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学学再再租租学学区区房房，，好好位位置置已已不不好好找找
聊城两所重点高中家长租房陪读群体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张跃峰

从8月26日开始，是聊城一中、聊城三中高一新生报到的时间。有家长在确定跟随孩子陪读之后，前
往学校附近小区租房，却发现哪怕是花高价也已经是一房难求。附近房产中介表示，早在7月份刚刚确
定录取名单时租房的话，房源还好找一些，如今只能再往远处的小区找找了。

为了能让孩子专心学习，在聊城一些重点学校，不少家长从初中就开始陪读，有的家长则将自己家
房子出租出去，从小学开始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以方便孩子上学。在聊城一中、聊城三中等重点高中附
近，家长陪读的群体越来越大，学区房的房租也是明显比其他小区要高出四五成。

现实版“孟母三迁”

从小学跟随孩子租房

在确定聊城三中8月26
日报到之后，市民孔女士8
月24日专门前往学校附近
的几个小区寻找房源。为了
确保孩子高中三年有个好
的就读条件，孔女士经过跟
全家人近一个月时间的“协
商”，最终确定还是暂时搬
家。然而，等她找了一圈下
来，却发现别说合适的房
源，哪怕面积小点、条件稍
微差点的房子也不好找了。
找到房产中介，对方建议说
可以稍微远点儿找找。但孔
女士认为，如果再远的话就
失去了意义，其实她家就住
在城区振兴西路的一个小
区，孩子骑自行车也就是不
到20分钟时间，搬家的初衷
就是尽可能地距离学校近

些。
与孔女士相比，今年孩

子考上聊城一中新校的市
民李先生由于动手早，很容
易就找到了房子，现在已经
着手搬家了。相对来说，在
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府系统
工作的李先生寻找学区房
很有经验，因为他从孩子上
小学就开始了搬家之旅。李
先生家住柳园北路一个小
区，孩子没有按照划片就近
上小学，而且选择了最为热
门的聊城外国语小学，初中
则在聊城文轩中学就读的。
最初，他跟爱人接送了两年
时间之后发现太麻烦，所以
干脆将自己家房子租了出
去，在聊城外国语小学附近
租了一处房子。这些年虽然
换了几个地方，但一直都是
在附近租的房子。在得知孩
子考上聊城一中新校之后，
他又提前在附近租了一处

房子。“再在外面辛苦3年时
间，等孩子考上大学就可以
回去了。”

房租年年上涨

5年时间已经翻了一番

在位于聊城一中东门
附近的龙山西街上，因为
紧靠着聊城一中，几个小
区 都 是 聊 城 最 早 的 学 区
房，也是陪读一族出现的
居民小区。虽然这几个小
区都是老房子，但是房租
价格却都不低。以位于龙
山 西 街 的 师 范 家 属 院 为
例，一个简单装修的三室
两厅105平方米房子，每月
房租高达2400元，还要求
必需是一次性支付一年的
费用，否则房租价格则会更
高一些。

李先生也租住在附近，
到这次孩子上聊城一中新

校换房子，因为聊城外国语
小学、聊城文轩中学以及聊
城一中老校相邻，他在附近
已经租住了5年多时间。这5
年时间里，附近的房租价格
几乎是年年都上涨，与5年
前相比如今已经翻了一番
还多。

走访过程中记者了解
到，一般来说，每年高考过
后就学区房转租的高峰期，
孩子考完大学陪读家长结
束使命。等中考结束各高中
录取名单确定，再迎来一波
学区房租房高潮。

据聊城一中、聊城三中
附近的房产中介工作人员
介绍，这些年家长陪读群体
越来越庞大，也让附近的学
区房越来越紧俏。一般来
说，受经济条件影响，学区
房面积越小越受欢迎，1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几乎都
是最后租出去的。

本报聊城9月4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
雁翔 李宇鹏) 8月31日，
市技师学院特邀中共山东
省委党校特聘教授章猷才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7 . 26”
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和行动》
的主题报告，学院党委书记
李友渔等领导班子成员及
干部职工600余人聆听了报
告会，会议由学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纪光泽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
了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
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
纲领。章猷才教授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按
照总论、分论和结束语三大
板块对讲话进行了逐一分
析介绍，并对讲话中的创新
之处进行了突出强调，报告
观点鲜明、视野开阔、主题
明确、生动形象，对于进一
步加强学院党建工作，提升
教职工思想政治素养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纪光泽在总结时强调，
各单位要以此为契机，立足
岗 位 ，深 入 系 统 地 抓 好

“7 . 26”重要讲话精神的学
习宣传贯彻，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用

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
扎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做
好当前学院各项工作，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举举行行学学习习
习习近近平平总总书书记记““77 .. 2266””讲讲话话精精神神报报告告会会

本报聊城9月4日讯 (记
者 李军) 为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建设文明幸福
新聊城，聊城将举办中国体
育彩票“江北水城 运河古
都”(聊城)迷你马拉松健步
走嘉年华活动，将于9月24
日在聊城奥森体育场举办。
目前，网上已经开始报名。

本次活动由聊城市全
民健身运动会组委会主办，
由聊城市体育局承办，由聊
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9月24日上午8：00，将在聊
城市奥森体育场举行开幕
式，活动起点、终点均在聊

城市奥森体育场。本次迷你
马拉松健步走全程共 6公
里。

具体线路规划为：奥森
体育场西北门1号通道(起
点)、奥森公园健一路向西
约800米右转、徒骇河东岸
滨河大道人行道向北约2 . 4
公里左转、陈口桥(桥上通
过)、徒骇河西岸滨河大道
向南约2 . 4公里右转、湖南
路大桥(桥上人行道)、右转
直行约200米左转、奥森公
园健一路向东约800米、聊
城市奥森体育场西北门1号
通道、返回体育场内集结

点。
本 次 活 动 规 模 将 有

5000人，即日起开始报名，
截止到9月24日，额满为止。
报名时需提供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报名
信息。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网站 (点击：h t t p：/ /
prt.jinyuncai.cn)填报资料报
名。报名咨询热线：0635-
8903691(工作日)。本次活动
年龄限制18-65周岁，儿童
请家长监护下参加。

报名成功者自愿领取
体育彩票大乐透电子体验
券一张，就有获得500万大

奖机会。体育彩票大乐透电
子体验券领取流程：通过网
站报名成功后，活动当天现
场扫描二维码且验证手机
号码成功后，即可获赠体彩
大乐透电子体验券一张，每
人限领一张。2017年9月27
日晚八点前凭电子体验券
到聊城体育彩票指定销售
网点，扫描“手机在线”二维
码并下载安装APP后，电子
体验券换取体彩大乐透价
值15元的追加投注彩票一
张，投注号码、注数、倍数由
自己自行选择决定。过期无
效，视为放弃。

中中国国体体彩彩聊聊城城迷迷你你马马拉拉松松

健健步步走走嘉嘉年年华华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按照银监局聊城分局“金融知
识进万家”宣传月活动安排，华夏银
行聊城分行6家网点积极准备，于9
月1日正式启动“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活动。

该行以认真落实银监会2017年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
为重点，根据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针对近期违法违规“校园贷”、“培训
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等情
况，结合正在开展的专区“双录”管
理、校园贷规范管理等重点工作，确
定2017年“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的
具体安排：一是抓好营业网点阵地
宣传，充分发挥厅堂宣传作用，6家
营业网点均设立金融知识宣传专
架，张贴宣传海报，同时，在门楣电
子显示屏、网点内电子利率屏等平
面媒体上循环播放活动主题口号。
二是加强厅堂公众咨询服务，配备
厅堂金融知识宣传员主动开展宣
传，充分利用客户办理业务的等待
间歇，将“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穿
插进厅堂服务中。三是重点落实银
监局要求的进社区入住户、进商圈
入商户、进学校入课堂的要求，在9
月结合学校开学时机进入校园宣
讲；并结合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日在
人群集中商圈、街区、广场、公园、居
民小区设立集中宣传点和咨询台、
摆放宣传材料，悬挂活动横幅，围绕
活动主题，组织员工披挂绶带深入
开展宣传。通过派发宣传折页、宣讲
风险防范要点、提供专项咨询、开展
有奖问答等形式强化“面对面”普宣
效果，提高公众参与度、扩大宣教覆
盖面。

华夏银行聊城分行

积极开展“金融知识

进万家”活动

挂失声明
聊城大学材料学院办公室于

2017年3月不慎遗失山东增值税
普通发票两张，发票编号分别为：
No. 01227957，No. 01227958！现特此
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爱车码头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丢失特发此证明！
段超，371502198704100351，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桑丽霞法人手章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王崭中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不慎丢失，证件编号：
15040528，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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