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盘名称 位置 价格（元/平） 产品类型 户型 供应量

劝学里
高新区飞跃大道与春秀

路交会处西北角
最高价11999 高层、小高层 建面约105平，120平 待定

万科大都会
历下区礼耕路与茂岭三

号路交会处

公寓16000

住宅28999-29999
公寓，住宅，商铺

97平公寓，层高4 . 5米，

住宅户型168平，206平

公寓、168平住宅即将

清盘，206平在售

万科如园
高新东区科新路与春暄

路交会处
待定 叠拼别墅

建面约190-245平叠拼

院墅
90套，约1 . 9万方

万科山望

市中区英雄山路与二环

南路交会处南行1800米

路西

均价19800 高层住宅
110-155平三室装修美

居

110-155平住宅，9#楼

底商

万科翡翠山语
历城二中（新校区）对面，围

子山路与兴元街交会处

万科城墅总价390万起；瞰山小

高14999起
叠拼别墅，小高层

别墅约160-350平

小高层约130平

万科城墅36套，瞰山小

高90套，高层100套

金域华府
经十路与凤山路交会处

北行400米
均价约24500

小高层、高层、商

铺

84平-127平实景装修

年底交付

3#6#11#在售住宅、11

#商铺、二三期储藏室

及车位

万科翡翠公园
历下区·花园东路与颖秀

路交叉口北侧
均价26000-27000

122-178平 公园

宽享大宅

三室两厅两卫、四室两

厅两卫
122-178平共276套

万科海右府
奥体中路与工业北路交

会处南行500米路东
700万-1900万/套 装修别墅 叠拼、合院、联排

叠拼：1；联排：3；

合院：3

中建·锦绣首府
济南市槐荫区青岛路与

顺安路交会处
21000-23000 洋房 125平，140平，160平 未入市

中新锦绣天地

济南市历下区世纪大道

与凤鸣路交叉口东行500

米路北

13200-13500 小高层 130平，148平 18000平

绿地新里城
英雄山路与二环南路交

会处南行1500米路西
均价21399 高层 75-140平 30000平

绿地山东国金

中心IFC

解放东路与茂岭山三号

路交会处北行600米路东
25000 小高层 127平，165平，197平 70套

招商·公园1872
解放东路与奥体西路交

会处西行100米
28999-29999 高层/小高层 134平、149平、179平 18275平

仁恒公园世纪
济南中央商务区解放东

路与茂岭山三号路
28999-29999 精装高层/小高层 96、129、167、190 20000平

金科城
经十路槐荫区政府

西临50米
待定 高层 100-140平 7#楼

东方博翠
华奥路与凤天路

交叉口东南角
待定 小高层 140-170平 3#楼

澜山公馆 标山南路33号 18000-19000 小高层 81-115平 9#楼

融汇城
二环南路与刘长山路交

会处
12999 高层住宅 90-143平 约1 . 8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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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应保持高位

热点片区集中入市

济南楼市供应量自下半年开始
逐渐增长，从当前市场形势来看，12
月的供求量或将出现小高峰，加上部
分楼盘加推或入市，成交价格还将有
回落的机会。

“12月份是各家房企年末冲刺的
最后机会，将有超过10个项目新开盘
入市，并有多个持销项目加推，初步
估计市场供应量将保持高位，或将超
过50万平米。在开盘、加推等促销优
惠下，成交量也可能出现小幅上扬的
态势，年末供求量‘翘尾’的可能性极
大。”济南名博城市发展研究机构市
场研究总监滕晓玲介绍。

记者调研发现，12月份不少新楼
盘加推或者开盘。中建·锦绣首府均
价在21000-23000万元/平，尚未入
市；万科山望均价19800元/平，还有
部分住宅和底商在售；万科大都会的
公寓和68平米住宅即将清盘，在售
206平米的住宅；绿地新里城均价
21399元/平，新供应约30000平米左
右。

高新区的楼盘劝学里即将入市，
是典型的刚需盘。招商·公园1872还
有18275平米的供应量；中新锦绣天
地供应量也很充足，有18000平米，这
两个楼盘均为130平米以上的改善性
住房；万科如园、万科翡翠山语和万
科海右府都推出了别墅产品。

从市场新增供应的区域分布来

看，主要集中在新东站、孙村、汉峪、
刘智远、长清等片区，典型项目如碧
桂园CLD凤凰首府、万科劝学里、金
科东方博翠、金茂府、阳光城丽景公
馆等，这对于平衡市场供应区域结构
有积极作用；从新增供应的产品结构
来看，刚需和改善产品并重，这有利
于进一步丰富市场产品形态，为更多
的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的空间。

市场盘整，价格难升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今年年底和明年上半年，是购房
者出手购房的有利机会。一方面年前
开发企业冲刺业绩以及回款的压力
较大，降价促销、底价开盘较多，前期
观望的购房者不妨考虑出手购房。如
金域华府预计年底交房，还有三栋楼
在售，商铺、二三期储藏室及车位还
有余量；绿地山东国金中心IFC还有
70套住房供应；劝学里建面约105平
米、120平米的高层、小高层，最高价
11999元/平；万科翡翠山语的90套依
山小高层价格在14999元/平起。

“2019年上半年，开发企业的经
营难度仍比较大，市场还处于盘整阶
段，价格难有上行的机会，也不失为
出手购房的好机会。之所以说观望可
能错失良机主要是基于济南城市发
展阶段以及市场发展规律。一方面济
南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城市更新也不
断加速，人口导入能力加强，坚实的
城市基础使房价不具备下行的通道，
当前价格的回落调整不会一直持续
下去，市场回归合理状态后，未来还
将保持温和波动上涨的态势，所以建
议当前还在观望的购房者不要过分
踟蹰。”滕晓玲说。

本报记者 马韶莹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济南各
个区域的配套也在完善。作为蓄势
待发的新区，高新东区的教育配套
也在建设完善。今年片区内也迎来
了一所新学校的开学，这就是位于
彩虹湖畔的雅文学校。近日，记者
来到这所学校，进行了实地探访。
依托北师大优势资源，该校将提升
片区教育水平，让周边业主孩子的
教育问题再无后顾之忧。

智能设备丰富学校生活

雅文中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培训中心提供教育教学支持，依
托北师大优势资源、秉承先进教育
理念，是重汽集团斥资上亿元建造
的一所公立初中学校，学校教学设
施齐备，也是高新东区发展重要的
教育配套。据了解，雅文中学的学
生在升入高中时将享受指标生政
策，这是所有民办学校和周边乡镇
学校都不具备的巨大优势。

上次到访雅文中学，还是学校
的挂牌仪仪式。近日，记者再次来到
雅文中学，正值学校的期中考试。与
上次到访的不同，学校有了人气。

之前，大家只知道雅文中学配
备了最前沿的教学设施，这次，记
者亲身体验了这些智能教具下的
学生生活。过去，每天的值日生要
捂着鼻子擦黑板，如今，黑板都是
智能黑板，不仅采用了环保的油性
粉笔，而且还能直接联网教学，学

习资料非常丰富。
学校还配备了书法教室、音乐

教室、美术教室等，可以让学生的
兴趣得到充分发展。目前书法课已
经开课了，书法教室里摆放着学生
的作品。书法李老师向我们展示了
学生作品，通过几节课的学习，学
生们的书法水平明显得到提高，而
且很多学生的作业水平也得到了
改善。前段时间学校还进行了书法
比赛，激励学生更加认真对待自己
的书法学习。

完善的特色课程体系

学校课程体系完善，在国家课
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丰富
多彩的校本课程。雅文课程体系包
括雅行、雅技、雅艺、文采、文慧、文
博六大类，除了常见的器乐、舞蹈、
绘画、球类、趣味数学、地震科普等
活动课程，未来还将开设新东方英
语、书法指导、STEM课程、3D打
印、智能机器人、动漫设计等特色

课程，使每一个孩子在雅文都能得
到最大化的发展。

雅文中学目前只招收了7年级
的学生。趁着学生考试间隙，我们
采访了几位学生代表。学生们面对
我们的采访没有丝毫的胆怯，问其
原因，原来雅文中学为了培养学生
的演讲能力，每天都有学生进行5
分钟演讲。在对学生的素质培养
上，雅文中学的确花了心思。

雅文中学还拥有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本着“润
泽生命、幸福成长”的教育理念，将

“雅文见长，品学兼优”作为育人目
标，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

雅文中学是由重汽地产无偿
代建的，这是高新区引入全国最优
秀的教育资源合作建设的成果，未
来将为高新区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师资队伍，对于促进高新区教育发
展，乃至全市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金科城尊享大城生活圈的成熟配套和立体交通
网，拥有醇熟交通配套；12条公交线路、BRT快速公
交，高铁，高速，高架，立体交通网络快速畅达济南各
大商圈几何中心，在都市快生活的节奏中，也能从容
出行，静享慢时光。紧邻轻轨R1、M3号线换乘站预留
口，R1线预计2019年元旦实现通车，生活于此，体验
游走在城市间的感觉，畅通无阻的极速体验里，记录
着你眼中最习以为常的风景。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上班族来讲，睁开眼睛就要
与时间争分夺秒地展开斗争，成为每天难以摆脱的
必修课。嘈杂的公交车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为
了能有一席落脚之地，甘愿被挤成“沙丁鱼”，满腔斗
志在去公司之前就已经被消耗殆尽。

比起公交，搭乘地铁出行则是一种最幸福的出
行方式，避开人头攒动的早晚高峰，15mins即可达到
公司。在温暖梦乡多停留的片刻时分，填满冬日里期
盼的小幸福。愉悦的乘车片刻，将记忆深处的奋斗时
光变得鲜活起来。

终于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身体早已超出所能
承受的最大负荷。摸摸饥肠辘辘的肚子，迈着沉重的
步伐，精疲力尽地走向地铁站。还没来得及反应，
15mins的地铁速度，将你瞬间“传送”到家门口。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得用餐，聊聊今天发生的趣
事。家人作为你奋斗的全部意义，从不愿意缺席与他
们相处的每个美好瞬间.

生活在金科城，除却每天的幸福点滴，更多的是
未来价值的无限生长。据第一太平戴维斯报告显示：
地铁通车，将拉动周边物业价值提升10%～25%，每
一条地铁线路都将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R1线正式运行后，开通价值无限可期。

地铁时代正驶入济南，西城发展重要一极强势
崛起，远见如金科，携“金科城纽约区”，借力地铁力
量，将呼啸而来的快速城熟生活带给每一位居者。建
面约100-140平地铁三房，新品绽放，恭迎品鉴！

各家房企冲刺，12月10余个项目新入市

年年末末楼楼市市供供求求量量或或将将超超5500万万方方
2018年已经步入最后一个月份，本年度的楼盘供应正式进入倒计时。近日，记者调研发现，12月份即有新楼盘入市，又有一些

已经开盘的楼盘准备清盘，总体来说供应量较为充足。改善和高端住房仍为主打。不过，在楼市遇冷和开发商冲量回款款的大前提
下，各楼盘或将推出促销优惠政策，刺激成交量。

“
”12月份供应量一览表（部分）

紧邻地铁，美好生活由此开“驶”

金金科科城城住住宅宅新新品品将将入入市市

依托北师大资源，雅文中学已开学

高高新新东东区区再再添添一一所所新新学学校校

雅文中学今年9月正式开学 谷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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