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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孙蕊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阅读

从娃娃抓起。8月9日(下周三)，
儿童绘本界大咖——— 朱自强教

授将莅临济南新三馆(济南市

图书馆新馆)，与泉城家长和幼

儿教师一起探讨“绘本阅读与

幼儿心智成长”这个年轻家长

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朱自强

先生将围绕“绘本阅读与幼儿

心智成长”这个主题，从不

同角度切入，辅以经典绘

本剖析例证，公开自己

专注多年的绘本相关

研究，解析绘本的创

意 性 、思 想 性 、哲 学

性、科学性、知识性、

艺术品性，以及绘本

的语言、绘画和幼儿语

言、思维发展、心理发

展、身心成长有何联系，

探讨绘本阅读与幼儿身心

成长的密切关系。

本次活动由生活日报、济

南市图书馆新馆主办；北京蒲

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为倡导全民阅读，鑫苑地产作

为本次活动的特别支持单位，

免费提供中国原创绘本《会说

话的手》,该绘本是由著名图

画书研究者、翻译家、作家朱

自强与著名图画书画家、丰子

恺图画书奖得主朱成梁强强

联手、精心打造的，该绘本被

誉为真正的“创意”绘本，真正

的幼儿绘本。朱自强表示，对

绘本创作而言，创意是最为重

要的，这本书的创意便来自他

“ 一 个 思 绪 被 突 然 照 亮 的时

刻”：他在一次乘飞机时看到

两个孩子在椅背间比画小手，

创意就这样突然而来。原来，

这些手势加在一起，串起了孩

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绘 本 领 取 时 间 ：8 月 5
日—8月9日(上午9：00—下

午1 7：0 0 )，领书地点：鑫苑世

家公馆营销中心(槐荫区槐荫

区青岛路与淄博路交汇处向

北6 0 0米路西 )。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本周六到场领书的读

者，还将有机会获得由鑫苑地

产提供的数码优盘、优质大米

等 精 美 随手礼 一 份 。还 等什

么，抓紧时间去鑫苑世家公馆

领书吧，凡是领书的读者还有

机会获得朱自强教授的亲笔

签名和寄语。

报名咨询电话：85196545、
85196182、18866121728(生活

日报孙老师)。
领书时间：8月 5日 (星期

六)至讲座前(请持本人证件登

记领取)。
领书地址：槐荫区青岛路

与淄博路交汇处向北600米鑫

苑世家公馆营销中心 (距市图

新馆2公里，开车约4分钟)。

讲座时间：2017年8月9日
(周三)上午9:30——— 11：30。

讲座地点：济南市图书馆

新馆报告厅(槐荫区腊山河东

路、威海路交叉口)。

7月30日上午，备受关注的

中国山东·绿地雪野湖健康旅游

小镇，在风景如画的莱芜市雪野

旅游区正式举办建设动员大会。

该项目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项目、健康颐养示范省重

点项目和国家级特色小镇标杆

项目，计划用8年时间建设及培

育，总投资逾1200亿元。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国家级特色小镇

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

张玉良在致辞中表示，绿地集团

自全面启动“小镇战略”以来，

“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费、大健

康”的多元协同发展，已成为绿

地加速项目推进的驱动引擎。

绿地集团聚焦自身产业转

型升级，响应国家“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的号召，积极投身参与山东省

“打造健康颐养示范省”的发展

大潮。绿地集团努力将特色小镇

打造成为在中国有足够品牌影

响力的国家级特色小镇，为山东

和莱芜的城市建设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做出积极的贡献。

首批产业项目落地

致力打造生态有机体

绿地为雪野湖健康旅游小

镇提出了“生态为基、产业为本、

文化为魂、健康为根、旅游为道”

的发展理念，“这代表了绿地打

造特色小镇的理念——— 小镇是

一个有机的生态体，基础设施、

建筑实体、特色产业、商业运营、

金融资本缺一不可。这恰恰与绿

地的优势相契合。”绿地控股董

事长、总裁张玉良认为，特色小

镇不是简单粗放的房地产开发

项目，而是一个产业运营平台，

必须以特色资源和产业为内生

驱动。

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就业岗

位10万个。小镇年接待游客将达

1000万人次，年可实现税收20亿
元，导入人口15—20万人，将带

动健康、旅游、文化、教育、体育、

金融、物联网、农业、商业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

(潘雯)

绿地雪野湖健康旅游小镇：
8年将投资1200亿，打造国家级特色小镇标杆项目

儿童原创绘本大师朱自强下周三空降济南
凡参与活动的读者将免费获赠一本《会说话的手》精品绘本 7月27日，“匠心营造 共进共赢”新

城控股济南公司媒体行启幕，40余家济

南媒体应邀赴上海参观新城总部、新城

经典住宅项目，近距离感受新城的品质

高度与魅力。

济南媒体品鉴团首站抵达上海的新

城总部大厦，在新城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媒体团们参观了新城总部，听着讲解员

充满激情地叙述着新城集团的发展历

程、战略版图和文化理念。随后，一行人

来到被称为“幸福梦想家“的新城星翼空

间，这是集5A级办公空间、孵化服务、投

资人、资深行业资源于一体，以孵化优质

项目为核心价值的多元化创业综合体。

三天两地的新城品牌之旅，让济南

媒体及同行走访多处经典项目，亲历见

证了一代实力房企胸襟和魄力，更让大

家对于新城控股深耕济南，开启华丽新

篇章信心满满！济南新城势必将秉持工

匠之心精雕细刻每一部作品，根植品质

理念以匠心筑造济南人居新标杆！(潘雯)

新城控股济南公司
媒体行圆满落幕

住宅限购，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也愈发趋于理性，不少市民开始打

起商铺的主意，甚至有市民看到楼盘底

商潜力，不惜重金投资楼盘底商，看中的

便是长期足量的回报。

济南龙湖·春江郦城沿城市主干道

经十路一侧规划临街商铺，每日带来大

量流动客流量。此外，做东百万平高端人

居大盘，洋房、高层，聚合万户纯粹高知、

高消费人群，除满足业主日常生活所需，

更带动高品质业态消费，固定客群，不限

购、不限贷，财富赚得稳稳的。

通过多方考察与考量，针对不同消

费需求及业态规划，他们推出单层以及

双层灵动空间，满足不同经营需求,带给

业主更多消费可能，更带给投资者、经营

者更多梦想成真的可能。

济南龙湖·春江郦城建面约40—210
平东城临街旺铺，周边学校林立，社区环

绕，机会难得，错过即无。

营销中心地址：经十路与韩仓河西

路交界处。

(张晨)

住宅限购
济南商铺成投资香饽饽

□本刊记者 康海明

近日来，“租售同权”一词

被顶上了热搜榜，7月20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

委、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通知，从增加供应、完善服务、

加强政策支持等方面推出综合

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同时将广州、深圳、南

京等12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

当天，山东省政府第10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工作的通知》的决议。通知要

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

度，租房人办理居住证后享有

义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落实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租政策，鼓励

新市民通过租

房解决居住需

求。

初次看到这条新闻，记者

也是兴奋不已，租房便可以享

受与买房同等的优惠条件，更

能享受同样的基本基础服务，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细想之

下，记者发现，或许自己高兴

的太早了。

一直以来，刚需一族存在

着这样一条真理：为了在一座

城市站住脚跟，为自己后期发

展奠定基础，必须买房。只有

买了房子，才可以算是在一座

城市有了安身之所。为此，那

些想在异地安家的刚需购房

者必须拼尽全力，努力赚钱，

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如

果考虑到让后代享受到好的

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资源，

还要挑选一个配套好、地段

好。然而，政策出台后，似乎一

切都已经不需要，只要在本地

居住，租到了房子，就可以享

受到和买到房子的人一样的

待遇，这样的好事真的存在？

业内人士给了记者这样

的解释：

首先，从老百姓层面来

讲，政策的出台肯定是好的，

如果后期各地都能贯彻实

施，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颠

覆。之前必须买房才能享受

到的资源现在租房便可以获

得，购房者的压力会得到很

大降低，涌向房地产的资源

就会被削弱，炒房一族的日

子就会变得很难过了，当然

房价也会得到相应的抑制。

然而还得考虑到另一个问

题，房子的属性，说到底房子

是一个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商品的核心是产权，购买房

子买到的是房子的产权，而

租房享受到的只是房子的使

用权，如果说花几千元的租

金就可以同花费几十上百万

元买的产品一样的特权，那

么购房者买房就变成了可有

可无的事情。由此可见，政策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施会

有很大难度。

这点会在学区房上体现

尤为明显，我们以学区为例，

好的学校都比较抢手，然而每

一个学校都有一定的承载能

力，之前想上这边的学校，须

在学校所属的片区买一套房

子，并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

这样才能上学。现在租房就可

以来上，这样会把这个需求队

伍不断壮大起来，但学校可承

受不了，肯定没有能力让所有

人都上，估计到时不得不用其

他条件进行调整。

其次，如果政策真正实

施起来，那么学区房周围的

租房价便会水涨船高，之前

两千能租到的房子，既然现

在也能享受和买房一样的好

处，而且不用当房奴，那么这

么抢手的资源价格便会上

涨，后期也有可能出现租房

租的只是一个名额的现象。

这其实还是要回归到那个最

终的落户问题。济南市8月1
号开始执行的落户政策会让

很多人享受到这个福利，因

为之前用住房面积来衡量落

户条件，现在政策放开，可以

多种方式落户，租房也能落

户，户口过来了，相应的享受

的待遇就不一样了。

当然，这样的政策会将城

市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

近年来，济南城市发展迅速，

新建楼盘层出不穷，各种教

育、医疗用地被划拨，各种配

套设施也相应发展起来，特别

是新兴的较偏远地区，虽说设

施修建起来，但是人口聚集程

度并未达到，资源利用率不

高，众多优质资源被浪费。然

而租售同权政策实施，会让那

些在已经饱和的市中

心无法享用资源的人

在这里享受到城市的

公共服务，这样这些

闲置资源就会被大幅

度利用起来。

当当当租租租权权权遇遇遇上上上产产产权权权
““租租售售同同权权””成成热热议议话话题题，，政政策策落落实实还还需需时时间间检检验验

凡报名参加活动均可获赠手绘本

一本。

大咖
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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