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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地产

万泰·麓溪公馆

价格：均价11000元/平方米
地址：莱山观海路鹿鸣小区北

(颐中大酒店路正对面)

优惠：万泰·麓溪公馆一期剩余
房源近20套左右，目前一期剩余房源
一口价清盘一次性付款减3万，按揭1

万，二期新推房源每平米200元优惠，
一次性97折，按揭99折。

鼎城·国翠

价格：均价11000元/平方米
地址：芝罘观海路以东、烟台市

城市规划展览馆以南
优惠：鼎城·国翠售价稳定，剩余

户型大部分为大户型，8800元/平方
米起，均价11000元/平方米，93-220平
方米户型可供选择，剩余93、96平方
米户型的房源中高层居多，以旧换新
活动持续进行。

三兴·御海城

价格：均价5900元/平方米
地址：高新区农大东路西侧(高

新区管委会西侧南行500米)

优惠：三兴·御海城二期预计8月
上旬开工，一期有三栋已经封顶。一
期工程项目均价为5900元/平方米，
起价为4888元/平方米。项目一期购
房赠送装修基金，价值两万到五万不
等，赠送家电基金2000元左右。

容大·东海岸

价格：最低价6180元/平方米
地址：高新区农业大学西门南

(解马路和科技大道交汇处南300米)

优惠：容大东海岸120到160平方
米空中花园绽放，商业街商铺继续招
商中，容大东海岸加推特惠房源，40

至90平米住宅特惠加推，限时抢购！
容大东海岸现房每平米优惠700元，
期房每平米优惠400元，贷款可享受
9 . 9折优惠，全款享受9 . 8折优惠。

学府铭座

价格：均价8800元/平方米
地址：芝罘青年南路与红旗中路

交汇处，太贵砂锅总店以北
优惠：购房减3万房款，全款再享

9 . 7折，贷款再享9 . 9折，目前剩余房
源不多，仅剩20多套，户型在98-160

平方米之间，13层以上，均价8800元/

平方米。

泰然名居

价格：均价8000元/平方米
地址：芝罘环山路73号
优惠：泰然名居写字楼正在热销

中，3-5层，均价约9000元/平方米，目前
均价为8000元/平方米，A户型每平优
惠200元，C户型和D户型每平优惠300

元；在此基础上总房款再优惠5000元；
此外购房还可享受一次性付款9 . 8折，
按揭9 .9折优惠。

福地隆城

价格：均价6800元/平方米
地址：莱山区观海路与学院路交

汇处东300米
优惠：福地隆城7#楼剩余100多

套房源，目前均价6800元/平方米米，
总价58万起。全款享受9 . 8折，按揭9 . 9

折、选房9 . 9折、会员9 . 9折、按时签约
9 . 9折和现金红包优惠。

金象泰·温馨家园

价格：均价6900元/平方米
地址：芝罘只楚路和楚凤一街交

汇处
优惠：金象泰温馨家园7月31日

获得11D#住宅楼和1#商住楼的新预
售，暂时定于9月份开盘。

富甲逸品

价格：均价8400元/平方米
地址：芝罘二中南校东邻，惠安

小区北
优惠：富甲逸品三期热销中，折

后均价约8400元/平方米，一次性付
10号楼已经清盘，6号楼剩余20套128

平方米和139平方米房源。

购买理由

相对于普通商品住宅而
言，学区房具有单价相对较高、
升值空间相对较大的特点即使
是在楼市的低迷期，学区房的
成交量与租赁量仍旧保持比较
稳定的状态。那么为什么大家
对学区房如此青睐？记者了解
到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

理由一：孟母三迁
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学校周边文化气息比较浓重，
人文环境比较好，家长希望让
孩子在好的环境中受到熏陶，
使他们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发
展。

理由二：交通便捷 安全
配套设施完善

名校周边向来是交通密集
的场所，也是政府会加大力度
保证安全的区域，并且必然能
够感受到学校带来的成熟配套
设施所带来的方便，生活便利，
孩子成长环境安全。

理由三：教育房产双投资
升值空间大

购买学区房也不失为一种
投资行为，只要重点小学、名牌
中学不搬走，学区房的升值空

间将十分巨大，当孩子毕业之
后，完全可以把升值多倍的房
子再卖出去。

新旧学区房PK

家长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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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房成为一些房地产
商的一个促销手段，好的学
区 房 普 遍 高 出 其 他 房 源 的
2 0%，尽管价格不菲，但往往
倍受关注。那么究竟是买一
手学区房划算还是买二手学
区房受市民青睐？我们听听
来自市民的不同声音。

王女士：新房更划算
在打学区房招牌的售楼

处里，记者见到不少奔着学区
房而来的购房者，王女士接受
记者采访表示，自己认为学
区房还是买新房更加划算：

一方面，买了新房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装修，反正
孩子还小，可以慢慢来，装修
的风格能够保证孩子在学习
和休息的时候更加舒心，能
够调节孩子的心情，并且新
的楼房周边环境好又干净，
监控等方面也好一些，住的

也放心；另一方面，二手学区
房由于设施齐全等原因普遍
价位较高，同样的价格当然
不如新房划算，同时，学区房
的火爆使得其不愁卖，到时
候自家不用了，是租是卖都
是相当方便的。这些想法使
得王女士决定要买一个新的
学区房。

刘女士：二手房更方便
在学校周围的房产中介

公司，正在看二手房信息的
刘女士表示，孩子就要上高
中了，希望在学校附近买一
个中等户型，方便孩子回家，
节约孩子的时间成本，同时
也方便自己照顾孩子。在问
到为什么选择二手房而不是
买新房的时候，刘女士回答
说，她认为二手房比起一手
房更加方便一点：

一是二手房基本不用装
修，小修一下打扫干净就可以
入住，大大的节约时间和金钱；
二是大部分二手房都是比较成

熟的社区，周围配套设施比较
齐全，煤电暖都有保障，居住方
便；三是买学区房就是为了孩
子上学方便，孩子毕业了自然
就没有用处了，到时候卖起来
也不会因为花了大力气装修而
不舍得。

业内声音

业内人士认为，学区房
要以居住功能为主，房子是
要住很久的，不能为了学校
而 放 弃 了 自 己 想 要 的 生 活
功 能 。看 房 子 的 时 候 ，还 是
要看它的居住品质、楼盘景
观以及居住功能等方面。当
然，拥有良好居住价值的基
础上，如果周边还有学校教
育资源，那么这个房子是非
常值得考虑的。

因此，学区房究竟是选
择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是见
仁 见 智 的 事 情 ，要 住 的 舒
服 、方 便 ，满 足 生 活 需 求 才
好。

学区房推荐

二二手手学学区区房房交交易易正正当当时时
临近开学租房价也涨了一二成

新新旧旧学学区区房房优优势势大大比比拼拼

专刊见习记者 何翔

学区房，一个特别的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学区房是
房地产市场的衍生品，同样也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独
特的现象。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家长为使孩子不输
在教育的起跑线上，不惜花费重金购置教育质量好的学区
的房产。

临近开学季，不少家长又
在为给孩子多省出些往返学校
的时间，而四处看房租房。

芝罘区华茂街一家房产中
介的负责人秦经理介绍，学区
房不存在淡旺季之说，家长的
咨询电话一年到头响个不停。

“购买学区房的，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刚性需求，”秦经理表示，
学区房历来都是中介和家长关
注的重点。“房价降，学区房肯
定降得慢；房价涨，学区房肯定
涨得快，这是规律。”她说，不管
房价怎么样，买学区房的人心
里清楚，肯定亏不了。在限购逆
势中，学区房之所以受宠，关键
在于学区房的性价比较高，相
对于普通住宅而言，学区房具
有单价相对较高、升值空间相

对较大等特点。“买学区房能够
缩短学生们上下学的时间，我
家孩子还小，离学校近点，接送
孩子方便，不仅时间上可以缩
短很多，而且离学校近，孩子能
够更安全一些，平时吃饭还可
以让家里人照顾，不至于影响
了饮食。”市民曹先生如是说。

然而采访中，仍有不少家
长对学区房的选择比较挑剔，
他们认为，买房尤其是买学区
房，一定要挑准了学校、挑准了
地段位置，否则买了也不称心。
从这点不难看出，楼盘与名校
的合作，成为了很好的卖点，而
就近就读就成为了最吸引购房
者的因素。不少重点学校附近
的学区房出租价格普遍上涨了
10%-20%。房源变得十分紧俏。

随着房租价格的水涨船
高，学区房每月不菲的租金也
让不少工薪阶层的家长感到吃
力。记者从房产中介了解到，五
六十平方米的学区房租金均在
1200元到1500元左右，装修稍
好一点的价格还要贵上二三百
元。不仅如此，高校附近的小区
房租也不同程度的上涨了20%

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从实际情

况来看，受就近入学原则的限
制，不少购房者格外看重项目
周边有什么样的学校，这一点
在外地购房群体当中表现得尤
其明显。在房产楼盘竞争由地
段、价格向配套、规模、环境、物
业管理等综合品质转变的今
天，教育配套已成为楼盘新的

竞争点。
事实上，观察烟台楼市近

几年的发展不难发现，包括佳
隆·学府铭座、润鼎嘉园、青桦
逸景、鼎城·国翠、三兴·御海城
等项目，均凭借教育资源而抢
占了市场优势，在各种市场形
势下迎来了热销。

烟台二中高中部将搬迁至
高新区的消息，也让容大·东海
岸、中海·紫御公馆等区内楼盘
升值可盼。从价格来看学区房
在二手房这个大范畴内显得与
众不同。对于家长而言，关注的
焦点一是房子的位置，二是价
格。为了孩子，许多家长不惜一
掷万金，但无论楼市走高还是
走低，学区房的价格始终“纹丝
不动”。

专刊记者 闫正翔

在不景气的楼市
行情下，学区房交易
一直相对较为活跃，
类似“名校就在你身
边”、“买房可读XX小
学或XX中学”的楼盘
广告，也引起了不少
家长的关注。在烟台，
教育资源越来越受到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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