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趣爱好：音乐、美术
入行时间：一年半
销售业绩：销售智园

150套洋房，总共为1000多
个家庭提供置业服务。

宣言：开元盛世·智园
作为高铁央区唯一6层、11
层墅质洋房，90—130平精
品三居，真诚期待您在此
开启墅级生活。

我是个乐观开朗的女
孩，在做房地产之前从事过
商场销售员的工作，积累了
不少与客户有效沟通的经
验。在开元盛世智园工作一
年多，已经销售出150多套房
子，且得到各位业主的一致
好评，对于房地产行业新手
来说，一年多的工作时间确
实让我成长很多，与同事间
的相处、与客户间的有效洽
谈都让我受益匪浅。

以心交心，我为业主
充分考虑置业情况，为其
选择最满意的房源，与客
户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关
系，客户也不断为我介绍
新的客户。其中一个老客
户为我介绍了近10批新的
意向客户，帮助我在销售
业绩上取得另一步提高。
特别感谢各位业主对我个
人及智园项目的充分信任

和大力支持。
开元盛世智园，低密

度水景豪宅，营造英式水
岸生活，萃取英式建筑风
格精华，赋予豪宅绅士风
度与气质，是高铁央区唯
一6层水景洋房，11层花园
洋房，高端低密度住宅产
品，让您充分领悟到高舒
适度居住产品的魅力；家
家见水、户户亲水，打开窗
户就是35万平米开元河景
观公园，10000㎡智园公园
环绕左右，让纯正富氧成
为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景观飘窗引领户型
创新，身处其中，心情与景
观一同延伸，倚窗看开元
河，任阳光将房间一点一
点的填满，尊崇之感油然
而生。英雄山小学采用英
式建筑风格，潜移默化引
导孩子的优雅大方，同样
的建筑风格，在心理上进
一步拉近了家与学校的空
间距离，英雄山中学更让
孩子在家门口静享15年精
英教育。富氧生活、健康一
生，静享300米15年一站式
精英教育，家门口看孩子
成才。90-130平精品三室，
全明通透，格局方正，恭迎
品鉴！

兴趣爱好：听听歌，逛逛
街

入行时间：1年
销售业绩：出售精品好

房30余套
宣言 :习惯站在顶峰的

人，总是对蕴涵文化归属的
自然环境情有独钟，在东方
唯有从容婉约、细腻优雅的
中国美学，才能带动一种现
代中国真正的优雅生活方
式，而金盛文化广场正可以
满足这种需求。

参加工作十年的我一直
在商场做售货员，正是这个
项目让我接触了一个新的行
业。在金盛文化广场工作一
年时间，让我真正接触到了
房地产行业，也学到了更多
东西。

金盛文化广场是集酒
店、公寓、文化产业办公、文
娱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项
目，座落于泰安长城路南段，
南高新区政务大厅北临。泰
安高新区是国家级高新区，
是泰安市中心城市发展总体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
面积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25
万人，高新区承担着2010年形
成100平方公里城市框架的重
任，新区建成后将会产生可
观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和
环境效益。蒙牛、泰开、玻纤、
航天特车等大型知名企业陆
续进驻高新区，经济指标更
是每年以40%以上的速度递
增。泰安中心医院新院投资
13亿元，建筑面积45万平方
米，一期于2016年年底竣工验

收，儿童医院已投入使用。北
实小，一中新校区也将于2016
年正式投入使用。

金盛文化广场项目占据
南城核心位置，项目A座是以
五星标准建造的高档酒店，
委托国际知名的新加坡励进
酒店管理集团进行管理运
营，可享受一流的酒店服务，
改善了泰城高档酒店分布不
均的现状，提升了高新区的
档次。A座1-3层为自动多功
能餐厅兼文化会议交流中
心，4-11层为敞开式的商业
办公，满足泰城南部区域的
商务、办公需求，12-24层为酒
店客房。酒店顶层的空中观
景旋转餐厅自高空俯视而
下，观山览城随心所欲，让您
全方位360度尽收泰城美景，
夜晚灯火辉煌的泰城美不胜
收，点点繁星闪闪霓虹勾勒
出无与伦比的泰城夜色，白
天夜晚风情各异，让您在用
餐的同时领略泰城的美丽。
精装公寓四五十平米空间，
自由变幻，满足豪华办公与
休闲居住自由切换，一丝不
苟的国际水准装修团队，精
心打磨每一处细节空间，12
万元/套，月供1300元，拎包即
能入住。B座主打教育投资型
精装公寓，致力打造成泰城
南部的文教中心，青少年活
动中心，以辅助教育的舞蹈、
才艺培训等为基础业态。

入行时间：3个多月
销售业绩：为几十个业

主推荐了房源
宣言：南关大街最优学

区房，89-120平米全明户型
设计，值得你拥有。城市中轴
之上，享悦生活之美。我在中
悦城，您在哪里？

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
对客户以心相待已经让我和
客户成为好朋友。曾经送一
位客户回家，客户热情留我
在她家吃饭，说以后交了房
子邀约我到她新房子里做
客。非常高兴成为客户的朋

友，这么信任我就是我以后
工作的动力。

中悦城位于泰安市泰山
区南关大街南段，中悦城是
由香港永诚利集团打造的70
万平米大型海派社区，是以
国际视野的全敞开规划和阳
光无限的类板式机构，打造
新古典Art Deco风格的艺术
人文居住社区，拥有法兰西
御花园的风情园林，名仕奢
享的悦会所，精心设计的全
通透阳光户型，细腻贴心的
物管服务致献泰城精英一
族。堪称建筑美学与人文艺

术的完美结合，泰城典范社
区。

项目是位于中心城区南
端的地标性建筑群，一期占地
面积6 . 4万平米，开发建设住
宅面积超过20万平米，为高端
品质住宅，二期为艺术人文浪
漫 住 区 ，三 期 为 大 型
ShoppingMall、星级酒店、休闲
会所、豪华写字楼。站在居住
者的角度细腻考量，每一款户
型都是舒适畅快的人生空间
承载。项目一期规划2万平米
商业街，主导星级商业物管服
务，全方位满足首期业主品质
生活所需，一期开发建设的住
宅楼间距最大可达80米，楼座
的摆设摒弃了传统的兵营式
布局，充分考虑业主对园林绿
化的需求，在小区规划中布局
了3大绿化组团，形成了以三
大绿化组团为中心的海派地
标性建筑群。

目前，灌庄小学中悦城
新校区已经成功奠基，中悦
城也成为泰山区唯一一个小
区内拥有公立小学的住区，
项目性价比高，工程质量好，
交通便利，升值空间大，是刚
需购房族置业不二之选。

入行时间：2年
销售业绩：成交100多

套
宣言：大展·麓山郡，泰

山大街旁，最纯粹6层半山
电梯小样楼，68-128平米灵
动户型，首付2万轻松拥有！

从事房地产销售以来，
工作中我一直以高度的热
情，孜孜不倦的态度服务于
每一位客户，使每位到访的
客户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
觉，建立起最初的信任与认
可。生活中我也是个特别简
单的人，闲暇之余和家人看
看电视聊会天，也不忘问候
一下朋友圈里的小伙伴，虽
然不时常见面，经常的问候
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每
逢休班，我一般都会和家人
组织一次短途旅行，虽然逛
街、购物是每位女生都摆脱
不了的“魔咒”，但是旅行对
于我来说更青睐一些，我喜
欢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它
可以让我放松心情，陶冶情
操，呼吸着大自然赐予我们
的清新空气，伸出双手，拥
抱蓝天，让我们给身心一次
彻底的卸载，卸下一周工作
的疲惫，卸下一切的烦恼和
不愉快，以一颗轻松的心态
备战明天！

说到山清水秀让我不
得不想起大展·麓山郡这
个最纯粹的项目，不用任
何修饰，自然的山体景观
坐落于项目的北侧，结合
小区36 . 5%的绿化率，形成
一道完美的风景线。

六层电梯洋房整个泰
安乃至全国都非常稀缺，
它没有高层的人口密集，
没有高层的大公摊，更没
有高层这么大的容积率，
它带给我们的永远是舒

适、静谧、和谐。
从刚踏进项目到现在

已有两年，这期间我不仅收
获了丰厚的资源，更收获了
同事之间真挚的感情。都说
商场如战场，会有很多的明
争暗斗，尔虞我诈，说实话，
刚接触这行我还是挺怕的，
总觉得做不了这一行业，而
事实恰恰相反，我不敢说我
们的情意和兄弟姐妹一样
深厚，但我知道谁有困难绝
不会袖手旁观，工作中更是
互帮互助，更不会为一己
之利，牺牲团队的利益。
生活中，工作上难免磕磕
碰碰，出现问题解决问
题，绝不会掺杂个人恩
怨，工作中兢兢业业，生
活中有打有闹，是一个很
纯粹的团队，也让我们建
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通过评选这个平
台，我也想感谢一直在
背后支持我的朋友，家
人，同事，同学！我会用
更加的努力服务于这个
行业！我爱你——— 销售！

兴趣爱好：看书看
报，关注新闻。

从业时间：2013年从
事房地产行业。

销售业绩：项目2015
年成交约1 . 5亿，个人业绩
占团队业绩的50%。

宣言：长城路万达
旁，绝版三室火爆销售。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记得那是2013年年初，我
刚到项目报道并学习上
岗，上岗的第三天，我接
到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
的买房客户，我详细为他
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
和项目户型，客户对我的
介绍和服务态度给出了
很高的评价，当天就定了
房子，后来这个客户跟我
成了朋友。客户对我的信
任让我们成为了朋友，我
感觉到我最大的收获不
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
交，而是有了一个信任我

的朋友。
岱岳·御驾新苑项目

位于长城路和灵山大街
交汇处东南，由泰安泰山
大汶口旅游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项目总建筑
面积70万平米，是城市央
区第一大盘，项目附近配
套设施完善，距离万达广

场、长城中学步行仅需3分
钟，项目距离附属医院仅
800米，而且长城路银行林
立，小区内建设有365幼儿
园、过驾院小学，让您在
家门口即可享受九年义
务教育，长城路购房，首
选御驾新苑！

（本版杨思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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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春梅 代言楼盘：金盛文化广场

王丽欣 代言楼盘：中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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