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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人人雨雨中中齐齐聚聚齐齐鲁鲁购购房房嘉嘉年年华华
近30家名盘亮相，多重优惠令人气爆棚

本报济南5月14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赵倩云）

14日，由齐鲁晚报主办的齐鲁
购房嘉年华活动开幕。楼市持
续回暖，近30家品牌楼盘看好

“红五月”，齐聚万达广场，拿出
最优惠的价格聚人气抢客户。

14日，气温骤降的小雨天
没有阻挡广大市民参加购房嘉
年华的热情。上午9点半，经四
路万达广场已是人头攒动，齐鲁
购房嘉年华各个展位前的来访、
咨询等都开始忙碌起来。现场万
科、中海、恒大、万达、世茂、鑫苑
等国内一线品牌开发商集中亮
相，重汽、银丰、国华、黄金等众
多本土知名房地产商也都带来
了各自的品质项目。近30家楼
盘基本覆盖省城楼市的热销
榜，给刚需、改善性需求的市民

提供了近距离了解的平台。
“我们计划在5月底开盘，

现正在认筹，这次嘉年华成为
我们聚集人气的机会。”万科金
域华府的营销负责人说出了参
展开发商的心声，楼市持续回
暖，刚需、改善性需求都在释放，
房价稳中上涨，他们都对“红五
月”充满信心，并借助此次嘉年
华为上半年业绩开启冲刺。

“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挺
好，统一搭建、简单明了，加上
周末市民都比较喜欢出门逛
街，休闲看房两不误。”重汽地
产营销人员说，这比此前自己
做的巡展效果要好，他们很看
好这两天的来访量。

“我看恒大的几个楼盘都
打出了八折优惠，奥东新都周
末还有20套特价房，一口价很

实惠。”市民袁先生和妻子一直
想换个三居室的房子，在房价
稳中上涨的市场环境下，这种
真金白银的折扣给他们带来很
大的实惠。活动现场，改善型产
品也是主力，济南的东、西、南、
北区域全部覆盖，可以全面准
确了解市场情况，综合对比选
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此外，主办方特设晚报免
费送回馈泉城读者活动，展会
两天每日前200名预约观展到
访者可获得惊喜礼品一份。活
动现场的齐鲁楼市购房俱乐部
也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大
家买房时遇到的难题、置业该
注意的事项等，都在这里得到
了满意的答复。市民可以继续
拨 打 预 约 参 与 咨 询 电 话 ：
0531—85196595、85196379。

江苏湖北共7 . 8万指标
被调到中西部

近日，对2016年高招江苏、
湖北将分别向中西部省份“输
出”3 . 8万、4万招生名额存有
异议，不少学生家长向包括江
苏、湖北省教育厅在内的教育
主管部门提出了陈情。

今年4月22日，教育部和国
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一份名为

《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
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
通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等12个省（市），将向中西部10
个省区调剂共16万生源计划。
而湖北和江苏拨出的名额占到
了总生源的近一半。

生源调入省份的高考生自
然多了几分保障，比如贵州，拨
入生源计划达到了3 . 82万。不
过，这可引来了生源拨出省份
高考家长的不满。

有湖北家长说：“本来湖北
升学压力就比较大，还要调走4
万个指标。凭什么全国四分之
一的指标都要从湖北调走？这
种搞法对学生不公平啊！”

教育部回应
录取率逐年提高

江苏省教育厅数据显示，
今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
36 . 04万，较2015年减少3 . 25
万。14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
健再度表态：“一是普通高校本
专科招生计划中招收江苏学生
的总规模不减少。二是本一本
二等各批次招收江苏学生的计
划规模均不减少。三是重点高
校招收江苏学生的总计划不减
少。”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
也作出类似表示。

14日，教育部也回应，安排
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
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
本前提。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
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
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并逐年提高。如2013-2015
年，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从
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
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0%。
据测算，预计两省2016年的高考
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将比
2015年有所提高。

一本录取率
江苏湖北并不高

不少家长对划拨名额支援
中西部的政策是支持的，但除
此之外，调出生源的省份是怎
么确定的？

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旨在
“缩小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
平均水平的差距”，推进教育公
平。那么，江苏和湖北要“被降
低”录取率，是因为他们的录取
率高吗？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江苏和湖北高考录取率、本科
录取率等不会降低，但是一本
录取率呢？

有媒体统计，近三年来的
平均一本录取率，全国范围内，
最高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都
超过了20%，而江苏和湖北只
有9 . 66%和10 . 87%，属于中等
水平。

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
很容易被家长接受：江苏和湖
北本来录取率就不高，还要外
调名额，北京天津录取率那么
高却不用外调，教育不公平。

综合新京报、新华社等

一一本本录录取取率率超超苏苏鄂鄂，，京京津津的的蛋蛋糕糕为为啥啥没没切切
教育部：向中西部调剂生源省份不会降低高考、本科录取率

14日，齐鲁晚报2016春季购房嘉年华在万达广场拉开帷幕，许多市民

闻讯前来。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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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16年高考还有20来天，但在湖北、江
苏，许多本该在家中陪伴孩子冲刺的家长，却怎
么都坐不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
印发的方案，湖北、江苏两省，今年将分别调出4
万和3 . 8万生源指标给中西部省份。江苏和湖北
高考的蛋糕，是否被切走了一块？

葛相关评论

简单倾斜指标，是对教育公平的片面理解

广大家长的紧张与担心，
并不难理解，大学招录名额的
蛋糕一旦切掉一块，就意味着
孩子金榜题名的机会少了一
些。他们所守卫的孩子前程，是
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朴实信仰，
也是对教育公平的顽强坚守。

一则消息引起家长的担
忧。这提醒决策机构，在出台关

乎千家万户的公共政策前，应
做足文章，多做调研。比如，调
整高考招生指标，依据何来？同
是教育发达省份，指标为何悬
殊？应事先拿出数据研判。

没有谁反对教育“扶贫”。
但是，具体到如何更有效地推
进教育公平，恐怕言人人殊，不
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理解。有人

认为高考公平就是全国统一命
题统一考试划定统一分数线，
还有人要让落后者先起跑……
招生指标上的合理调控很重
要，也很必要，但简单的倾斜，
而不是从基础的教育资源配比
上追求既讲公平又讲效率的理
想状态，也是对教育公平的片
面理解。 据人民日报

生源计划调出省份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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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据教育部、发改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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