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趣爱好：旅游，唱歌
入行时间：2012年
销售业绩：服务200多个

家庭
宣言：长城一品环境优美，公
园式家园，并且自己也在这
里买房成为业主，希望广大
置业者也跟我一样喜欢长城
一品的房子！

长城一品目前660套房
源，其中200套左右，约1/3是
我卖的，业绩一直是销冠。最
深刻的是在一次销售中，一
个客户衣着打扮很差，皮包
都带着裂缝，其它的置业顾
问都不愿意搭理她，我主动
上前，通过耐心详细的介绍，
结果她从我们楼盘一次性付
款200万买了多套房子。我觉
得，做销售不能以貌取人，要
用一颗真诚的心来打动客

户。
长城一品坐落于长城路

中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周围商业气氛浓厚，配套
齐全生活便利。泰安重点打
造的CBD核心区域，长城路
作为泰安的西大门是展现泰
安现代化城市新风貌的重要
窗口，是泰安城市规划发展
的副城核心区域，项目周围
长城中学、山东科技大学、过
驾院小学、泰安一中西校等
环伺周围，学校氛围浓厚，是
名副其实的学区房，小区内
更有建有九班制幼儿园，方
便您的孩子就近入学，免去
接送孩子的烦恼。在这个节
奏的都市中，让您无论是生
活、学习都能尽享便捷，居住
梦想一步到位。

入行时间：近3年
销售业绩：总销售近450套，
在世纪康城平均月销售15
套。

宣言：永盛·世纪康城
位于泰安市儿童医院新院
北邻，集建有大型购物广
场 ,星级酒店，高层住宅为
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即将展现在泰城人民眼
前。

从事房地产销售行业
已经近3年，先后在众汇地
产和中南地产工作，在世
纪康城月销量15套左右，为
本项目销冠。因为性格开
朗，喜欢结交朋友，把每位

客户当做朋友，真心为客
户服务，也因此赢得了众
多客户的信任。

房地产销售这份工
作让我收获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知识，接待客户时
从不挑客户，不论年龄、
穿着、交通工具等都热情
介 绍 ，这 不 仅 是 我 的 经
验，更是我的工作态度。
在10月份我接待过两位年
近6旬穿着朴素骑电动车
赶来的老人，当时正是国
庆节客户高峰期，客户太
多接待不过来，其他同事
都去接待年轻客户，两位
老人虽然比其他客户来

的早但却没人接待。我上
前为两人服务，带老人去
样板间看房，为他们选择
合适楼层，最终老人选择
了我们的项目，后来听大
爷说，其实他们刚开始没
看好我们楼盘，但去其他
项目都没有认真接待，只
有我认真介绍感动了他，
才坚定了他们选择世纪
康城的心。

永盛·世纪康城位于
泰安市儿童医院新院北
邻，是香港永成利集团打
造的38万平泰城首席港式
生活社区。项目总占地面
积148亩，立踞城市交通主
动脉龙潭路，北靠京沪高
速公路，南依京福高 速
公路，104国道穿区而过，
周边教育、医疗、金融、生
活娱乐等配套一应俱全。
建筑主体为观景高层，在
以住宅组团为中心的基础
上环绕布局景观组团及商
服配套。项目坐享教育“一
条龙”资源，从幼儿园到大
学配备齐全；南邻妇幼保
健院，“一站式”医疗保障
体系就在家门口；周边成
熟小区，各类生活配套都
比较齐全，能满足生活的
基本需求。再加上自身拥
有的五星级酒店和大型商
业广场等配套，为消费者
打造了一个集购物消费、
高尚居住、综合娱乐等众
多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发
展空间不可估量。

入行时间：3年
销售业绩：为400多家庭

推荐了房子
宣言：目前所在东岳鑫城

项目，是由国营品牌实力开发
商山钢地产筑造，是高铁片区
唯一一个不使用任何交通工
具就能到达学校的楼盘，150
米超阔楼间距，品质现房即买
即住！

东岳鑫城项目是山钢地
产入驻泰安的第一个项目，从
项目规划初始就吸引了泰城
人民的广泛关注。项目位于市
政府泰安市高铁新区，紧临高
铁广场。依托高铁，泰安真正
实现了1 . 5小时到北京，2 . 5小
时到上海，17分钟到济南的三
小时生活圈。

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
越，区位优势明显。项目斥资
千万打造5万平公园主题园
林，项目整体建设用地6 . 5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23 . 7万平方
米 ，容 积 率 3 . 0 ，建 筑 密 度
17 . 8%，围合式观布局，户户直
面观景，视野开阔，150米超阔
楼间距，12小时全时采光无遮
挡。整体规划住宅1700多套，共
由14栋高层住宅(含2层底商)
和1栋2层幼儿园组成，完全能

够满足业主的居住、生活及教
育需求。

整体景观布局采用了围
合式布局，此种布局方式从日
常生活角度看是最舒适的，可
以充分保证每户景观的均好
性，同时满足社区采光通风要
求，不但能保证每家每户都享
受到充足的阳光，而且最大程
度的保证了您的私密性。从户
型面积来看，东岳鑫城项目是
一个拥有丰富小户型产品的
社区。项目户型采用了人性化
的设计，户型合理，平面的布
置根据泰安市民的生活习惯
与气候特点，起居室和主卧室

设计在南侧，明厅、明厨、明
卫。户型面积主要从74平米至
124平米不等，产品非常丰富，
主力户型为70、80、90平米的畅
销小户型，专门为刚需人士打
造。

东岳鑫城社区引进中国
十大教育连锁品牌——— 北京
红缨幼儿园，让孩子在家门口
即可享受国际先进的教育模
式，赢在起跑线。紧邻雄山小
学和市级名校英雄山中学，名
校就在家门口，让家长在阳台
上就能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
雀跃身影，让子女尽享15年一
贯式精英教育。

兴趣爱好：看书、听
音乐、DIY

入行时间：2010年
销售业绩：为400多

个家庭成功推荐过房子
宣言：泰山脚下西

班牙风情纯墅区，超值
赠送的地下室、花园、露
台，260-410㎡稀缺别墅
现房，公开发售！

从2010进入房地产
销售行业以来，先后服
务过富通太阳城、荣郡
山语湖、东苑香墅三个
项目。在东苑香墅工作
已经接近3年时间，在这
里不仅学到更多专业知
识和人际关系协调处理
方式方法，更让我迅速
成长起来，也取得了一
定成绩。

先后为400多个家
庭成功推荐过房子，让
我跟许多业主都成为好
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张先生，一次张先生打
电话来让我帮忙去接在
售楼处旁边上补习班的
女儿，他的女儿在售楼
处玩了一个小时后被妈
妈接走。事后张先生才
说，他的女儿非常喜欢
我，想让我接她放学，还
特意画了一幅我的画像
送给我。连我们的销售

总监都说：“连女儿都交
给你，对你是真的放心
啊。”

东苑香墅项目由信
裕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
建设，总体定位为高档
品质的别墅社区，项目
紧邻泰山、碧霞湖、瑞奥
不夜城和方特欢乐世
界，位于泰明路以东电
校以南，建筑面积四万
余平米，区位优势明显，
北侧紧邻恒地乐活小镇
别墅项目，共同形成了
东部一个规模较大的别
墅群，周边自然景景观
资源得天独厚，旅游资
源丰富，花样年华、封禅
大典均在项目周围，是
泰城东部又一精品居住
区。

项目周边交通便
利，通过环山路、冯家庄
立交桥直达市中心，仅
有二十分钟车程，离尘
不离城！随着轻轨的进
一步落实，未来东部发
展前景及及升值潜力将
大大提高！泰山脚下西
班牙风情纯别墅区，户
户均赠送花园、地下室、
露台，让居住空间无限
延伸！实景现房发售，唯
136席！

兴趣爱好 :咖啡 旅游
摄影 时尚 美食

入行时间 :多年一直从事
销售行业

销售业绩:龙居园销冠，成

交房源150套左右。
宣言：龙居园现房完

美呈现，领衔城市西区生
活时尚！

最深刻的一件事是
得到一个客户的信任，记
得那客户是一个南方人，
40岁左右一个缺乏信任
心思缜密的中年男人。从
摸底聊天得知，在苏州买
了一套房子，但是楼盘成
了烂尾楼，也找不到负责
人，而且他可是全款付
的，当时能很深的感受到
他背负着心里阴影，但最

后他决定订房。事实上，人们
所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的一些
东西，售楼行业和别的行业一
样，也有各种各样的辛苦和苦

恼。房地产置业顾问是一个很
有挑战性的工作，真诚和诚
信，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显得尤
为迫切和重要。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它让
我学到了很多，专业的和人生
的。生命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
意义，只是你自己赋予你的生
命一种你希望实现的意义，因
此享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
意义所在。

龙居园位于岱岳区政府
北临，泰安泰山大汶口旅游置
业有限公司，地上总建筑面积
约65870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
积15033平方米。主要产品小高
层，15层，20层，24层。实力国
企，责任地产，现房发售。岱岳
地产，龙居园欢迎您！

姓名：陈晓华 代言楼盘：长城一品

孟庆娟 代言楼盘：永盛·世纪康城

石琰 代言楼盘：莱钢·东岳鑫城

王亭亭 代言楼盘：东苑香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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