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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史大玮

近日，住建部公布第三批
“城市双修”试点城市，济南市成
功入选。啥叫城市双修?它包括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两大内容。
未来，济南将继续增补绿地空间，
实施“显山露水”工程，改善人居
环境，让大济南更加美。

环境更美了，房价估计还得
往上窜。据数据显示，2017年9月
份，济南二手房住宅挂牌均价为
16915元/㎡，历下区为23025元/
㎡。现在在济南想买到万元左右
的房子很难了，本期生活家给大
家推荐几个济南市场上性价比
较高的楼盘，需要买房的读者可
以仔细看一看。

恒大绿洲
价格：约10000元/平米

楼盘地址：长清大学路与凤
凰路交叉口东北侧。

户型面积：二居室(90 . 15—

100 . 73㎡)三居室(102 . 39—186 . 39
㎡)。

项目简介：济南恒大绿洲项
目现在还有98-135㎡户型房源在
售，集中在项目的46#、47#、49#
楼楼栋，还有大约500套房源。项
目现在房源价格在9800元/㎡起。
济南恒大绿洲小区内部规划有
观景湖、凉亭等设施。

物业费：1 . 2元/平方米/月；
物业管理附加信息：物价局审核
价格是1 . 6元/平方米/月，为回馈
业主，在项目全部交付使用之
前，也就是前三年，将由业主承
担1 . 2元/平方米/月，剩余部分由
开发商补贴。

中国中铁·诺德名城
价格：约10800元/平米

楼盘地址：世纪大道南章丘
新政务区西临，世纪大道路南。

户型面积：一居室(53㎡)三
居室(75 — 101㎡)四居室(121 —
135㎡)。

项目简介：中国中铁·诺德
名城现在面积为93㎡、101㎡户型
在售，均价10800元/㎡，预计2020
年交房。

物业费：1 . 8元/平方米/月。
内部配套：大地双语幼儿园、诺
德实验小学、全国知名中学。周
边学校：章丘实验小学、福泰小
学、章丘中学。

海信九麓府
价格：约9700元/平米

楼盘地址：二环西路与二环
北路交汇处东南。

户型面积：三居室(95 — 129
㎡)。

海信九麓府 1#楼面积为
102 — 132 ㎡户型在售，价格在
9300 — 10300 元/㎡左右，预计
2019 年 1 月 30 日前交房。项目
位于天桥区二环北路与二环西
路交汇处东南角，项目住宅规划
分 4 期开发，分别为雅园、和园、
如园、可园。

物业费：2 . 2 元/平方米/月。
首期雅园坐拥 1 . 2 万㎡私家园
林，以“文化·生活·健康”为主
题，将山水映像、康体休闲、亭台
轩榭等元素融合，设置多重文化
休闲景点及邻里交流、慢跑道、
草坪健身、宅间活动区等休闲康
体设施，创造“人在画中游，画在
景中过”的生活景致。

蓝石大溪地
价格：约 15500 元/平米

楼盘地址：槐荫经十西路
2999号(公交车20路到蓝石大溪
地站下)。

项目简介：蓝石大溪地别墅
在售 270㎡、360㎡、470㎡房源，
别墅均价 15000-18000 元/㎡。项
目在售现房房源，项目现阶段在
售高层、洋房、别墅房源。高层在
售 71㎡房源，均价 15000 元/㎡，
洋房 196㎡房源，均价 15000 元/
㎡；项目预计后期加推新房源，
买房详情请咨询售楼处。

济南万元左右的楼盘 值得一看

装修安净水器
中小户型怎么选

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都
知道，整个装修过程中第一步
要进行的就是水电改造，过去
水电改造只要满足厨卫冷热
水需求、洗衣机上下水就够
了，现如今随着水资源的污染
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家庭选
择安装净水机。新房装修，在
水电改造的过程中就需要预
留出净水机所需电源和水源。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推荐几款
适用于小户型的净水机产品：

A.O. 史密斯 SR600-A3 净水机

A.O. 史密斯 SR600-A3
净水机卓越的无桶设计不仅
节省空间，也避免桶内细菌滋
生，保证即制即饮的新鲜。采
用两端进水的方式，使流道长
流速快，保证了水流量，透彻
过滤不等待。

A.O. 史密斯 SR600-A3
净 水 机 持 有 专 利 技 术 的
MAX3 . 0 反渗透滤芯，使用时
间更长，耐用且省心。五级过
滤，层层拦截重金属、细菌、病
毒等，带给家人健康用水。

霍尼韦尔 Aqua Touch 400 反
渗透净水器

霍尼韦尔 Aqua Touch
400 反渗透净水器整体外壳不
仅美观大气而且更加卫生，可
以作为台上式使用，放到橱柜
也节省空间。三节滤芯形成五
级过滤效果，复合滤芯过滤更
强劲。可以有效去除重金属、
微生物、细菌等有害物质。

机器通水量大，流速高，
避免等待时间过长。滤芯可以
自己手动更换，无需断水断
电，更加便捷。

3M DRO75-GH 智能致纯 RO
纯水机

3M DRO75-GH 智能
致纯反渗透纯水机，中端价
位、高端品质，进口陶氏滤芯
以及细节的智能控制都有，是
可供新晋奶爸奶妈安全选择
的产品。

该机器采用 3M 专利的
压缩活性炭滤芯过滤技术，四
级过滤节省空间的同时不会
压缩过滤效果，有效去除水中
有害物质，并改善水质、口感。
进口的陶氏反渗透滤芯，过滤
精度高、稳定性强、寿命长，能
够有效保证纯水的过滤。具有
贴心智能操控，安心省心。

美的 MRO1686B-50G 净水器

它具有高精度的过滤效
果，能够保护人类健康；它够
智能，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它
够人性化，滤芯 3 秒换，拒绝
繁琐步骤，它的优点，可不仅
仅是这些。

采用美国高端反渗透滤
芯，我们都知道，反渗透是将
水过滤成纯水，而这个反渗透
滤芯可以将微量元素保留，更
加有益健康。滤芯中，日本进
口可乐丽活性炭，吸附面积
大，吸附能力强；PP 棉+活性
炭的高端复合滤芯，以一抵
三，更加高效。具有高端工艺，
一体式水路设计，节省空间更
安全。快速换芯工艺，拒绝麻
烦。京东微联，手机智控，能够
控制开关以及检测滤芯，还能
直接购买对应滤芯。 据网易

这这几几款款新新车车绝绝对对有有你你想想要要的的
隔隔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十十一一””小小长长假假的的结结束束意意味味今今年年过过了了大大半半，，在在上上半半年年，，相相信信不不少少人人已已经经
攒攒够够买买车车钱钱。。今今年年 1100 月月有有 2200 多多款款新新车车上上市市，，而而这这些些新新车车几几乎乎涵涵盖盖了了轿轿车车、、
SSUUVV 和和 MMPPVV 等等各各个个领领域域的的车车型型，，我我们们马马上上来来看看看看有有没没有有你你想想要要的的““菜菜””。。

雷诺卡缤

预测售价：13万-18万元
上市时间：10月12日

卡卡缤缤是是雷雷诺诺旗旗下下的的一一款款
小小型型 SSUUVV，，也也是是小小型型 SSUUVV 里里
难难得得的的进进口口车车。。作作为为年年度度改改款款
新新车车，，新新款款的的造造型型相相比比现现款款做做
了了细细微微调调整整。。加加入入 CC 形形日日间间行行

车车灯灯让让它它更更为为时时髦髦，，整整车车风风格格
也也散散发发着着浓浓浓浓的的法法式式浪浪漫漫。。内内
饰饰风风格格和和现现款款车车型型无无太太大大差差
异异，，新新车车依依旧旧搭搭载载的的是是一一台台
11 .. 22TT 涡涡轮轮增增压压发发动动机机，，
最最大大马马力力 111166 匹匹，，与与
之之 匹匹 配配 的的 是是 66
速速双双离离合合变变
速速箱箱。。

丰田普拉多

预测售价：36万-62万元
上市时间：10月内

丰田普拉多是兰德酷路泽系
列的一个分支，这款中大型SUV
一直以来都以硬派越野车形象示
人，魁梧的体魄加上强悍的通过
性能都让它吸引了无数拥趸。每
月近5千台的销量，令其成为国内
最畅销的硬派SUV。今年10月，它
也将迎来中期改款。

新车的外观内饰都有了明显
的改变，整体风格更为前卫。新普
拉多会标配7座，同时还会增加全
景摄像头、LED大灯、座椅通风等
配置。现款车型上的全时四驱系
统会被分时四驱所替代。此外，新
车会搭载一台 3 . 5L 自然吸气 V6
发动机，最大马力 280 匹。

雷诺 Espace

预测售价：22 万起
上市时间：10 月 12 日

雷诺 Espace 自 2014 年巴
黎车展发布后，凭个性的外观、良
好的乘坐舒适性和灵活多变的大
空间，在海外受到不少消费者喜
爱，也获得不错的市场反响。

这款车可谓是国内 MPV
市场里最具个性的车型之一，外
观借鉴 Init ia le Paris 概念车的
设计元素，前脸的多条幅格栅与
前大灯融合，侧面采用时下流行
的悬浮式车顶设计，而尾部的大
灯设计与后车窗相呼应。由于
Espace 拥有独特的高底盘设计，
这让 Espace 在具有 MPV 空间
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一般城市
SUV 的通过性。

别克 GL6

预测售价：14万-19万元
上市时间：10月16日

别克算是10月份最抢人眼
球的一个品牌，计划在本月推
出两款全系车型：紧凑MPV
GL6，全新旅行车阅朗，以及两
款年度改款车型-别克威朗和
别克英朗。

GL8是国内MPV市场上最
畅销的车型之一，收获成功后，
别克为家庭用户打造了这款小
一号的GL6，走的是更为亲民的
居家路线。

GL6的造型风格和GL8一
脉相承，不过它更显年轻。内饰
设计简洁明了，功能按键的布
局也错落有致。新车座椅采用2
+2+2 的 6 座布局，2796mm 的

轴距为车内营造出不错
的乘坐空间。动力

上它将搭载全
新 1 . 3 T

三

缸发动机，最大马力 163 匹，峰
值扭矩 230 牛·米，与之匹配的
是一台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上汽名爵 MG6

预测售价：11 万-18 万元
上市时间：10 月 11 日

上汽自主品牌这两年做得
很成功，荣威RX5让人惊艳，MG
ZS也大获好评，MG在本月的动
作，就是推出全新换代的MG6。

老一代 MG6 虽然很帅气，
造型号称“十年不过时”，不过
全新名爵 MG6 基于 MG E-
motion 概念车打造，视觉效果
要更加帅气自然。新车将搭载
1 . 5T 发动机(代号 SGE 20T)，
其最大功率 124 千瓦，峰值扭
矩 250 牛米。

新车悬架系统将沿用现款
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结构，经
由上汽乘用车集团国际团队调
校，在运动支撑与舒适性间兼
顾得更好，非常值得期待的一
款换代紧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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