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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城商业地产仍是投资热土
从财源时尚广场火爆租售背后看商业地产的前景
本报记者 梁敏

近期作为泰安市委市政府财
源大街西段改造工程重点工程之

一的火车站站前广场，大型地上景

观完美呈现给泰安市民。财源时尚

广场成为泰安新的地标，记者发现
地上绿树掩映、鲜花锦簇、一步一

景，将泰山火车站站前广场打扮的

清新悦目。地面整洁干净，公共停

车区、广场休闲区、出租车等候区

各功能分区协调有序。一改过去

脏、乱、差的形象，给游客一个美好

的印象，以全新的形象迎接每一个
新到泰安的外地人。此外，下沉式
广场主入口处的 4 部高速扶梯已

经安装到位，将方便的把大量人流

吸引到商场内部，形成巨大商机，

这也预示着财源时尚广场泰城这

艘巨型首席时尚商业航母顺利起

航，将泰城时尚商业带向高品质、

潮流的现代化领域。

商铺招商率达 75% 现在进驻

免租 12 个月

随着站前广场的落成启用，其

下沉式商业项目财源时尚广场也

再次迎来一个投资高峰。近期前往

看房的市民络绎不绝，与住宅市场

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回顾财源

时尚广场 6 个月来的销售情况，从

年初的开盘热销到目前的火爆招

商，商业地产已经成为泰城 2011 年

投资经营的风向标。年初火车站财
源时尚广场，开盘狂销 380 套，市民

冒雨排队，掀起泰城前所未有的商

铺投资热潮。

近日财源时尚广场火爆招商，

其秉承超前商业运营理念和高瞻
远瞩的招商策略，推出免租 12 个
月的巨大优惠政策，更是为商家着

想，为投资者创造长足稳定投资收
益奠定基础。招商一开始，各大品

牌商家闻讯，争先恐后，纷纷前来

抢租铺位，目前一期 824 间商铺，已

经有 600 多间签约租赁，项目整体

招商率高达 75%。“公司为降低商

家风险，减少商家负担，把财源时
尚广场培育成各个商家真正发家

致富的“摇钱树”，公司愿意承担商

家一部分费用，对进驻商家免租 12

个月，与商家同舟共济。只有给经

营者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支持，生意

才能越做越大，越做越旺。”财源时
尚广场的招商陈经理向记者介绍：

“在全国潮流商业最具代表性的广

州流行前线，开业时也是采用我们

当前的招商思路和策略，确保在最

初通过巨大的优惠政策，择优选择

优质商家，一步步把商场做强做成

熟的。商家在这里扎根壮大，投资

者的才能收获丰厚的回报。商铺投

资除了看地段更应该看运营商是
不是愿意付出成本，花费时间去培

育商场，而我们公司愿意为长远发
展做打算”。

“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次，由

于不够坚决，原先看好的位置被别

人抢走了。看到人气这么旺，运营

思路又清晰，我决定买一间属于自

己的铺子，不再担心被别人抢了。”

现场的张女士给记者说。

泰山火车站广场隆重启用 时尚商业航母起航

“出现抢购、抢租热潮，与目前

的投资环境有着重大联系。”项目工

作人员说，近期通胀压力不断集聚，

住宅遭遇限购，其他投资渠道风险

大而且要求专业度比较高，所以商

铺的投资更受到市民的青睐。“目前

可销售的铺源数量有限，租售两

旺。”置业顾问向记者介绍：“相对于

开盘时，铺子已经升值 20%。随着商

场的开业，还将持续增值。商机是抢

来的，不是等来的。近来北京、上海

的一些投资者对项目的关注多些。”

最新数据月份 CPI 同比上涨

幅度为 6 . 2%，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为 3 . 5% 。如此一来，负利率高达
2 . 7%，这就是说 10 万元一年期定

期存款一年缩水 2700 元，相当于一

个工薪阶层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

作收入。资产在缩水，打响 2011 年

最后的财富保值增值战，刻不容

缓，赶紧找个投资渠道把钱“花”出

去成了广大市民的迫切需求。商业

地产一方面是租金等投资回报率

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商业地产
的价格也并未像住宅市场那样疯
涨，从而为商业地产项目未来的增

值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国

内住宅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大概为
3% — 5%，而商业地产的回报率则

有 6% — 8%，两者投资回报率相差
近一倍，更有“一铺养三代”的说

法。因此，商业地产投资进一步转

热，商铺受到众多投资客的青睐。

负利率时代：商铺成为抗通胀的避风港

从北京到上海、从省会城市
到地级城市，限购政策越来越严
格，住宅市场的调控力度有赠无
减。面对负利率、面对投资渠道

窄，民间高利贷疯狂下的“隐形炸
弹”,近期国际金价、银价持续走

低，连续暴跌。全球股市、A 股更
是疲软低迷，其中近期 A 股股市
跌破 2400 点，创下 14 个月以来

的新低，绝大多数投资者

资产急剧缩水，商铺投资无疑成

为优质的投资资产，尤其是黄金
位置的商铺，更是具备了低风险、

高回报的商业特征。记者发现在
9 月初举行的泰安房地产秋季房
展会上，所谓传统的房地产销售
旺季“金九银十”受到国家严格调

控的影响，市场显现的相对有些
平淡。纵观泰

安商业地产可投资项目较少，能

够异军突起，成为泰城投资的热

土，是由市场供需这一需求决定

的。此外，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公司

黑石集团近期卖沪商铺 3 年赚
60%。

商铺投资赚大了

先天优势：雄霸财源大街
龙头、扼守火车站百万人流

李嘉诚的至理名言：“决

定商业的是地段、地段、还是
地段”。财源时尚广场具备的

地段优势在整个泰安市是不
可复制、所在的财源大街作为
商业的王者之地是无可撼动

的 ，其 地 位 犹 如 北 京 的 王 府
井、上海的南京路、济南的泉

城路……。

据统计泰山站每天有 108

列往返列车，每年大约 7 3 0 万

人次客流量，全市的 3 4 条公

交线路，有 3 1 条经过火车站，

人潮澎湃，商机鼎沸，人流代

表商机，其先天的地理位置成

就其商业的霸气。与银座、大

润发之间形成差异化定位，并
形成三足鼎立的商业格局，将
区域商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理念先进、定位准确：

年轻时尚达人的专属领地
财源时尚广场雄霸财源大街

财富龙头，扼守火车站百万人流，

是泰安市委市政府重点工程。财
源时尚广场以领先的大型商业
MALL 规划为蓝本，融合国际视
野和中国理念，打造全天候时尚

购物广场，项目将打造成泰安的

城市商业名片和新的城市地标。

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

方米，其中一期位于火车站站前

广场地下空间，总建面积约 2 . 3

万平方米。

“我们的客户群体定位在
16-35 岁年轻人，尤其是学生，

他们是最为年轻、最为时尚、

消费动力最强的一群人，追求

时尚、潮流、个性、与众不同的

消费观，学生群体的消费频次

高，总体算下来消费能量是最

为强大的一个群体。”财源时
尚广场的招商陈经理分析，泰

安作为一个众多院校所在的

地方，20 多万名在校生蕴藏着

巨大的消费潜力。“除了学生

客流，我们背后还有近千万游

客的支持！”陈经理告诉记者。

产品灵活：5 — 1 5 平

方米主力旺铺，可自由分割
随意组合

财源时尚广场主力铺位
面积 5 — 15 平方米，总价集中

在 1 0 — 3 0 万元之间。铺位可

自由分割，随意组合大小，投

资经营均可轻松实现。现在财
源时尚广场基本上属于现房
租售，置业者立刻可以招商或

者开店，轻松赚足 4 0 年。记者
发现，目前财源时尚广场地面

景观完美呈现，内部装修正在

加紧装修中。

配套完善、统一推广
记者发现，商场的管理也

十分完善，拥有 2 4 小时智能

化监控系统，商场背景音乐系
统、中央空调系统、智能化消
防 系 统 、移 动 设 备 的 增 强 系

统，信号无缝隙覆盖和金融配

套服务系统等九大系统。在装

修设计方面聘请全国行业里

最好的设计公司担纲设计，成

功设计广州流行前线、哈尔滨

人和春天等同类型商业项目。

此外，为了保证商业氛围，运

营商还将全程招商及运营管

理。直接为商户提供高效率、

低成本的统一推广促销运作，

逐步实现商业价值提升。

精装现铺，财富赢家把
握最后投资机会

“两个多月前，就一直关注

财源时尚广场，看到铺好的墙

砖，真的很漂亮，让进驻的商家

省心很多，后悔当初犹豫不决，

错过了商机，还好今天抢租到了

一间门头房。”现场一位刘先生

告诉记者。记者看到，内装修正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期待财源时

尚广场给泰城人们带来新的商

业理念和舒适的购物场所。“近

来一直想投资，没有好的投资渠

道啊，股市不敢进，期货、黄金等

信息不透明，具有专业和丰富的

国际经验才可以玩得转。火车站

广场这个位置的商铺值得投

资。”现场观看泰山火车站广场
启用仪式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

的客户告诉记者，并当场定了两

套财源时尚广场商铺。

记者建议：有意向的投资者可咨
询 6911999 与投资顾问联系。

财源时尚广场

掀起投资高潮背后的原因探究

9 月 27 日，备受瞩目的泰山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正式竣工并同步启用。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活

动并现场指导工作。在市民纷纷到下沉式广场参观游玩的同时，广场上的商铺投资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

焦点。“我们定在 11 月 1 日商家装修，现在正在进行公共区域的装修工作，预计 11 月中旬左右，主力商铺
就可以开放了。目前有很多优惠扶持措施，比如租金仅为每天 0 . 7 元/平方米、租金交一年免一年、物业
24 小时安保、开放全天候中央空调系统等。”财源时尚广场的招商经理表示，现已有 600 多间商铺签约租
赁，另剩余少量可售商铺，商业氛围日渐浓厚，老百姓记忆中的火车站广场即将重新焕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