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20元/㎡冰点起价销售过半

天天竹竹佳佳苑苑团团购购活活动动截截至至99月月2200日日

B10 黄金楼市 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杨思华 组版：张祯 今 日 泰 山>>>>

9月13日下午14:30，“万
达专属定制，0元竞拍疯狂
享”泰安万达广场0元竞拍
疯狂享欢乐拍卖会在万达
粉们的期待下隆重启幕，位
于泰安金街中心广场的活
动现场战况火热，座无虚
席。

此次参与泰安万达广
场“万达专属定制，0元竞拍
疯狂享”欢乐拍卖会的商家
除了万达影城、万达大玩家
超乐场等主力店外，还有星
巴克、冰雪皇后等一系列美
食商家、鼎龙健身等健身娱
乐商家以及国美电器等近
百件宝贝琳琅满目；据不完
全统计，此次0元竞拍拍卖
会拍出万达影城电影券、万
达大玩家超乐场会员卡等
主力店在内的竞拍物品近
千件，近千人将心仪的宝贝
收入囊中，现场竞拍声更是
此起彼伏，战况相当激烈。

“听朋友说周末在泰安
万达广场会有一场0元竞
拍，我竞拍到了自己喜欢的
万达影城电影券，活动非常
好，也非常羡慕我朋友，在
泰安繁华的城市中心上班，
吃喝玩乐都那么方便。”李

女士在竞的心仪的宝贝的
同时，也表达了对泰安万达
广场此次活动的赞许和认
可，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
悦。

在本次活动现场，有李
女士这样想法的并不在少
数，“我在东边一个写字楼
上班，别的不说，就来回上
班堵车都是个大事，停车半
小时停不下，真是越来越受
够了，打算过了年就换份离
着城市中心近，繁华一些、
停车位多的工作，这样工作
起来心里也舒坦。”张先生
说起自己上班的地方，一肚
子倒不完的苦水。

对此，活动现场泰安万
达广场负责人表示，“早些
年建设的写字楼不可否认
的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万
达集团27年来，对城市综合
体进行了无数次的产品改
进，使其更方便人们日常生
活、办公，泰安万达广场创
智中心，居22万㎡购物中心
之上，吃喝玩乐购繁华触手
可及，星级物业、3000席停
车位、7部高速电梯以及近
273㎡奢装大堂富丽堂皇等
产品硬件，都是经过了数万

次的改进，使其更适合泰
安，成为泰安的高端商务的
代表。”

不仅如此，五星级万达
嘉华酒店、公寓、金街商铺
等多业态复合的强强优势
组合，也更能满足万达创智
中心商务宴请、会客、娱乐、
休闲等一站式高端商务需
求，这些都成为泰安万达创
智中心附加增值部分，某业
内人士也表示，“泰安万达
创智中心已然成为泰安高
端商务的一张崭新名片，在
硬件的基础上进行出租或
者是出售前景是非常看好
的，另外其对于在泰安受到
建设银行等大型企业的欢
迎及抢驻，也在情理之中
了。”

据悉，目前泰安万达广
场7#创智中心正在火热发
售，席位急速递减中，即刻
下手，把握一城商务巅峰。
另外，泰安万达广场“金街
嘉年华儿童乐园”活动，9月
12-20日继续嗨爆上演，没
玩够的朋友带着宝贝一起
来万达继续畅享欢乐！

(杨思华)

最嗨万达 精彩一拍

万万达达00元元竞竞拍拍活活动动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恒基沿街商业楼
喜封金顶臻美呈现

“请问你们的团购活动
什么时间结束？现在报名去
看房还来得及吗？”近日，本
报工作人员接到不少有购
房意向市民的咨询电话，想
了解天竹佳苑团购活动的
详细情况。

为方便泰城市民低价
买好房，本报联合盛华置业
联合举办了天竹佳苑团购
活动，以4920元/㎡起的价
格买城东品质好房，吸引了
众多购房者参与，目前68套
房源已经销售过半，现距活
动结束还有3天，有购房意
向的市民可尽快报名参与。

“前段时间来看过天竹

佳苑的房源，均价在5300元
/㎡左右，还想着什么时候
有优惠的时候再过来看呢，
就赶上你们的团购活动
了。”在天竹佳苑营销中心
选房的潘先生表示，由于附
近环境好相对清净，他和家
人打算在这里买套房子养
老，之前考虑到价格因素并
没立刻决定，了解到团购活
动价格仅4920元/㎡起价
时，他便报名参加并前来看
房。“周边房产项目均价比
这里高出800-1000元/㎡左
右，是这附近唯一的低于
5000元/㎡的社区了，起码
在价格上是吸引人的。”

除此之外，潘先生表
示，尽管项目远离城市喧
闹，但是交通方便，还有宝
龙城市广场、中医医院、志
高银座等丰富的商业、医疗
资源，生活十分便利。

天竹佳苑采户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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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68套团购
房源已经销售过半，活动截
至9月20日，有意者可拨打
电话6982118、18653881193
报名参与。

(杨思华)
恒基沿街商业楼自今

年5月份开工以来，经过建
设团队短短4月的坚苦奋
战，在本周喜封金顶，臻美
呈现，如此快的施工的进度
靠的是恒基置业的开发实
力和各部门的紧密配合，完
美诠释“恒基速度”。

恒基沿街商业楼作为
名校环绕的稀缺陪读精装
公寓产品，占据了周边名校
的优质资源，与东岳小学、
东岳中学仅一路之隔，泰安
二中、博文中学也在其步行
十分钟范围内。“工程进度
迅速，这么短时间就封顶
了，明年估计孩子上学就不
用早起了。”市民杜女士说，
除了方便孩子上学，等孩子
毕业后还能租出去投资。

精装陪读公寓面积从
38-78平方米小户型设计，
赠送装修，项目的交房标准
中包括地面砖及踢脚线、石
膏线、乳胶漆、壁纸、整体橱
柜、卫生间墙砖+地砖+吊
顶、厨房墙砖。明年8月交
房，方便的陪读生活自此开
启，周边更有农贸市场、银

座购物中心等生活服务配
套，舒适便捷，让孩子的成
长先人一步。

该项目沿街两层为商
业楼设计，买两层送一层采
光地下室，产权面积150-
210平方米，实际的可使用
面积是210-280平方米。毗
邻万人社区丽景花园，与
6000师生的东岳中学仅一
路之隔，满足不同经营业态
的需求，性价比极高。无论
是小型商超、兴趣培训班、
连锁药店还是学生快餐，都
是不错的选择。楼体采用框
架结构，可以任意调整商铺
布局，整体使用可以作为银
行网点、企业形象店、品牌
专卖店等。

有形的房子已到顶峰，
无形的价值却远未达到顶
峰，在后期的的施工过程
中，恒基置业会秉承“领跑
品质人居”的理念，对项目
精雕细琢，将“恒基品质”彰
显到施工的各个细节当中，
为明年8月份的完美交房夯
实基础。

(杨思华)

金凤凰婴幼儿园进驻
幸福里锦上添花

安居·幸福里作为南部
高新区拥有一站式教育的
社区，近日与金凤凰婴幼儿
园正式携手合作，将具有优
质教育资质的婴幼儿园收
于自家囊中。

进入幸福里小区你不
难发现，处处到能看到小宝
宝的身影！目前，幸福里一
期近500户业主已幸福入
住，二期预计2016年7月底
将陆续迎来600余户业主的
入住。据统计，业主年龄上
大都为80后，大量的年轻业
主入住意味着幼儿新生潮
的到来！有了金凤凰婴幼儿
园，业主们足不出户，免去
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烦恼；
金凤凰的优质教育，更可为
小业主提供顶尖的学前教
育，让孩子在自家的院子里
幸福起跑，赢在当下。

金凤凰婴幼儿园作为
市级规范化幼儿园，多年来
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
课题组合作，承办国家级

“十一五”重点课题，是“蒙
台梭利教育实验园”、“北京
6+1礼仪品格教育实验园”，
是泰山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实习基地、泰安市岱岳区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
专业实习基地，目前已发展
为泰安市规模最大的幼教
机构之一；迄今已有现有教
学班15个，在园幼儿500余

名，教职工40余人，有78人
次在省、市、区级各种比赛
中获奖，保育及教育质量得
到了上级领导及社会的高
度认可；金凤凰婴幼儿园优
秀的教育团队和教学实力，
先后获得了“素质教育先进
单位”、“学生最喜欢的幼儿
园”、“教书育人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并在广大家长
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幸福里幼儿园落座在
二期南侧，规划建设是三
层，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
还有近600平方米的户外活
动广场，预计明年九月就可
以开学招生了！

安居·幸福里的业主
有福了！山东省泰安第一
中学实验学校的初中校区
正位于安居·幸福里项目
对面，高中校区也近在咫
尺；家门口的幼儿园即将
启用，再加上小区东侧还
有规划的高新区小学；幸
福里被学校“包围”了！住
在幸福里，孩子们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从幼儿园到
高中的全学龄教育。不仅
仅如此，交通便利、配套完
善、集中供暖、成熟的景
观，更是让人心旷神怡。目
前，85-140平米准现房全
城发售，1元1平米特惠活
动正在进行！交5000元抵2
万-5万，成交立送热水器。

近日，中南·财源门全
球招商发布会的信息频繁
出现在报刊、网络、朋友圈。
距9月20日发布会启幕的日
子越来越临近，人们在期待
的同时，更多的是好奇。这
场具有战略意义的年度发
布会将会为大家带来哪些
震撼人心的好消息？中南·
财源门的成功开发又对泰
安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的恢
宏巨变？

“城市中央商务区”高
峰论坛

对一场发布会而言，演
讲者是全局的掌控者，而论
述的主题是发布会的灵魂

所在。中南·财源门所在的
财源街作为百年商业老街，
承载着几代泰城人的回忆。
据了解，中南集团本次发布
会将中国著名财经学家肖
金成为大家深度解读“中央
商务区”对于建设新泰安的
重要历史意义，具体详情将
在发布会当天揭晓。

意向商家签约发布会
除了常规的品牌、产

品、招商等方面的发布会，
中南集团还依凭自身雄厚
的招商运营实力，与多家意
向商家进行现场签约，为将
来中南·财源门的商业繁荣
奠定坚实的基础。

百万寻财富代言人结
果揭晓

为期一周在泰安影响
巨大的“助力抢金条，全城
寻财富代言人”活动将在发
布会当天圆满落幕，最终评
选出的财富代言人将正式
领取中南聘书，并获得价值
丰厚的金条大礼与购房基
金。

近日中南·财源门十二
帝街正在火爆认筹中，为了
感谢大家对项目的厚爱，据
了解，中南·财源门还将推
出认筹升级的尊享特权。9
月20日，发布会现场更多精
彩尚待揭晓，敬请期待！

中中南南··财财源源门门全全球球招招商商发发布布会会

将将于于99月月2200日日盛盛大大召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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