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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淘宝队的中超五连冠，恒大荣登10月单月
房企销冠、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销售任务，上调年度任
务至1800亿、三年两夺亚冠……近期，恒大地产集团用
一个又一个的数据刷新着实力房企的创奇，成就足球地
产两大领域的双冠王。

在恒大地产集团勇攀高峰的路上，恒大中环广场也
在创造着自己的奇迹，从6月初开盘以来，项目已经强
势劲销5亿元，成功刷新当前济南写字楼的成交额。一
期推售房源已经全部售罄，全新加推的观山楼层也所剩
无几。恒大中环广场的热销，与项目在地段、资源、产
品及高性价比上的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城央地标写字楼的便捷与
舒适，恒大中环广场特推“11月感恩大钜惠”，首付仅
需8万起，超低门槛即可入主城市中心。现在项目均价
仅为1 . 2万，还送9-20万品牌家私，让置业者免费获赠
知名办公家具，免除大笔装修金。除此之外，现在购房
还可享受到恒大无理由退房政策提供置业保障，交房之
前保本包退，彻底免除楼市动荡及房产价值下跌的风
险，真正做到安心置业中心写字楼。让利倒计时，钜惠
不容错过。

山大路商务地标 11月钜惠倒计时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进“重点名校”，现代版的“孟母择
邻”现象依然不时上演，一一争先恐后不惜花费重金购置
配有优良教育资源的房产，舜奥华府的教育优势便在如
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济南领军学校和济南市重点小学之一，奥龙小
学已得到市教育局的实力认证。小学规划有18个教学班，
同时可供千余名儿童就读。音乐教室、自然教室、美术教
室、书法教室、语言教室等各种功能教室、活动设施一应
俱全。全日制公办学校，引进山东省实验小学的管理和师
资，秉承山东省实验小学的教育教学理念致力孩子的全
面发展，师资力量可见一斑。

舜奥华府与山东最大金融中心汉峪金谷一步之遥，
房产教育双投资，升值潜力势头强劲。140—340㎡CEO官
邸，均全现房销售，以舒适三房、奢阔四房为主，大户型设
计，承袭欧洲建筑精髓，满足不同生活需求。现在购房1万
抵5万，入住即入读奥龙小学。

舜奥华府：

住CEO官邸现房 读奥龙小学

恒大奥东新都11月15日面世以来首次开盘便遭济南
市民轰抢。2小时，5 . 5亿，612套，创济南东城热销传奇。

恒大奥东新都湖景美宅均为精装修，秉承恒大地产
集团“9A精品战略”与6000余条精品施工标准，与科勒、海
尔、摩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形成战略合作联盟，倾力打造
济东首屈一指的精装修产品。80-140㎡的精品湖景美宅，
让业主的生活沉浸在自然的和风暖阳中，壮美湖景尽收
眼底，精美园林一览无余。

3500㎡社区高端社区金街，美食、银行、超市、酒楼、
药店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高品质生活配套，足不出户即
可享受奢华便捷生活。2600㎡的铂金皇家会所，内设恒温
游泳池、健身大厅、儿童乐园、桌球、乒乓球室、美术室、展
示厅、舞蹈室、钢琴房等诸多功能空间，让业主与家人尽
享天伦之乐。

恒大奥东新都位于东部核心区域，坐享三大核心。东
城央心、奥体、汉峪金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四通八达。
外瞰长岭山畔，内拥御湖美景、2600㎡铂金会所、7000㎡

皇家园林等。80-140㎡精装好房，将园林湖景一览无余。
恒大奥东新都，东城中央21万平幸福大城，给您一个幸福
的家。

恒大奥东新都创热销传奇

如果说，曾经西城只是济南的名
片，那现在，这里却是日益成熟、繁
华的所在。经过三四年开工建设，
2015年西城陆续完成三批交房，西城
人气渐渐上升，多个小区今年加入集
中供暖。

2015赛季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
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落下帷幕，中国广
州恒大淘宝队凭借着前锋埃尔克森的

进球，主场1-0击败阿联酋迪拜阿赫
利。从而以两回合总比分1-0的结果，
继2013年后，3年内第二次捧得亚冠联
赛的冠军。

大品牌，大实力。地产龙头，
冠军品质。恒大翡翠华庭作为西城
高端豪宅典范，纯四房精英住区，
越来越受到购房者的青睐。恒大·翡
翠华庭140-230㎡阳光美宅，140米

超大楼间距，每天尽享阳光灿烂的
日子；济南性价比最高豪宅，国际
9 A 豪 装 ， 满 屋 名 品 荟 萃 ， 产 品 以
2500元/㎡精装标准筑就；屋内南北
通透，宽阔阳台奢享舒适生活；现
恒大·翡翠华庭全城感恩特惠，机不
可失；最高送9万家私，还可享商铺
最低65折、车位5折大优惠；首付4
万起，一步到位换四房。

恒大翡翠华庭：亚冠品质，西城之上繁华盛景

2015年财富中心从首开到月月
销冠，最终以23 . 5亿加冕年度豪宅
之王，一路走来，品质口碑与销售
业绩并驾齐驱，刷新的不仅仅是简
单的数字，更创造了济南豪宅市场
的传奇，使其几度成为全城热议的
话题，博得业内外及千余位客户的
赞誉与信赖。

11、12月份历来是众多开发商
“年底冲量”的关键时刻，财富中

心在经历了两个月的蓄客期后，11月
21日，二期升级新品—靠山小高层荣
耀开盘。其以“CBD核心、山景环抱、
低密度小高层”三大特点，迎合了无
数迫切想在CBD置业的财富精英人
士心声，1小时狂销3 . 5亿元，注定了
财富中心再一次的热销传奇。

本次开盘新品，可以说是财富
中心最为顶级的产品，项目在秉承
一期中央豪宅设计精髓的同时，更

是在建筑、园林、户型等方面进行
了优化和升级。11-17层小高层建筑
在拥有CBD繁华都会的同时，还独
享2 8万㎡转山绝佳景观，成就济南
不可复制的孤品豪宅。一梯一户，
电梯入户、87%-93%的超高得房率、
3 . 1 - 3 . 1 5米层高、6 - 8 . 4米观景阳
台 、四 重 入 户 大 堂 、双 子 女 套 房 设
计……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给业
主带来一种媲美别墅的生活享受。

财富中心年度销售23 . 5亿

据悉,恒大人寿于11月21日首
次亮相,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共同关
注,两日后,11月23日，恒大人寿举
行了千人誓师大会,大会上表示,在
12月底前，保费确保突破100亿，力
争300亿。恒大集团常务副总裁李钢
在誓师大会上强调，恒大人寿要按

“新概念、新思维、新目标”全面部
署，以恒大的目标计划管理为经营
理念，全力整合内外资源，形成全渠
道营销网络，完成目标。

11月21日，恒大与拥有最大渠
道网络的中国邮政集团战略结盟，
在开展保险代销、代收保费、代付保
险金等方面全方位合作.今年以来，
恒大相继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等中国最大的多家金融机构达成
战略合作，为最大规模的银保合作
奠定基础。目前 ,恒大住宅产业在
170多个主要城市拥有大型项目400
多个,快消产业在全国发达地区设
立747个销售分公司，130多万个销
售网点,两大产业规模均是全国第
一，其品牌影响及消费群体巨大,拥
有最庞大的潜在客户量,为恒大人
寿的未来销售提供广阔的渠道。

业内人士表示,恒大拥有中国
最大的规模布局，网点遍布全国，
全面抢占市场,而恒大人寿依托恒
大集团强大的实力、品牌、资源、
团队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在行业竞
争中具有明显优势，将会迅速做大
做强，成为行业巨头,为社会提供
更多的优质保险服务，共同繁荣现
代保险服务市场，促进行业的良性
发展。

据悉,恒大人寿亮相后的2个交
易日，恒大地产(HK. 3333)、恒大
健康(HK. 0708)等恒大系股票均逆
市 上 涨 ， 最 高 分 别 涨 6 % 、
19 . 5%，“保险+地产”、“保险+
健康”的模式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
及追捧。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
+”是保险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恒
大在“互联网+”方面处领先地
位，已成功打造中国首家互联网社
区医院并联手腾讯进军社区O2O领
域，这为恒大保险业提供了“互联
网+”的未来发展空间。

此外,恒大拥有健康行业龙头
上市公司“恒大健康”，健康险业务
与健康产业形成无缝对接，进一步

完善了恒大健康产业服务链。养老
产业是恒大健康拓展方向之一，寿
险业务与养老产业具有天然的高契
合度，在客户群体、资金投入等方面

形成良性互动，寿险业务与养老产
业将同时得到快速发展。恒大旗下
各产业布局住宅、快消、健康等与老
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衣食住行等民

生领域，此次再进入被认为是“民生
保障重要一环”的保险业，打造中国
最大、最完善的民生产业生态圈，全
方位保障老百姓的生活。

恒恒大大人人寿寿年年内内力力争争330000亿亿保保费费

2015年11月20日，新城控股第二届
商业年会在上海世博中心大幕开启，来
自全国各地的上千个品牌商家、供应
商、政府机构、银行代表和400家全国及
各省市主流媒体汇聚一堂，共同回顾新
城控股商业板块在2015年所取得的优
异表现，并见证集团2016年最新发布的
商业发展战略规划。

商业地产提速发展

全国化布局已具规模

新城控股作为近几年势头正猛的
中国商业地产“新势力”，凭借着旗
下城市综合体项目——— 新城吾悦广场
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
成长为中国商业力量的新代表。

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在致辞中
说，新城控股已经确立住宅地产与商
业地产双轮驱动战略，实施以上海为

中枢，长三角加环渤海、珠三角、中
西部重点城市的“1+3”全国化战略布
局，新城吾悦广场作为集团全力打造
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未来将进一步加
速发展。

据公司副总裁张振介绍，2015年
的新城控股加快了新城吾悦广场的拓
展步伐，截至目前，集团全年新增9幅
优质土地，不仅拥有丰富的商业土地
储备，发展势头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公开资料显示，新城控股成立于1993
年，并于2008年正式进入商业地产领
域，经过7年的探索与发展，新城吾悦
广场目前已在全国17大城市落子，主
要分布在上海、南京、常州、镇江、
苏州、长沙、南昌、长春、海口、成
都、绍兴和宁波等国内大、中城市，
已布局2 1座城市综合体项目，截止
2015年底，商业项目开业6个，在建15
个，形成以上海为中枢、长三角为核

心，并向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地
区实施全国扩张的“1+3”商业战略布
局。去年新商会上，公司正式公布全
新的商业战略规划，目标至2017年，
新城将建起40座吾悦广场，而至2020
年开业及在建数将达到80个以上；公
司跻身国内商业地产第一梯队。

首家地产B转A获批?

竞争力持续增强

近期，作为国内首家“B转A”的
地产公司，新城控股的发展举措备受
行业关注，对于新城控股这只“奔跑
的骆驼”而言，即将登陆A股，将给
公司带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契机。

2015年9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城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新城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获得“B转
A”批文意味着新城“B转A”方案已
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10月28日，国
家外汇管理局武进区支局批准换股吸
收合并的相关外汇管理事项。至此，
新城控股成为我国第一家获准B转A的
民营房企，同时也成为国内第二家获
准B转A的纯B股公司，对整个行业具
有标志性意义。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城控股持有
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将全部整
合至A股上市平台，资本市场融资功
能也将得以恢复，存续公司将同时运
营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两大业务板
块，运营成本将显著降低，经营效益
随之提升，新城控股在房地产行业的
竞争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核心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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