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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C1166 今日烟台

近期楼盘优惠信息

城发康和新城

项目地址：芝罘区红旗西路与
电厂东路交会处南900米

近期优惠：芝罘区城发康和新
城推出品质升级新品——— 康和新城
君林山景电梯洋房，产品为96-120平
方米一梯两户、全通通透小高层、多
层洋房，现正全城火爆认筹中，惊爆
价5980元/平方米起，即将于4月12日
盛大开盘，现可享一万抵二万超值
钜惠！

香缇熙岸

项目地址：福山区福海路和蒲
湾街交会处东北侧

近期优惠：一期圆满收官，二期
认筹即将全面启动，一口价4999元/

平方米，超值特价房。一期最后的
4999元/平方米一口价，迎接二期的
上市。

中正公馆

项目地址：芝罘区蓁山路西端
近期优惠：中正公馆新品上市，

首付5 . 8万元起，75、85平方米多层三
居，100-262平方米山景电梯洋房，特
惠认筹中：抢先认筹，即可定房号；
早认筹，多优惠，日进斗金，分秒必
争；折上折，惊爆9 . 5折还享开盘优
惠。

大成门

项目地址：芝罘区南大街149号
近期优惠：南大街珍藏楼王，升

级加推，130-145平方米奢享户型，尽
享南大街万平实景园林中轴景观，
即刻认筹最高优惠达8万元。大成门
1、6、8号楼新品在售，88-130平方米，
房源锐减，首付仅需一成。

烟台星颐广场

项目地址：开发区长江路与嵩
山路交会处西南角

近期优惠：2号住宅楼2015年3月
14日将开始全面认筹，共计216套，户
型面积从77平方米两室到104平方米
三室不等，两梯四户，全明设计，户
型设计方正实用、布局合理，部分户
型拥有5 . 2米左右面宽的超大阳台，
主卧赠送超大飘窗赠送面积为1-2 . 3

平方米，9层及以上即可观海，视野极
佳，亲海却不近海。认筹期间，交5000

元即享购房9 . 5折和15%超低首付，烟
台星颐广场3号楼、4号楼，均价7500

元/平方米，项目正在做外立面，即将
完工，预计2015年12月30日交房。

中海国际社区

项目地址：高新区港城东大街
与海越路交会处往南500米

近期优惠：中海国际社区项目
二期团购政策将变为1万元抵扣1 . 9

万元的优惠，依次每周优惠递减1000

元。中海国际社区起价4980元/平方
米，高层在售面积有72、95平方米，均
价在5300-5500元/平方米之间。最新
工程进展：项目已经封顶。中海国际
社区将于5月份左右推出新的小高层
房源。

万行中心

项目地址：开发区淮河路1号
近期优惠：万行中心二期全新

诚意登记启动，交3000元享30000元开
盘优惠，二期共有4栋高层，户型面积
在72-161平方米之间，目前已建至地
上三层，预计5月开盘。万行中心一期
1-7号楼在售，项目售价稳定，起价
6800元/平方米，均价7400元/平方米，
户型面积80-140平方米，优惠全款
9 . 8折，按揭9 . 9折。一期7栋楼已封顶，
现在正在做外墙保温。

芝芝罘罘继继续续禁禁止止择择校校，，学学区区房房又又升升温温
二手学区房尤为火热

专刊记者 孙芳芳

每逢夏天来临，要升小学和小升初的学生家长们就会开始关注学区房的问题。今年是芝罘
区义务教育段禁止择校的第二年，通过购买学区房让孩子步入理想学校，依旧是一些家长的想
法。学区房又开始升温，无论是新建住宅还是二手房都颇受关注。

新学期，烟台芝罘区继续
施行义务教学全部禁止择校方
针，并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完善
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行动。记
者从芝罘区教体局了解到，今
年，芝罘区义务教育段公办学
校全面禁止择校，学生入学(包
括中途转学)都要遵守按学区
入学的规定，学生转学要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学生和其
法定第一监护人的户口簿和房

产证地址一致并且属于转入学
校学区范围；二是转入学校所
在年级的班额没有超出省定班
额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规定。

自去年烟台芝罘区小学、初
中全面禁止择校后，户口便成为
芝罘区小学生就读知名中小学
的唯一“通行证”，这对名校周边
的学区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
好消息，政策落地随之带动了名
校周边学区房价格的大幅攀升。

由于芝罘区的热门学校
大多位于中心城区，而由于开
发早、地价高等原因，城中心
地区近年来几乎没有新开发
的楼盘入市，所以，二手房便
成为学区房交易的“主力军”。
业内人士预估，随着“择校禁
令”政策的发酵，名校周边二
手房交易的价格和成交率均
会明显上升。而在去年禁令发
布后，便有房主连夜涨价。

尽管学区房价格上涨，但

购房者的需求依然旺盛，各中
介也纷纷将学区房源作为主
打产品。“现在家庭都是围着
孩子转，为了孩子上学更是舍
得投入。一些即将结婚的年轻
人看到‘择校禁令’后也都改
变了买新房的打算，准备在好
学 校 附 近 先 买 个 二 手 房 住
着。”毓璜顶附近一家中介的
房产经纪人表示。

“虽然说学习主要靠孩子
自己 ,但还是不想在这方面留

遗憾。”市民刘先生说，女儿马
上就要上初中了，按照学区划
分，只能到一个不太满意的学
校，原来打算交一部分“择校
费”，帮孩子选一个升学率高
一点的初中，但随着“禁止择
校”政策出台，自己只能选择
在别的学区买房子了。从年前
开始，刘先生就在二手房中介

留下了信息，一有合适的房源
就马上去看。

二手房中介也做足了功
课，在三马路附近，一家二手
房中介在展板上贴满了“精品
房源”的信息，除了位置、楼
层、户型、报价等基本信息外，
大多数房源后面还特意用大
字号标注了房源的所属学区。

鉴于学区房的高热度，很
多新建楼盘纷纷打起“学区
牌”。据鼎城·国翠项目的营销
总监胡岩川介绍，作为学区内
少数的“新盘”之一，项目自去
年被划到一中学区后，就有很
多市民前来咨询，随着“禁止择
校”政策落地后，楼盘的受关注
程度更高。

业内人士认为，学区房属

于稀缺资源，在整个楼市中属
于另类的存在。在楼市发展速
度有所减缓的情况下，一些“名
校”学区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
作为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产物，
学区房与其他概念的楼盘相比
拥有天然的优势，存在刚性需
求，所以在教育资源分配达到
均衡之前，学区房抢手的局面
不会有太大改观。

芝罘区继续禁止择校

新楼盘打起“学区牌”

二手学区房市场火热

专刊记者 夏超

“学区房”概念由来已久，
为了孩子上名校，家长们也是
费心费力。在去年楼市总体状
况不佳，今年去化压力大的情
况下，很多有购房意向的人都
在观望，而学区房是众多类型
楼盘中依旧坚挺的，特别是临
近夏季，新学期要开始之前的
一段时间，就连学校周边房屋
的租金也水涨船高。

学区房定义狭窄化

其实“学区房”这个概念
是不准确的，理论上，全市居
民住宅都是“学区房”,因为学
区划分是无缝覆盖的。当家长

们提到学区房，很多人是指靠
近“名校”的学区房。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名校学区
房”已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衍生
品，同样也是现行教育体制下
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家长为了
孩子，不惜花费重金购置属于
教育质量好的学区的房产。

业内人士分析，正是随着
家长购房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学区房的定义越来越狭窄。

“一个城市教育资源的分配非
常不均衡，造成一些所谓的

‘地利人和’的优质中小学。这
些少数中小学在其所属的区
域内，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
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而学区
内楼盘也多少沾了名校的光，
成为了‘香饽饽’。”

购买学区房很挑剔

为了方便孩子上下学，拥
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家长
们对学区房的选择相当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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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套学区房将来
转手卖掉只会升值，绝对不会
贬值。就当是教育投资了。想
来想去还是买房最划算。”市
民李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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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御海城
项目附近名校云集，烟台二
中、省级实验中学 (高新区中
学)、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烟台职业学院齐聚
周边，教育资源丰富，学术氛
围浓厚，倾心为孩子筑造烟台
市唯一一个具有异域风格的

学院派生活住区。鼎城国翠小
区项目位于烟台图书馆西，城
市规划展览馆南，距海边约
300米，与烟台一中近在咫尺。

学区附近租房也火热

学区房市场的火热，不仅
表现在楼房买卖市场，也表现
在租赁市场。一些家长希望住
的离学校近一些，方便照顾孩
子，因此催生了陪读租房一
族。

记者了解到，市区名校学
区附近房屋租赁价格坚挺。

“我之前租了一套109平方米
的住房，今年暑假回来，房主
要求租金从每月1200元上涨至
1400元，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今
天才过来重新选房。”在上夼
附近租房的市民郭丽这样说。
然而，当她来到市区一家大型
二手房中介公司看租房信息
时，发现房租价格依旧坚挺。
在四马路一家二手房中介公
司内，记者看到各种学区房的
销售价格仍旧居高不下。“有
些房子已经在这里挂了一两
个月了，虽然没能卖出去，但
房主不愿意降价。”这家中介
公司工作人员称，“虽然价格
高，但家长们为了孩子上学，
学区房仍旧能卖得动，其他的
房子基本上就卖不出去了。”

楼楼市市一一片片观观望望，，学学区区房房依依然然坚坚挺挺
学区周边房屋租金也跟着水涨船高

学区房一路升温，众多地产商都打起“学区牌”。

二手学区房销售火热，不少中介都设立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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