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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幸福的密密码码””
—山大EMBA走进绿地山东国金中心（（IIFFCC））

□本刊记者：潘雯

“你幸福吗？”央视记者的这句采
访，让人们耳熟能详。

然而，逼仄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
人能真正称得上幸福？

如何面对事业的逆境，如何掌握家
庭的平衡，如何笑对暂时的失意，如何
寻找心灵的宁静？9月22日下午，在中秋
节假日的第一天，让我们走进绿地山东
国金中心（（IIFFCC）），听专家解读幸福的密
码，讲述生活与事业的平衡之道和“白
天有说有笑，晚上好好睡觉”的人生。

9月22日，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院

长 陈 志 军 走 进 绿 地 山 东 国 金 中 心
（（IIFFCC）），参加山东大学EMBA新闻专业
委员会联合生活日报组织的“寻找幸福
的密码——— 山大EMBA走进绿地山东
国金中心（（IIFFCC））”活动，在美仑美奂的
环境中游学授课，坐而论道，敞开心扉，
交流心声。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EMBA，以“打
造鲁商精英，振兴山东经济”为目标，打
造最具特色和规模的齐鲁企业家学习
平台。2009年招生至今，已有18个班800
多人，其中90%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等企业高层管理者，涉及建筑、房地产
开发、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众多行业。

陈志军，山东大学管理
学院副院长，EMBA教育中
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为集团公司
管理、企业组织与企业战
略等，讲授集团公司管理、
管理学专题讲座、证券投
资学、战略管理等课程，国
家级精品课程《战略管理》
主持人。先后在《中国工业
经济》、《南开管理评论》、

《科研管理》、《经济管理》、
《财经问题研究》和《光明
日报理论版》等报刊杂志

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
家自然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10余项、编写教材《战略管
理》、《证券投资学》等，著
有《母子公司管理控制研
究》、《集团公司管理》等。

来吧，同学们！这是山东
大学EMBA新闻专业委员会
的首场活动，在这金秋时节，
9月22日下午2点，让我们不
见不散！

地址：绿地IFC国金中
心，奥体西路与工业南路交
会处

◎楼市资讯◎

一院开阖，肇始齐鲁

泰禾·济南院子示范区开放“千人到访”
9月16日，中国地产界超级

IP“院子系”之齐鲁首作——— 泰
禾·济南院子示范区开放。

步入济南院子国匠级示范
区，一进大门、二进院门、三进宅
门，如此震撼的归家礼序，源自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礼仪，
济南院子将极具威仪之感的三
重礼序献给齐鲁名仕，仅为少数
人尊享。承袭皇家规制，精研造
院精髓，一直是泰禾院子系的核
心产品力之一。

在产品打造上，泰禾·济南

院子将全国一线城市沉淀多年
的顶级豪宅理念加以提炼、优
化，更符合齐鲁大地的人居文
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架标有
“泰禾医疗”的救援直升机降落
在济南院子活动现场，这是泰禾
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的一大“利
器”。对于未来的泰禾业主，不仅
事业上的时间宝贵，应用于医疗
救护的“空中120”，更是铺就了
一条弥足珍贵的“空中生命线”。

(康海明)

海尔地产天玺

展示中心开放

9月1 6日，海尔地产·
天玺展示中心开放暨“至
臻天玺 引领泉城”产品
发布会惊艳绽放。作为海
尔地产又一时代力作，天
玺项目迎来业界大咖、媒
体嘉宾。从气派庄重的府
门循礼柱一路向前，如诗
如 画 的 景 观 绿 地 映 入 眼
帘，一草一木精工细培，风
光旖旎，步迁景异。前庭礼
仪广场和景观水轴，巍峨
耸立的展示中心，处处体
现着海尔地产·天玺的品
牌实力和非凡匠心。

天玺位于主城区成熟地
段花园路十里河板块，傲踞
CBD旁的CLD中央生活区，
距离中央商务区仅约1 . 5公
里，周边商圈云集。项目由三
个地块构成，总占地面积约
13 . 23万㎡，总建筑面积约
59万㎡，采用新中式风格，精
选经典明星户型。高规格精
装标准，甄选一线品牌配置，
融入居家科技智慧系统，匠
心筑造豪宅。作为海尔地产
TOP系大成之作，天玺凝聚
了海尔地产多年筑家经验与
智慧，成为泉城有目共睹的
高端人居范本。 (张晨)

济南大型熊猫巡演9月22日启动

中秋国庆等你来嗨

9月22日-10月7日，济南首
届 大 型 熊 猫 艺术巡 演 暨 大 溪
地·栖湖洋房样板间开放活动
绽放泉城。大溪地为济南市民
带 来 独 一 无 二 的 熊 猫 艺术巡
演。届时，将有一大波艺术熊猫
亮相大溪地，形态各异、大小不
同的大熊猫，或站，或爬，或趴，
造型千姿百态，憨态十足，定会
萌翻眼球。

此次开放的栖湖样板示范区
将推出多个实景户型展示，大气
舒适的室内布局与湖景公园的环
境视野相得益彰，充分展示项目

整体的高端生活品质，届时可一
睹墅级精致生活样本。“继一二期
打造‘泉城最美样板间’后，我们
希望栖湖样板间的亮相，给泉城
市民带来更为惊艳的体验感受，
只会更惊艳。“大溪地栖湖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吃喝玩乐熊猫展一堵为快，
精致美学空间眼见为实，9月22日
起，蓝石大溪地·栖湖，双节开嗨。
首付29万起，住建筑面积约105/
129平瞰湖小高层，另有168/194
平湖畔洋房即将呈现。

(孙蕊)

日前，融创中国北京区域集
团济南公司发起为期一周的“公
益助农 融创在行动”爱心酥梨
帮扶计划，前往陕西省蒲城县，
为这里的近千户酥梨种植户解
决滞销难题。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酥梨种植
一直是蒲城县人民的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然而今年受供应量大、运
输困难等因素影响，目前酥梨滞销
严重，已成蒲城县果农的心病。

融创北京区域集团济南公
司得知蒲城县果农当前困境后
迅速发起公益助农行动，派遣相

关人员前往考察，现场采摘，全
程解决运输、存储、派送等一系
列滞销难题，为蒲城县的果农们
打下一针丰收的强心剂。

恰逢2018年中秋佳节，“公益
助农 融创在行动”活动正式启
动，在中新国际城、财富壹号·融
悦、财富壹号广场、融创·观澜府
邸、融创·澄波府邸五个项目同时
举行。届时7900斤爱心酥梨将无偿
赠予业主，除了分享果梨的甘甜，
更是传递扶贫公益的爱心，让每一
位蒲城县果农和融创济南的家人，
都能收获丰厚的秋实。 (潘雯)

这是一场关于“酥梨”的爱心传递行动

公益助农，融创在行动

▲左图：张承雨先生作品；右图：高玉琦先
生作品。
赵坤先生现场挥毫泼墨。
李凤荣先生作品；

吐艳丹青添雅趣,流香翰墨寄
豪情。9月15日,璀璨悦府--悦藏风
雅·写意生活之美，书画笔会艺术沙
龙优雅开启,活动现场座无虚席,齐
鲁书画爱好者欢聚一堂,赏画品字,
切磋技艺,共度一段墨韵芬芳、诗情
画意的周末时光。参与此次活动的
有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羲
之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张承雨先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李凤荣先
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赵坤先
生；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高玉琦先
生以及爱好书画艺术的生活日报读
者和璀璨悦府客户。

名家们在璀璨悦府营销中心
参观了景观示范区和样板间。在
园林景观的营造中，璀璨悦府不
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着重景观的
观赏性，更考虑使用者的功能需
求。名家们看到以“小王子”为主
题的童心童话儿童乐园，以及以

“星空”为主题打造的星空映泉，

对璀璨悦府将艺术融入生活的理
念非常赞许。

璀璨悦府的精装样板间同样给
名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璀璨悦府
秉承“先还原 再设计”的产品主
张，从入户、收纳、居家、待客等各种
场景，细致探讨不同空间的功能需
求，科学打造与家庭结构和人生阶

段同步成长的空间。智能访客识别、
智能入户猫眼、智能电子门锁等，以
及新风除霾系统、净水系统、静眠系
统、入户红外感应灯、SOS一键求救
等108项人性细节，将生活的方方面
面妥帖关照。名家们纷纷感慨，这种
关怀如水的匠心，与艺术创作的匠
心亦有相通之处。

参观完示范区后，几位书画
名家在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围观下
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力透纸背，
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跃然纸上，赢
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这些饱
含着名家们对书画艺术的热爱，
和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愿望的书画
作品，赠给了现场幸运的观众。璀
璨悦府作为济南西部新城高端人

居标杆，由“生活方式运营商”世
茂集团和“城市综合开发服务商”
中建东孚两大品牌联袂打造，致
力于为济南人带来高雅的有品质
的生活方式。此次协办齐鲁名家
书画文艺沙龙活动，将中国传统
书画艺术中的审美精神与当代城
市人居相结合，彰显了艺术与生
活交融的独特魅力。 (张晨)

璀璨悦府齐鲁名家书画文艺沙龙圆满落幕

济南龙湖·新壹街

三力合一 强调投资目的

如何寻找一位楼市黑马、下
一个地产“优等生”？首先要看城
市规划与发展潜力。济南西城，曾
经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无名氏，现
如今已经成长为城市发展新动
能。麦德龙、宜家家居等大型商超
入驻，形成适宜生活圈；轻轨规划
落地加速西城发展，让西城更加
中心，让繁华更加繁华。济南龙
湖·新壹街，稳居城市发展浪潮中
心，在城市变革中催生创富新势

力，站在城市中心看涨财富未来。
济南龙湖·新壹街，以前沿的设计
规划与高品质要求，打造西城稀
缺城熟铺。小面积满足中小投资
客需求，低门槛、高收益，低密度
设计营造商圈氛围，多首层设计
使得商铺临街最大化，铺铺临街，
实现财富升级。燃气贯通每一层，
真正满足特色餐饮需求，让业主
轻松实现财富翻倍。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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