道庵小学、东岳中
学、博文中学、泰安二中及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农业等
教育资源。

三合御都斥资采用抗
震保暖功能更卓越的框架
剪力墙结构，楼体外立面采
用干挂大理石与真石漆材
质相结合，营造历经百年而
不变的经典建筑；门窗、玻
璃、围栏等建材均采用国
际、国内一线标准品牌，确
保安全实用、美观大方，提
升建筑品质感。

目前随着工程的不断
推进，如今项目二期项目已
满足交付标准，景观绿化已
完美呈现；同时温泉路西侧
三期项目主体建设全面动
工，四方位的商业楼预备开
工。欢迎广大置业者前来咨
询品鉴！ (杨思华)

三合御都喜迎业主
二期盛大交房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
者 杨思华) 由本报携手
盛华·天竹佳苑共同举办的
团购活动推出的68套特价
房源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
看房选房，目前报名正在进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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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参加团购的马女
士告诉记者，她和家人已经
趁周末时去天竹佳苑营销
中心看过房，尽管项目位置
偏东，但是门口就有7路和
39路公交车，仍然十分方
便。“一期房源已经全部封
顶了，正在进行外墙施工，

置业顾问介绍说预计今年
年底能交房，二期最早的一
批房源估计明年中旬才能
交房，我们打算给孩子买婚
房，所以更相中一期的房
源。”马女士表示，这样一来
交房后立即施工进行装修，
再晾半年时间，正好孩子赶
在孩子结婚前准备好新房。

天竹佳苑在户型设计
上也采用了独特的规划理
念，户型方正、南北通透、明
厨明卫，还有多阳台设计、
外飘窗设计和更多的赠送
客户实际使用面积，能大大
提升了居住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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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均价5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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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活
动已有30余组家庭报名参
与团购，意向成交4套房源，
现距报名截止还有10天时
间，有意者可尽快报名参
与。

报名时间：自即日起截
至9月20日

报名电话：6982118、
18653881193

9月10日，中瑞鼎峰国
悦府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新
闻发布即将会于国悦府现
场接待中心盛大召开，此次
大会将会正式公布中瑞鼎
峰国悦府国际乒乓球邀请
赛正式开启，瑞典名将瓦尔
德内尔将于10月17日莅临
泰城，同广大球迷见面并切
磋球技，同时参赛选手的全
城招募活动也将正式启动。

瑞典天皇巨星瓦尔德
内尔，世界首位集奥运会、
世乒赛、世界杯、欧锦赛为
一身的乒乓球大满贯球员，
首次空降泰城，对于泰城乒
乓球迷来说，将是一场轰动
全城的盛宴。整个大赛期
间，主办方中瑞鼎峰为了感
恩广大球迷，将会举行老瓦
球迷见面会，并且将现场赠
送一批签名球拍、球衣、照
片等，广大球迷还可以获得
与老瓦现场合影的机会。

中瑞鼎峰国悦府国际
乒乓球邀请赛整个活动将
由9月10日一直持续到10月
17日。比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报名阶段，9月
19日之前，所有乒乓球迷都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报名参
加此次大赛。所有参赛者可
持有效身份证件至环山路
国悦府现场接待中心报名；
同时你也可以关注国悦府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参赛者

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
即可；同时，也可以登陆大
众网泰安站进行报名。

第二阶段为选拔比赛
阶段，时间从9月20日持续
至10月11日，在此期间，广
大球迷不仅可以与众多球
友切磋球艺，获得丰厚奖
品，每个小组第一名更是可
以获得与老瓦同台竞技的
机会。

第三阶段为挑战赛阶
段，将于10月17日正式举
行，届时脱颖而出的选手可
以获得与老瓦同台竞技的
机会，同时，我们还精心安
排了老瓦的球迷见面会，广
大球迷均有机会获得与老
瓦合影或者签名照、签名球
拍等的机会。

据悉，本次大赛将分为
男女老年组、中青年组、青
少年组各三个竞赛组，共六
组，大赛由中瑞鼎峰地产泰
安国悦府项目主办。

中中瑞瑞鼎鼎峰峰国国悦悦府府
国国际际乒乒乓乓球球邀邀请请赛赛正正式式开开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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