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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29日，由本报联合历

下区宣传部、民政局、姚家街道

办、黄金山水郡联合举办的历下

区首届高知白领相亲会在黄金山

水郡营销中心广场盛大举办。为

期两天的专场相亲会，吸引近500

名CBD优质单身精英，共赴一场

与山水有关的缘分。

本次相亲会，除了在黄金山

水郡营销中心广场悬挂信息牌

外，还在营销中心专门设置了内

场互动环节，主持人现场组织男

女嘉宾，通过互动游戏增近彼此

的了解。现场很多家长也作为亲

友团加入到互动游戏中来，现场

气氛融洽，欢歌笑语不断。

“孩子周末上班没法来参加

相亲会，我简单介绍一下孩子的

情况，28岁，未婚，在国企上班，有

房有车，希望找一个有稳定工作、

脾气好的女孩。”市民吴女士主动

上台为儿子征婚，吴女士说，平时

孩子的圈子太小，这次高知白领

相亲会，报名者的条件都挺不错，

虽然孩子没来现场，希望给孩子

找到合适的缘分。

因为孩子出差或者加班没能

来到相亲会现场的不在少数，有

些家长干脆把孩子的生活照贴到

信息牌上，更形象地展示个人风

采。不少报名者表示：“希望多多

举办这样的公益相亲会，为单身

的年轻人提供一个靠谱的平台。”

一向以责任和品质著称的黄

金地产，以创建幸福人居生活为

己任，承办此次白领精英相亲会，

助力开启幸福新生活。黄金山水

郡为每位到场的相亲人员准备了

精美的随手礼，设置了抽奖环节，

并提供特别购房优惠政策。

据了解，黄金山水郡位于历

下区二环东路与旅游路交界处东

南角，南靠洄龙山和浆水泉公园，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项目涵盖大

平层、花园洋房、双拼别墅等，目

前主推200-280㎡的四室大平层，

均价16200元/㎡，享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一站式教育。（孙蕊）

济南城市乐跑赛
大明湖开跑

2016年济南城市乐跑赛于5
月27日在大明湖超然楼广场欢乐

开跑，来自58家企事业单位接近

1200名白领参与到了本次5公里

的乐跑赛中，与“乐豆”共成长，一

同感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城市乐跑赛”是由万科主

办，并联合当地有影响力的机构

共同发起，以“跑出快乐、跑出健

康、跑出友谊”为宗旨，不以竞技

为目的的全民健身公益活动。

2016济南城市乐跑赛是第三

次登陆泉城，也是第二次将场地

选定在了大明湖。乐跑团作为乐

跑者们的大家庭，在今年的乐跑

赛中济南乐跑团也应运而生，活

动当天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行官

刘肖把乐跑团大旗授予济南万科

总经理黄运林，将乐跑的精神传

递给济南的乐跑团。（郭松松）

5月29日，鲁能泰山7号产品

发布盛典在济南喜来登大酒店盛

大启幕，吸引广泛关注，在济南城

市人居历史上书写了辉煌一页！

千亿鲁能不忘初心感恩全城。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曲勇先生到场登台致

辞，感谢济南市民的支持。

澳大利亚柏涛建筑设计深圳

公 司 的 总 建 筑 师 P e t e r
Dworjanyn，对鲁能泰山7号的设

计规划理念进行了精辟阐述，收

获了观众们的赞叹。

一场独特的走秀，将体育和

社区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该项

目将依托强大体育资源，为业主

量身打造千亩运动公园、30余座

运动场所和4处智能互动体验点，

真正让体育走进社区。

现场播放的一段手绘微电

影，让观众了解到鲁能泰山7号具

备的新风除霾、直饮水入户、智能

安防等独特优势。

激光秀之后，梦想助力活动

将现场气氛推到高潮。鲁能泰山7
号通过微信平台选出几位追梦

人，现场分别颁发3000元梦想基

金 。随 后 ，现 场 抽 出 了 超 级 大

奖——— 法国双人九日游。

在歌声之中，产品发布盛典

落下了帷幕。鲁能泰山7号愿与所

有热爱运动与健康的人一起，共

同迎接幸福未来。用更好的生活，

礼遇更好的你。 （李荣娟）

蓝石·大溪地
助孩子快乐成长

让孩子真正快乐成长，蓝石

大溪地打造全龄健康生态社区，

从环境、配套到生活方式，让孩子

与自然相伴，度过一个健康快乐

的童年。身居湿地公园的蓝石大

溪地，独享稀缺生态资源，斥资2
亿元打造25万平米私家园林，给

孩子们营造一个清澈静谧的成长

环境。大溪地打造了占地750多平

米的社区儿童乐园，并选用了以

安全环保而闻名国际的瑞士著名

品牌HAGS游乐设施，满足从2岁
到12岁不同阶段儿童的游乐需

求。引入哈佛摇篮双语幼儿园，让

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国际化的学前

教育。蓝石大溪地，以美好健康的

生活，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成长乐

园。目前，蓝石大溪地二期实景现

房已呈现，建筑面积70-162㎡小

高层、186-241㎡洋房，错过不再。

(孙蕊)

楼市动态

恒大财富中心位于济南西部

新城淄博路与威海路交会处，紧

邻西客站和R1、R2线进站口，依托

京沪高铁，串联国内三大经济圈，

快速实现与一线城市和全球商务

信息的对接，打通泉城商务脉络，

区域交通优势不言而喻。

依托京沪高铁

通连国内三大经济圈

恒大财富中心占据高铁新城

核心发展地带，依托京沪高铁，引

领济南与国内三大经济圈——— 京

津冀、环渤海、长三角实现亲密接

触。1小时到达天津，1 . 5小时到北

京，2 . 5小时到上海，3小时达浙江，

交通优势无与伦比，为济南西城

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等资源。

在这个高铁经济时代，依托

京沪高铁快速获取国内一线城市

甚至世界前沿商务信息，抢占财

富先机，京沪高铁俨然成为了促

进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黄金大动

脉”、商务往来的“加速器”。

恒大财富中心凭借着高铁优

势，吸引了众多实力企业总部纷

纷抢先入驻，为企业快速实现全

国市场的拓展提供了便捷条件。

作为高端双铁商务写字楼，恒大

财富中心成为众多企业引爆总部

价值的一大利器。

五位一体式交通

打通泉城交通脉络

恒大财富中心除了扼守京沪

高铁要道，更是聚合高速、公交、

地铁等多种、多条交通线，全力打

造一体式交通“零换乘”，成为济

南最大的交通枢纽中心。地铁首

发站，公交线路“十二纵十二横”，

分分钟上高速、短时间进市区、轻

轻松松到机场。

随着大型长途客运站的建

成，省际交通四通八达，无疑将促

进“6+1”省会经济圈各城市间的

交流。交通聚合带来便利的同时，

更加有效地提升了城市价值、区

域价值、商业价值，在企业形象的

树立以及商务联系、业务拓展等

方面占有先天优势。

恒大财富中心作为西客站核

心区代表性的写字楼，俨然成为

济南新一代商务先锋，实现财智

精英的创富梦想。

300万方商务集群

坐享千亿市政配套

从区位上来说，恒大财富中

心处于西城核心发展地带。东临

西城会展中心，西邻省会大剧院

和图书馆、美术馆及群艺馆，南瞰

30万平方米的中央公园(规划中)，

北望印象济南。

区域内的GBF全球直采中

心、宜家家居、方特东方神画主题

乐园、麦德龙等行业龙头聚首，集

吃、喝、玩、乐、游、购于一体，形成

辐射八方的都市商业新中心，发

展潜力不可估量，也正因如此，恒

大财富中心受到众多投资客的青

睐。

不管是企业的抢先入驻还是

投资客们的积极投资，都是快人

一步抢占西城价值洼地，赢取未

来无限财富的选择。

恒大年中大冲刺

8折钜惠引爆泉城

为实现恒大地产年销售量再

创新高，恒大集团推出“年中大冲

刺，8折大优惠”的钜惠活动。恒大

财富中心100-1900㎡“双铁”商务

写字楼限时8折大优惠，最高优惠

达50万元。100-1300㎡沿街黄金商

铺特享75折。

此外，恒大地产特有的“无理

由退房”政策，让您的置业风险降

到最低，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史

无前例的8折大优惠超级让利，不

管是企业自用还是投资，都是千

载难逢的置业好时机。

高性价比的西城双铁商务写

字楼，千亿恒大实力打造，76%超

高使用率，创领泉城商务办公新

时代。年中冲刺再不出手，恐怕真

的要与财富擦肩而过了。

项目地址：济南市西客站淄

博路威海路交会处。

（郭松松）

恒大财富中心:坐享双铁办公 运筹商务时代

银盛泰·金域蓝山举办产品发布会

5月26日，银盛泰·金域蓝山

产品发布会盛大启幕，向泉城诉

说一场山的生活式，还济南一座

蓝山。

一场唯美空灵的《恋山情-
雀之灵》拉开了活动序幕，银盛

泰集团济南分公司负责人在致

辞中表示，18年来，银盛泰集团

为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家庭构筑

美妙空间。金域蓝山，是银盛泰

“深耕青岛布局山东”战略蓝图

的先锋，落地历下奥体CBD、长

岭山南，与山话自然，与济共未

来。

随后，银盛泰·金域蓝山产

品发布会启动仪式，银盛泰集团

相关负责人把手放在启动球的

那一刻，百余只蝴蝶展翅纷飞，

将原山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

美带向未来。

发布会过程中增加了微信

抽奖环节。A p p l e iP a d P ro、
Apple iWatch、扫地机器人等奖

品被幸运嘉宾抱走。

随着发布会圆满落幕，通过

触动心灵、共鸣感悟的方式与客

户一起见证银盛泰·金域蓝山所

倡导的山居生活方式。

银盛泰·金域蓝山，奥体

CBD，山居十一院，开启城市山

居生活！99-135㎡靠山小高层，

一梯两户低公摊、多阳台布局，

定义济南好房新标准。

（郭松松）

鲁能泰山7号首次发布新品

V-link落地济南
万科城新街坊开街

5月28日上午，以“缤纷多彩

嘉年华”为主题的济南万科城开

街仪式隆重举行，标志着万科V-
link社区在济南首次落地。济南

高新区教育局、济南万科负责人

以及应邀商家代表参加活动。

上午9:30，开街仪式正式拉

开序幕，济南万科助理总经理沈

浮向来宾们介绍了万科城新街坊

的基本情况及未来规划发展愿

景，让现场嘉宾详细了解V-link
的落地情况。配合此次开街仪式，

万科城新街坊还特别策划了糖果

派对、亲子游戏闯关、野生萌宠近

距离接触以及万科学习成长中心

优质课程试听等活动。万科城新

街坊的开街，只是一个开始，济南

万科将持续在各个万科社区推进

V-link商街落地，致力于给业主

打造家门口“一站式”消费体验，

点亮美好生活。 （郭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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