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函南区

35万
1 .1 45平 3/5F
免税天然气可接
夏13176000681

英雄山单宿

41万
2 .1 59平 2/6F

交通方便试做婚房
夏13176000681

六里山南路

45万
2 .1 54平 1/6F

暖气免税
主15253106561

铁路玉函

50万
2 .1 56平 2/6F
双气精装证过5年
屈15866648531

兴济河三区

52万
2 .1 72平 4/6F

中装免税全明户型
屈15866648531

玉函东区双气

56万
2 .2 71平 6F

超低价免税可贷款
楚15966645552

七里山双气单宿

59 . 5万
2 .1 70平 3/6F
免税南北通透
主15253106561

兴济河单宿

65万
2 .1 86平 2/6F

天然气小房6平传达
主15253106561

七里山单宿

67万
3 .1 91平 5F

双气大院传达免税
夏13176000681

玉函东区双气

81万
2 . 2 102 .8平 6/7F
证5年地下室全明
张15966693290

伟东新都双气

87万
2 .1 89 .5平 12F

电梯可改合同露台40
刘85168056

伟东附近单宿

86万
3 . 2 90平 2/6F

双气传达交通方便
82562100

舜耕路双气

90万
3 .2 117平 6F

免税地下室固定车位
李15990904751

英雄山双气单宿

90万
2 .2 107平 5/6F

超棒户型好单位宿舍
张15098885125

英雄山双气单宿

105万
2 .2 118平 2/6F

南北通厅无任何费用
宋13402213139

英雄山路单宿

112万
3 .2 130平 5/6F

证过5年地下室双气
李15990904751外海

蝶泉山庄

118万
3 .2 139平 3/6F
南北通厅送地下室
宋13402213139

鲁能领秀城

118万
3 .2 135平 2/12F
有证全明学区房
洪18764076919

伟东新都三居

127万
3 .2 136 .4平 4/12F
精装未住错层户型
张15098885125

鲁能领秀城

138万
3 .2 142平 12/18F
全明精装地下室
洪18764076919

伟东新都(不临街)

138万
3 .2 145平 4/12F
地下室有证可贷款
楚15966645552

银丰花园

153万
3 .2 138平 10/12F
地下室25平黄金楼层

楚15966645552

阳光舜城中五区

173万
4 .2 181平 2/12F

单价低户型棒风水好
张15098885125

白金瀚宫

177万
5 .3 272平 1F

南北通透免税可贷款
刘8516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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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盘连开抢时机

国庆假期第一天，建中大学
仕花园盛大开盘，据项目负责人
介绍，楼盘共推出139套房源，销
售107套，让平淡的“银十”楼市
有了几分成色。针对本次开盘，
建中大学仕花园盛大推出了“10
万购房梦基金”活动，在价格上
更实现了最大化的让利空间，最
大限度的缓解购房者的资金压
力。

10月10日，南益·名泉春晓再
次推出景观楼座，涵盖89㎡—142
㎡户型房源，受到市场青睐。自7
月23日首次开盘至今，所推房源
几近告罄。在成功推出双轴心景
观楼座的同时，名泉春晓还将陆
续推出更多优质房源。据悉，即
日起到10月20日购买名泉春晓秋
季新品的客户，均有机会参与幸
运港澳品质之旅活动。

在两大项目开盘热销的节点
上，杰正岭寓36-75平米精装公馆
将于10月15日盛大开盘。据悉，
认筹客户可享受总房款20000元的

优惠；凭购房消费券可折抵总房
款3000元，每房限一张；新老客
户可各享受总房款1000元优惠；
在享受以上优惠后可额外再享受
50元/平米的优惠。

营销活动主打服务

10月6日，中海国际社区邀约
业主家庭在销售中心展开了丰富
精彩的亲子趣味运动会。业主报
名踊跃，活动邀约仅仅开展两
天，就接到了四十七组客户来电
报名。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宝
宝设计，并设于奖品加以鼓励，
中海国际社区将人性化的服务发
挥到极致，引来业主的一致好
评，纷纷表示期待下次活动的举
行。

位于纬十二路与堤口路交汇
处的路劲·御景城在国庆假期举行
了“金秋十月 浪漫邂逅”相亲
大会活动。众多条件优秀的泉城
男女齐聚路劲·御景城，一起观看
800多条相亲者信息，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与此同时，路劲·御景城

还特别推出了每天5套特价房活
动，并在10月7日为置业者献上了
惊喜的抽奖环节。

国庆黄金周，海信慧园开展
了“国庆七天乐”丰富多彩的客
户活动，近300余组客户先后来到
售楼处，参加了这场盛大的娱乐
盛宴，度过了一个欢快的十一假
期。目前楼盘正在认筹，开盘可
享2万抵5万的超值优惠。

“山东首届影像展”将于10
月15日在启德国际金融中心的体
验馆举行，展馆内26块42寸的高
清液晶屏幕和一个180度环形立体
屏幕，将把所有作品汇聚成巨大
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亲身感受
来自影像艺术的心灵悸动。据主
办方介绍，此次展览邀请到20余
位济南本土或山东籍具有代表性
的影像艺术家，以及中央美院和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在内的、在国
内外崭露头角的年轻影像艺术
家。届时，观众将一饱眼福，欣
赏到这件如同大片一样的影像艺
术作品。

(楼市记者 陈晓翠)

绿城·百合花园
预计开盘时间：10月20日
开发商：山东东城置业有限公
司
价格：7699元/㎡起
主力户型：100㎡两室、120㎡-
140㎡三室
优惠活动：待定

南益·名士豪庭
预计开盘时间：10月14日
开发商：南益地产
价格：均价约16000元/㎡
主力户型：180平
优惠活动：开盘可享专项优
惠，具体咨询营销中心

阳光100国际新城
预计加推时间：10月底
开发商：济南市阳光壹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价格：均价8800元/㎡
主力户型：72㎡、81㎡、108㎡
优惠活动：认筹可享受2万抵5
万

重汽翡翠清河
预计加推时间：10月底
开发商：中国重汽集团房地产
开发公司
价格：待定
主力户型：95㎡-142㎡
优惠活动：现场多重大礼

绿地国际花都
预计加推时间：10月底
开发商：绿地地产(济南)有限
公司
价格：5999元/㎡起
主力户型：85㎡两房、103㎡三房
优惠活动：五重大礼，定房有
抽奖

万象新天
预计加推时间：10月中旬
开发商：济南天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价格：待定
主力户型：70㎡-100㎡
优惠活动：认筹即将启动

杰正岭寓
开盘时间：10月15日
开发商：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
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
价格：11000-15000元/㎡
主力户型：36㎡-75㎡
优惠活动：认筹可享受3万抵5
万

道通·山水泉城
预计加推时间：10月
开发商：道通置业
价格：均价5500元/㎡
主力户型：58㎡-200㎡
优惠活动：10月22日房源秒杀

齐鲁·涧桥维拉的院子
预计加推时间：10月15日
开发商：齐鲁置业
价格：套价247万起
户型：220㎡—286㎡
优惠活动：别墅是5万抵15万

齐鲁·涧桥格林威治假日广场
住宅
预计加推时间：10月底
开发商：齐鲁置业
价格：6100元∕㎡起
户型：113㎡两室、118㎡-160
㎡三室
优惠活动：按揭97折一次性付
款95折

(楼市记者 马韶莹)

十一假期，大溪地私家
湖墅、电梯洋房国际大师定
制样板间如期开放，样板岛、
宅间绿化也同步开放！同时，
还举办了精彩纷呈的DIY和
体验活动，让客户度过一个
美好的假期。

10月1日开放的第一天，
人们看样板间的热情高涨。
在竹林掩映的会所里，大家
热烈地谈论着，纷纷表示对
样板间非常期待。

把建筑当做艺术

品来雕琢

“样板间实在太漂亮了，
沙发、橱柜感觉很大气，饰品
又特别精致，奢华却不张
扬……”“虽然早就知道大溪
地的样板间是国际大师亲自
布置的，但今天看了还是感
觉很震撼，这是我见过的最
好的样板间。”刚刚参观完别
墅样板间的客户难掩内心的
喜欢，用赞赏的语气说。当得
知样板间内所有家具，小到
一块香皂、一支口红都是从
美国空运而来，如此不计成
本，只为营造最原汁原味的
美式生活时，客户表示，对大

溪地这种把建筑当做艺术品
来雕琢的态度十分钦佩和欣
赏。工作人员介绍说，美式风
格样板间由美国顶尖室内设

计团队纯手工打造，样板间
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源自于
设计大师对人们生活习惯
的深入揣摩和研究。

嘉年华活动体验

大溪地之美

十一期间，除了能欣赏
到世界级装修标准的样板
间，蓝石·大溪地还举办了
“十一嘉年华”，包括巧克力、
数字油画、彩陶DIY活动和钓
鱼、篮球、网球、儿童娱乐等
体验活动，蓝石·大溪地，人

性化关怀和服务，让每一位
客户都感受到尊贵和贴心。
在这里，能够尽享DIY的乐
趣。体验活动也同样精彩：白
鹭湖畔钓鱼者一字排开，一
边欣赏白鹭湖美景，一边享
受垂钓的乐趣；篮球、网球、
儿童活动区里欢笑声阵阵，
酣畅淋漓运动的快乐一直在
上演。最激动人心的当属抽
奖环节了，当天认购的客户

可参与抽奖，Iphone4手机、
网球拍……每个获奖者脸上
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虽然十一假期已经结束
了，蓝石·大溪地带给全城的
震撼却一直在持续，国际大
师定制样板间的考究奢华，
赢得了全城追捧和广泛赞
誉，成为全城层峰人士追求
的梦想之宅。

开盘、活动充斥银十

“假日楼市”主打服务牌
格楼市情报站

银十：10余项目推盘

蓝石·大溪地样板间盛大开放

7天国庆黄金周，省城楼盘推出了形式各样的营销活动，部分
楼盘推陈出新，抛开纯粹楼盘销售，大打服务牌，在楼市低迷时分
平添更多活力与精彩。

十一黄金楼市反应平平，成交量也较为惨淡。假期推出
的特价房也并没有讨得购房者欢心，很多购房者表示“还在
观望”。不过，传统十月仍旧是开发商的销售佳期，一场调
控下的楼市好戏将继续上演。记者调查统计，十月省城近10
家楼盘项目有开盘或加推房源信息。

中海国际社区举行亲子趣味运动会

南益·名泉春晓推出景观楼座，开盘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