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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家庭推荐了好房
宣言 :长城路核心

地段，准现房，5 0 0 0起
价，高品质楼盘值得拥
有。

长城一品项目是
泰安东瑞置业打造的
一高档精品楼盘，项目
坐落于长城路中段，属
市政府重点规划打造
的CBD核心区域，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周围商业气氛浓厚，配
套齐全生活便利交通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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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主入口采用
经典的法式凯旋门设
计，气势磅礴大气，建

成后将成为长城路上
的一大景观。在公共空
间营造上，公司花费巨
资聘请由业界享誉盛
名杭州绿风景观园林
公司设计，秉承文化传
承、艺术创新的设计理
念，通过不同节点的营
造将小区景观有效和
谐连接。社区管理方面
长城一品与时俱进，引
进国内一线大城市先
进的社区管理理念，聘
请与项目档次对等的
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
进行全封闭式管理，让
业主得以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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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长城路核心地段，

准现房，5000起价，高品质楼
盘值得拥有。

自从2013年10月份踏入
房产营销这个行业，度过刚
开始的懵懂 茫然，经过两
年的精力和历练，我已经在
三合御都这个项目中得到了
很多成长的宝贵经验，也是
我人生一个重要转折。

两年的时间接触到形形
色色的客户也有几百组，其
中一位客户让我印象极为深
刻。刚接触时，就是置业顾问
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我用专
业的知识和熟练的业务能力
打动了他，他也很信任我，对
我提出的建议都深信不疑，
再加上我们项目自身的优势
对他的吸引，经过几次看房
到后来订房，办理业务，慢慢
我们互相熟悉起来，成为了
朋友的关系。后来他也带身
边的朋友同事过来看房子，
最令我感动的是每次我带客
户去工地实际看房，他都很
热情的给朋友介绍项目的优
势卖点，热情一点儿也不亚
于我这个置业顾问，经他介

绍 的客户成交后，在催款
以及出现的问题，他也会帮
忙沟通处理。这让我感到遇
到这么好得客户是多么大的
幸福，今后的工作我要更加
努力工作，为客户提供最好
的服务，选到称心如意的房
子。

三合御都集众多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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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集
餐饮、娱乐、休闲、购物为一
体的宝龙城市广场，银行、医
院、商业尽享便捷;不出小区

即享幼儿园、小学名校配
套，称得上是闹中取静的绝
版地段，最适宜居住的高端
社区不二之选。

三合御都历来积极倡导
健康，养生，不仅项目坐落于
空气清新，植被茂密的泰山
脚下，还荣获国家二星级绿
色建筑评价标示，此殊荣在
泰安仅有两家。目前随着工
程的不断推进，如今靠近百
凤路三期项目以满足交付标
准，景观绿化已完美呈现，12
月30日迎来盛大交付，同时，
温泉路西侧三期项目已全部
封顶，四方位的商业楼预备
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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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号房。
宣 言 ：城 市 核 心 新 高

度——— 泰山国际金融中心，泰
安首席国际5A甲级写字楼，首
屈一指；城心观景豪宅，绝版
典藏。

作为泰山国际金融中心
的一员，入职2年左右，从刚开
始懵懂不知的状态，经过不断
地历练，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
置业顾问，期间有很多令人难
忘的经历。从业以来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去年冬天，有一家人
来售楼处买房，因为家里意见
不统一，所以先后去工地看了
好几趟。那时工地上刚下过
雪，路面滑，到处都是脏兮兮
的泥巴，但是每次他们来看房
子，我都面带微笑，热情招待，
以至最后客户不想买都觉得
不太好意思了，这组客户最终
在这里订购了一套满意的房
子，而且还介绍了几个亲戚朋
友来买房子。看房过程中，我
的咽炎又犯了老是咳嗽，引起
了客户的注意。第二次来交房
款时，客户给我带来了老家里
专治咽炎的小偏方，让我平时
泡水喝，说是很管用，我顿时
很感动。虽然我从业时间不
长，但是真诚的服务和辛勤的
付出，使我的老带新的客户越
来越多，业绩也越来越好，渐

渐地我越来越热爱这份工作。
泰山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涵盖了国际5A甲级写字楼、高
端城市大宅、国际精品公寓、
都市高端时尚商业等多种建
筑业态，将会开启泰城最具国
际品位的高尚生活。泰山国际
金融中心已在5月底全部交付
使用，中国福利彩票等世界500
强企业强势入驻，即将成为社
会各界的总部聚集地。国际品
质的5A级纯办公写字楼，采用
双塔式结构，建筑内部采用核
心筒结构设计，挑高豪华大
堂，12部世界顶级品牌电梯，国
际视频会议中心，光纤专线接
入，私人会客厅、全玻璃幕墙、
国际5A级办公自动化配置，先
进的智能管理系统为入住企
业打造高效、安全的高品质商
务平台。

在物业管理方面，项目首
创聘请国际四大品牌物业英

国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以其
标准化、专业化、尊贵化的物
业服务为业主量身定制的24小
时管家式贴身服务，人性化管
理，专业化体贴。让业主在家
门口就能体验到顶级商务星
级服务标准，高端国际品质物
业服务助力物业投资再升值。

项目配有豪华精装小住
宅，遵循“精细化造就臻品”的
基本特性，更是人性化的延伸
和体现。户型平面营造根据客
户群的生活习惯和个性的要
求专门定造，布局功能更加完
善和细化，讲究空间感和舒适
度，各类设计细节到位，满足
功能性需求，可方便企业中高
层及员工的住宿问题。

目前，90-1360㎡顶级商务
空间，全球火爆租售中，200-
400㎡临街黄金旺铺，现房租
售！泰安唯一现房国际5A甲级
写字楼，投资首选，即买即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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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套房
宣言：海普·凤凰城给

不了你整片银河，但这里的
夜晚有星空璀璨，有凤凰河
水悠悠，有孩童读书声音朗
朗，也有她在等你回家的点
点星光！傍晚下班后，河畔
漫步，星空下，有你和她，那
也许就是幸福的味道。

我的从业经历很简单，
由于结婚、生子辞去了从事
10余年的电信服务行业工
作，于2013年11月至今一直
在海普·凤凰城从事房地产
销售工作。从2013年至今，
两年时间让我取得了良好
的销售业绩，今年就已经销
售50余套优质房源。其实从
我的从业经历上就能看出
我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在
一个单位一旦熟悉了，就不
喜欢再换别的工作，而且跟
同事相处也很融洽。

在海普·凤凰城，我收
获的不仅有销售业绩上不
断上升的数据，还有很多与
客户的感动回忆。我服务的
客户中，曾有一对外地情侣
打算在泰安买房定居，但是
项目当时已经没有两人想
考虑的现房楼层了，两位客
户觉得非常遗憾。考虑到他
们对本区域也不太熟悉，我
就多留意房源信息，给客户
提供了一些买现房(二手房)
方面的建议，还帮他们打电
话联系地税局、房管局咨

询。后来客户在考虑到买二
手房费用太高，决定不买现
房了，最终还是在本项目定
下房源。因为这件事，让两
人非常感动，我们也因此成
为了朋友，这也让我了解
到，其实人和人相处是很容
易的，只要以心换心就可
以。

海普凤凰城是本土开
发公司海普地产有限公司
投巨资打造的新中式花园
城，小区内产品多样，由五
层带阁楼、11层的小高层及
18层的高层组成，每栋楼的
底层设置庭院，让业主感受
到有天有地有院子的生活。
60米超大楼间距保证光照，
容积率是高新区最小，绿化
面积达8万平方米，让您享
受到真正的绿色生活；小区

内还有一个3万平方米的凤
凰河原生态支流穿过，相当
于南湖公园的三分之一，足
不出户就有身在公园的感
觉。

现阶段的海普凤凰城
已是准现房呈现，
让您更直观的看
到房子，无后顾
之。公积金免担保
人，让您享受低利
率的还款方式，首
付 2 万 就可以定
房，让您轻松置
业，更有87-144的
户型，两室到三
居，供您挑选。每
周还会推出部分
特惠房源，让您更
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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