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招生季，准一
年级新生家长开始关注孩子
入学的事情，还有一些幼儿
家长也在为几年后的孩子入
学做准备，甚至着手购买学
区房。“我要买的这套房子，
是不是那个热点小学的学区
房？”买房前，不少人都多方
打听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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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是是一一年年招招生生季季，，我我的的学学校校在在哪哪里里
盘点济南市部分热点小学学区范围

政府、央企、名校三方共建，金秋9月正式开学

国国华华印印象象打打造造高高新新区区教教育育制制高高点点

楼市记者 刘文倩

责任央企携手名校

共筑优质教育名盘

位于高新区经十东路以北、凤凰路以
西的国华印象，在建设初期，项目内部就
先期建造了幼儿园和学校，并先后于2014
年2月17日、10月23日与山东大学第二附
属中小学、北京大风车双语幼儿园签约，
成功搭建了12年一站式的教育体系，全面
解决业主子女的教育问题。

现如今，国华印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教育优质大盘”。据悉，国华印象北京大
风车双语幼儿园、山大二附中小学国华印
象学校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学，业主子
女在社区内即可享受品牌教育。山东大学
第二附属中小学始建于1960年，是一所小
学、初中九年一贯制的省规范化学校。学
校依托山东大学的优质资源，在几十年的
办学经历中，曾荣获“山东省规范化学
校”、“山东省电化教育示范学校”、“全国

尝试教学先进单位”、“山东省华文教育基
地”、“创新教育基地”、“历下区教书育人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教育教学成绩，在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中
屡创辉煌。

国华印象山大二附中小学为九年一贯制
学校。校舍共分为四层，楼内门窗、面砖均采
用绿色建材，可保证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在功
能设置方面，除18个标准教室外，还设有会议
室、多功能综合教室等设施，教育环境优越。
学校操场位于西侧，操场内设置了塑胶跑道、
沙坑、篮球场等体育运动场地，为业主子女提
供广阔的室外活动空间。

扎实建设教育优先

秉承理念稳步发展

俗话说“教育从娃娃抓起”，国华印象2014
年10月23日签约北京大风车双语幼儿园。“大
风车”被中国妇联授予“中国妇女儿童最喜爱
的品牌”，并荣获2010年度新浪网中国年度教
育评选“最具品牌价值教育连锁机构”、金翼
奖2010年度网易“十大教育连锁品牌”及“十大

儿童教育品牌”等荣誉。
国华印象北京大风车双语幼儿园位

于学校北侧，教学楼共分为三层，设置6个
班级，并配有多媒体语音室、宝宝活动室、
阳光露台及休息室等。幼儿园厨房、配餐
室、洗衣房等园区配套保障区位于地下一
层，并且特别设置配餐电梯，将饮食直接
送达一、二层教室，从而保障了幼儿餐饮
的安全和卫生。同时，在幼儿园中央空调
的设置、用电开关的高度方面，国华公司
根据幼儿教育的特殊性进行了严格把控，
为业主宝宝提供优质安全的教育环境。

国华地产之所以把教育作为楼盘的
重点工作，也是因为国华地产一直践行

“责任央企 服务山东”的理念。山东国华
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央企框架下，以
促进城市建设，推动民生发展为己任，扎
根齐鲁，未来国华公司计划在济南推出国
华新经典和国华时代广场两个项目，将一
如既往地从央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出发，
更加锐意进取，不断为山东乃至全国建设
更多的高品质生活社区，回馈广大客户的
支持与厚爱。

长期以来，新城区的教育资源不足甚至缺位是城市发展的一大社会性问题，很多城市居民对新区置业一直顾虑重重。
隶属于央企神华集团的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秉承“责任央企，服务山东”的企业理念，为社会、为业主，，通过不懈的努力，自己摸索出

一套“政企校三方共建”，兴教办学的特色之路。
旗下位于高新片区的国华印象就是高新区政府、国华地产和山大名校三方共同搭建高新区教育制高点的成功典范。时间间追溯到2014年9月19日，

国华印象山东大学第二附属中（小）学揭牌仪式在国华印象学校隆重举行，同年10月23日，又签约北京大风车双语幼儿园。据悉，该校今年即可招生，9
月1日将正式开学，为济南教育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燕子山路以西；南：经十路
以北；西：山大路以东；北：和平路
以南（含路北燕山北区）。

济南燕山学校小学部

本报记者 李飞

学区范围须公示

并及时动态微调

2013年，济南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集中公示学区范围，各学校
制作了示意图，通过学校政务公
开栏、校园网等形式向社会进行
公示，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关注。

据悉，各学校公示的学区范
围大多“只扩大、不缩小”，有的微
调，有的则变化较大。

据了解，自从1986年义务教
育法颁布之后，济南市就实施并
不断完善按照学区就近入学，初
中学校实行“整体对口入学”的免
试招生办法。济南市自1987年划
定学区以来就向社会公开，并不
断改进公开方式、办法。2013年发
布的《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
区调整及公示的实施意见》文件
规定，学区公示是校务公开的一
项重要内容，需要长期坚持。因此
为方便老百姓知晓学区范围，各
校需要将自己的学区通过各种形
式向社会长期公开。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各学校须在学校门口、校园
网站、校园公示栏等明显位置公
示本学校的学区图。随着城市的
发展，为保证义务教育无缝隙覆
盖，对于不断出现的新建、插建小
区，有关学校要按照小区建设情
况，本着“就近从优”的原则进行
动态调整并及时公布，以此保障
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按照实施意见，学区调整要
以学校为中心四周均匀辐射划
分，原则上以城市干路、支线或小
区作为学区边界，不得进行某方
位突出或跳跃式划分。对于新建
插建小区，没有配套学校的，各区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确定协调入
学的原则，确保适龄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

小学阶段实行

“划片入学”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了解
到，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没有变化，仍
然实行小学阶段“划片入学”，初
中阶段“整体对口入学”的免试招
生办法。除了严禁违规跨区域、跨
学区招生外，今年还首次提出实
现义务教育阶段“零择校”。

因此，对于一些家长而言，买
学区房成为唯一的选择。那么首
先就需要知道目标学校的学区范
围。

对此，济南市教育局工作人
员表示，市民可以通过县（市）区
教育局、学校网站，也可以到居住
地附近学校公示栏或拨打所在县

（市）区教育局教育科电话查询。
适龄儿童入学由县（市）区教育局
负责，居民可以携带户口簿等相
关证明到居住地学区对应学校报
名。

记者了解到，距离2013年学
校公示学区范围已经两年，但各
校学区范围除了个别进行动态微
调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为此，
本报记者整理了历下区、市中区
部分小学学区范围，供家长们参
考（备注：学校服务区是指学区内
的住宅楼，不含机关、单位或商业
楼，不含正在建设或规划待建的
住宅小区）。

东：二环东路以西；南：和平路
南的甸柳新村四区（1—10号楼）、
甸新东路24号、甸新东路26号；西：
燕子山路以东和平路口—解放路
口；北：解放路以北留园小区和甸
柳庄社区（原住居民）。

甸柳一小直升初中是甸柳一
中。

甸柳一小

东：山大路以西（解放路口—
和平路口）；南：和平路25—35号，
49—95号（单号）；西：历山路以东
（和平路口—解放桥口）；北：解放
路以南（解放桥—山大路口）。

解放路一小

北起和平路，南至山东师范大
学南门，东起山师东路（不含两侧
门牌号），西至历山路144号（大众
日报二宿舍）。

山师大职工子女户籍在市区
内的，包含历下区、市中区、槐荫
区、天桥区、历城区洪楼、高新中心
区、长清大学园区。

山师附小

益寿路16号益寿家园、益寿路
18号燕庆园、益寿路20号干休二
所、闵子骞路94号省电力设计院宿
舍、山大路202号紫香园小区、解放
路30-1号国华经典、花园庄东路16
号数码港小区。

东：二环东路以西（益寿路
口—解放路口），燕子山路以西（解
放路口—和平路口）；南：和平路以
北（山大路口—燕子山路口），燕山
小区北区除外；西：山大路以东（和
平路口—益寿路口）；北：益寿路以
南（山大路口—二环东路）。

另：含花园庄东路56号、山大
路85号、山大南路58号和59号（原
住居民）。

历下实验小学
东：燕子山西路、中联花园A区

东侧以西（经十路—旅游路路口）；
西：千佛山路（经十路—经十一
路）——— 经十一路（千佛山西路—
千佛山路）——— 千佛山西路以东；
南：千佛山南路—旅游路以北（千
佛山西路—燕子山西路南延）；北：
经十路以南（千佛山路口—燕子山
西路口）。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

东：历山路以西（北起解放
桥—南到泺源大街口）；南：泺源大
街以北（东起历山路口—西至南门
大街）；西：南门桥以东（南起南门
大街—南门桥南头—顺护城河往
北到青龙桥头）；北：解放路以南

（西起青龙桥头—东至解放桥与历
山路口）。

十亩园小学

东：二环东路以西；南：经十路
以北；西：燕子山路以东；北：和平
路以南（燕子山路—二环东路），不
含甸柳新村四区（1-10号楼），以及
甸新东路24号、26号。

燕柳小学

（1）东至：山大路（和平路—经
十路）；西至：历山路（和平路—经
十路）；南至：经十路（历山路—山
大路）；北至和平路（山师东路—山
大路）。不含山师附小学区范围。

（2）东至：二环东路（经十路—
历下区界）；南至：旅游路以南历下
区界；西至：燕子山西路至中联花
园A区东侧（经十路—旅游路）；北
至：经十路（燕子山西路—二环东
路）。

文化东路小学

北起经八路南侧，南至经十路
北侧；东起民权大街西侧，西至纬
一路东侧范围内。

复兴大街：东侧—北起建国小
经一路口，南至建国小经三路口。
建国小经一路南北两侧。

建国小经三路：南侧—东起胜
利大街路口、西至纬一路口。

胜利大街：北起经七路口、南
至经八路口两侧。

纬一路：东侧—北起建国小经
三路口、南至经八路口。

德南小区：26、28号楼；5号楼
（双号32-40号）、9号楼（双号12-20
号）。

上述范围内铁路宿舍属民生
大街小学学区。招生范围不包括学
区内单位。

胜利大街小学
1、经五路：南侧—东起小纬二

路口，西至小纬六路口；北侧—东
起小纬二路口，西至小纬四路口。

2、经六路：南侧—东起纬二路
口，西至纬四路口；北侧—东起纬
二路口，西至小纬六路口。

3、三里庄小区、仁爱街内、斜
马路内。

4、小纬二路：东侧—北起经六
路口、南至经七路口；西侧—北起
经五路口、南至经七路口。

5、纬三路：北起经五路口、南
至斜马路口东西两侧。

6、小纬四路：东侧—北起经四
路口，南至经六路口；西侧-北起经
五路口，南至经六路口。

7、纬四路：北起经六路口、南
至经七路口东侧。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经五路小学

林祥南街：北起林祥南街7号，
东起育英中学初三级部，西至纬一
路口两侧。

永庆街：东侧—北起经四路
口，南至林祥南街口。

经七路：北侧—东起纬一路
口，西至公和街口；南侧—东起复
兴大街路口，西至乐山小区北区路
口。

建国小经三路：北侧—东起复
兴大街路口，西至纬一路口。

纬一路：东侧—北起经六路
口，南至建国小经三路口；西侧—
北起经六路口，南至经八路口。

复兴大街：西侧—北起经七路
口，南至建国小经三路口。

乐山小区：北区1-8号楼，南区
1-9号、14号、15号楼。

公和街内、永新里内、南上山
街内。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南上山街小学

经七路：北侧东起顺河街口、
西至育英中学东侧；南侧东起民生
大街口、西至胜利大街口。

民生大街：北起经七路口、南
至经八路口东西两侧。

德胜南街：东起民生大街口、
西至胜利大街口南北两侧。

杆南西街：6、9、23、27号，29、
33号（平房）

胜利大街32-1-2号楼，民生大
街66号范围内铁路宿舍均属该校
招生范围。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民生大街小学

北起经三路南侧，南至经六路
南侧；东起纬一路西侧，西至纬二
路东侧范围内。

北起经四路南侧，南至林祥南
街北侧；东起永庆街西侧，西至纬
一路东侧范围内。

经四路：东起纬二路口，西至
纬三路口南北两侧。

经五路：东起纬二路口，西至
小纬二路口南北两侧。

经六路：东起纬二路口，西至
小纬二路口北侧。

纬二路：西侧—北起经四路
口，南至经七路口。

小纬二路：东侧—北起经三路
路口，南至经六路路口；西侧—北
起经三路路口，南至经五路路口。

纬三路：北起经四路路口，南
至经五路口两侧。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纬二路小学

济南阳光100小学的一年级新生领到学校制作的“开学护照”。本报记者 李飞 摄(资料片)

省体育中心内，邮电新村内；
经十一路：东起省体育中心西

侧、西至英雄山路口东侧。
马鞍山路：东起玉函路口、西

至经十一路口。
英雄山路21号。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经十一路小学

国华印象配建的山东大学第二附属中(小)学。

（1）东：青龙后街以西；南：山
大南路以北；西：护城河以东；北：
东关大街以南。

（2）东：历山路以西；南：解放
路以北；西：护城河以东；北：山大
南路以南。

青龙街小学
北起济大路南侧，南至舜玉路

北侧，东起玉绣河西侧，西至玉函
路西侧范围内。

舜玉小区南区6-100号楼。
玉函路：东侧—北起舜玉路

口，南至西藏中学南墙。西侧—北
起舜玉路口，南至七里山南路口。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舜玉小学

东：历山路以西（泺源大街口
至经十路口）；南：经十路以北（历
山路至千佛山路口）；西：朝山街以
东（泺源大街口至文化西路口）—
文化西路以北（朝山街口至千佛山
路）—千佛山路以东（文化东路至
经十路）；北：泺源大街以南（朝山
街口至历山路口）。

棋盘街小学

（注：学区范围资料源自2013年公示的信息，如有微调，请以教育部门为准。）

北起济大路北侧，南至舜玉路
北侧，东起舜耕路西侧，西至玉绣
河东侧范围内。

舜耕路：北起千佛山南路口、
南至舜玉路口两侧。

玉函路：北起马鞍山路口、南
至济大路口两侧。

千佛山南路：南侧—西起舜耕
路口，东至千佛山南路8号。

千佛山西路：北起千佛山南路
口，南至天外山庄西门口东西两侧。

招生范围不包括学区内单位。

舜耕小学

东：朝山街以西（泺源大街—
文化西路）—千佛山路—千佛山西
路以西（经十一路口—千佛山南路
口）；西：趵突泉南路（泺源大街
口—文化东路口）—玉函路—广场
西沟；南：千佛山南路、南郊宾馆南
墙以北；北：泺源大街（趵突泉南路
口—朝山街口）。

不含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宿
舍。

省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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