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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新闻

从北师大教育到山师附小

名校教育仍是最佳营销筹码

考虑到鲁能领秀城引入了
胜利大街小学分校和育英中
学，刘女士一家人经过慎重考
虑，2009年底买入领秀城一套
140多的三居室，去年全家已经
入住，目前儿子也转到了领袖
城的三之三幼儿园。

刘女士夫妇都毕业于知名
高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她，
希望儿子将来能受到最好的教
育，她告诉记者，为了儿子上
个好学校，即使再辛苦一点也
没什么。

重汽翡翠郡

响亮喊出教育地产口号

其实像刘女士这样的家庭
非常多，地产公司看到家长的
这种名校心理，纷纷引入优质
教育，不惜重金打造教育地产
牌。前些年，影响力最大的当
属打出名校品牌的是重汽翡翠
郡，而在此之前雅居园已把山
师附小引入小区。

2006年前后，重汽翡翠郡
打出教育地产品牌，和北师大
合作引入其优质教育资源北师

大基础教育，打造济南第一教
育社区。通过对教师的培训，
将北师大的教育和研究成果应
用于教学实践。

虽然翡翠郡没有直接把北
师大的教育搬过来，而只是采
取了对口合作，但是在当时的济
南，他是秀响亮的喊出教育地产
的项目，也让家长们对于名校教
育的认同更深入了一步。

比邻名校山师附小

文华园开盘一炮走红

在翡翠郡响亮的喊出教育
地产的品牌后，在一段时间
内，不少开发商纷纷大打教育
牌，比较引人瞩目的有鲁能领
秀城、中海奥龙观邸、海尔绿
城全运村等。

最让家长们动心的就属
2009年推出的文华园。2009年
位于历山路东侧，和平路以南
的文华园推向市场，因为属于
山师附小学区，开发商打出了
教育地产的牌子，喊出了“客
厅里看孩子在教室读书”，深
得家长的认同。

2009年上半年，济南市的
整体房价在每平米六千左右，
而文华园凭借地段和教育优
势，卖出了1万元每平方米的高
价，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受到
了家长们热捧。

优质教育集中化

历下、市中基础教育最优

在安全厅工作的刘先生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济南人住东
不住西住南不住北的习惯，除
了和西边北边自然环境更差一
些有关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当地的教育水平要整体落后
一些。

他说，济南最优秀的教育
资源都集中在历下区和市中
区，其次历城区，天桥区和

槐 荫 区 目 前 没 有 很 好 的 学
校，像市中区有胜利大街小
学 、 经 五 路 小 学 、 育 英 中
学、实验中学，而历下区有
山师附小、甸柳一小、解放
路一小等知名学校，这些教
育教育资源都不是一朝一夕
积累起来的。

(楼市记者 刘万新)

市民重金买“学区房”

在行业术语中，学区
房 又 被 称 为 “ 教 育 地
产”。从某种意义上讲，
学区房是房地产市场的衍
生品。时至今日，傍着名
校的学区房房价普遍偏
高，消费者也是有苦说不
出，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
激烈，为使孩子不输在教
育的起跑线上，家长花费
重金购置一套属于教育质
量好的学校学区的住房，
完全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
事情。另外，一些重点中
学附近的商品房也受到学
生家长的青睐，在学校附
近购买房产居住，将有利
于家长管理孩子的生活和
学习，孩子也可以提高学
习的效率。

据了解，此前为了让

孩子进入理想的重点学
校，家长往往采取托关
系、缴纳赞助费等方式，
造成教育不公、问题频
现，相关主管部门不得不
明令禁止，并定出了以公
平为目标的“就近入学”
的方针。制度上尽管如
此，一些重点学校依然会
出现削尖脑袋往里进现
象，再加上一些开发商、
中介利用周边重点学校的
概念炒作，导致市场越来
越畸形。

名校资源

成为大盘销售杀手锏

住房、教育、医疗三
大民生问题，是目前市民
最为关注的话题，住房问
题，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
核心。教育的配套又是购
房者考虑最多的部分，成
为楼市成交的关键因素。

随着省城大规模社区
的开发建设，大盘对教育
资源的引进与开发成为销
售的一大亮点。鲁能领秀
城、中海奥龙官邸、名士
豪庭、鲁商常春藤、阳光
壹佰等大盘从幼儿园到中
小学的配套都已涉足，一
站式精英教育配套，让子
女的休息时间不会被去学
校路上占用，成为消费者
“学区房”的新定位与新
选择。

新兴“学区房”受宠

采访中曾在市中心购

买传统学区房的王女士对
学区房概念有了全新的认
识：“最初买市区的商品
房简单的就是为了让孩子
上名校，有一个好的学习
环境，但从现实状况来
看，名校一般都聚集在市
中心位置，车流如织的交
通、热闹繁华的市中心，
这些并不是孩子学习的最
佳环境。相比之下，如今
大社区均以教育配套引名
校入社区，方便、解决了
业主子女入学问题，学区
房已不仅仅局限于旧有的
传统观念中。”教育与地
产的联姻，是一种需求的
契合，符合社会、业主、
房产商的利益，不仅在济
南房地产市场备受关注，

放眼全国楼市大都如此。
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教
育地产既可减轻政府投资
负担，通过社会投资，推
动教育发展，又可推动社
会文化的传播，因为教育
地产更多地是宏扬一种文
化精神。

从租赁市场和二手房
的表现来看，无论房屋租
赁，还是二手房转让，其
价格都比不具备教育资源
的小区高出一截。眼下，
楼市时值市场调整期，市
民仔细对比一下便可发
现，教育地产的抗跌性依
旧很强，价格坚挺，有些
楼盘甚至逆势上扬，提价
销售。

(楼市记者 贾婷)

近年来，济南楼盘开发
由依傍学区房提升知名度和
房价，到制造教育地产的噱
头，再到社区引进名校成为
常态，一路走来，楼盘开发
带动的教育资源拓展，使得
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机会在增
多。在大盘进行的区域开发
带动下，加之教育观念的改
变，人们在买房的时候卖大
屋换小屋，卖新房换旧房，
为孩子牺牲一切，孟母三迁
的现象在减少，唯学区房不
买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

在新浪论坛上，名为
“寄居小蟹”的发贴者说，
结婚时买的房子，当时年轻
也没有想太多以后孩子上学
什么的问题。结果有了孩子
以后，发现上学成了让我非
常头疼的问题，经五路小学
离家不远的地方，但是他们
院儿的孩子都分不到这个学
校，只能想办法吧孩子的户
口签到姥姥家，上了大明湖
小学。而他前不久去万象新
天参加运动宝贝的活动，顺
道就去了解了一下那儿的房
子，发现新房还没有盖好，
教育配套已经规划好了，都
是北京的好学校，发现现在
的人们都越来越重视教育配
套了。他不仅发出疑问，这
究竟是教育配套重要了，还
是好的学校越来越不容易进
了呢？

其实，随着城市建设的
加快，城市中心商品房用地
的减少，新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多出现在老城边缘，而多
在老城区的公办学校的不足
也日益显现，于是，引进名
校、社区内入学成为新开发
项目的必然选择，如鲁能领
秀城对育英中学，胜利大街
小学的引进；天鸿万象新天
0-18岁无缝教育体系全面启

动，欲开创济南全体系名校
教育先河；济南阳光100小
学在阳光100小区的建立等
等均解决了区域教育资源不
足的问题，而后续大盘的开
发也将走同样的路子，市民
在改善居住的同时，孩子的
教育问题也得以解决。

一位曾经被学区房困扰
的人士介绍说，学区房的问
题水很深，年年政策可能都
不一样，变化大，而且很多
学校的入学条件是不成文
的。有的业主买了房子，发
现根本不能上一墙之隔的名
校；或者开发商最初承诺只
要出示购房合同就可在该校
上学，但到了孩子该上学的
时候，房子还没入住，户口
没有迁进来，只能干瞪眼；
有的一个小区里只有几栋楼
属于名校学区，自己买的房
所在的楼并没有被划入该学
区范围内；还有业主发现原
来房主的孩子还在该校上
学，按照学校的规定，一个
家庭地址只能有一个孩子上
学的名额；还有些名校，报
名人数多，要根据学生和家
长的情况择优录取，面试完
学生，还得面试家长。而新
开发楼盘对学校的引进使得
买房者的困扰在减少，学区
房概念在逐步变淡。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目
前大家对传统学区房的“追
求”仍然是主流，但是随着
老城学区房以及学校设施的
日益陈旧，新开大盘的逐渐
增多并引进良好的教育资
源，以及家长教育观念的转
变，社区内入学将会成为未
来的主要方式，而对于此种
模式，政府有关部门也是持
肯定态度并给予大力的支
持。

(楼市记者 田园)

大盘教育

传统学区房
优质教育地产改变置业观念

学区房依然是购房者主要的考虑对象，但
是区别于往年的削尖脑袋进传统名校，不少置
业者的学区房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

2005年刘女士从济南东部购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
子，在小区居住了三四年后，前年刘女士的儿子三岁
了，考虑到几年后孩子要上学，为了能受到良好的教
育，刘女士决定买套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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