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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孟母三迁，今有择校而居！
选择一套好房子幸福全家、选个好学
校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成为无数家
庭及父母的追求与愿望。但有时候，
虽然家长们煞费苦心，花费巨大代价
也未必能够实现心愿。有些楼盘虽然
距离学校较近，但政府划片并未将其
列入学区，还有些楼盘周边仅为私立
学校，也大肆鼓吹名校学区，但高昂
的学费让众多家长望而却步。所以如
何辨别学区房的真假、选择一个好的
学区房成为众多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据悉，中德地产千万注资教育，
成功签约济宁市实验小学(任兴校
区)、实验初中，将于8月15日在中德地
产营销中心举行学区签约新闻发布
会，打造济宁最好的学区房，让众多
家长争相推崇、纷纷抢购。

那么济宁最好的学区房究竟是
什么样的呢？

最好学区房评判标准一：“全”

让很多家长头疼的是，孩子上小
学要搬家，小升初要搬家，初升高还
要搬家，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能够上一
所好学校真是操碎了心。但置业中德
公园城，可以让你不再疲于搬家，同
样让孩子读名校。中德公园城周边幼
小初高一站式教育配套，任城机关幼
儿园、济宁市实验小学、济宁市实验
初中、济宁市实验中学(高中)均为公
立名校，让孩子不仅赢在起跑线，并
且还能一路领先。

最好学区房评判标准二：“近”
距离学校较近，不仅能够让孩子

早上多睡一会，每天保证精力充沛，同
时省去家长接送，也解放了家长的时
间与精力；更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孩子
在路上发生意外。中德公园城与济宁
市实验小学、实验初中仅一路之隔，孩
子出了家门就进校门，着实让家长们
省心不少。好的学区房不仅要距离学
校近，同时也要靠近商超、医院、休闲

娱乐等生活配套；中德公园城项目处
于金宇路商圈、琵琶山路商圈以及火
炬路商圈交汇处，佳世客、贵和、九龙
家电以及红星美凯龙等休闲购物场所
一站式满足家庭生活所需。

最好学区房评判标准三：“优”
济宁市实验小学有着60多年悠

久的办学历史和辉煌的办学成就，学
校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实
验地”、“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全
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精神
文明单位”、“山东省艺术教育示范学
校”等五十多项荣誉；济宁市实验初
中同样是按照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
投资近1亿元，学校总规划占地面积
为16 . 26公顷，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

好的学区房不仅学校要优质，房
子更要优质。中德公园城由9栋新古
典主义名筑围合布局而成，地势北高
南低，居住意境上风上水，建筑外立
面采用干挂石材与真石漆相结合，历

久弥新，打造百年经典建筑；9 0-
173m2舒适两居、奢阔三居，全明版
式、南北通透、大开间短进深，是济宁
最受欢迎的好房子。

最好学区房评判标准四：“强”
孩子的成长越来越需要德、智、

体综合全面发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
动以及体育运动对于孩子来讲同样
必不可少。中德公园城项目周边分布
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艺术
中心、科技馆等，为孩子提供丰富的
课外生活，文墨书香，耳濡目染，让孩
子起步便领先一步。

同时项目紧靠任城区政府，周边
公务员社区、机关单位小区林立，居
住人群大多为公务员、教师、儒雅商
贾等城市精英，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居
住成长，能够从小树立正确积极的人
生观、价值观，未来也必定能够成为
社会中的佼佼者。

最好学区房评判标准五：“美”

孩子的学习成长环境，直接影响
着孩子的身心发展。中德公园城与实
验小学、实验初中均被公园所包围，
森林公园、生态湿地公园、睿湖中央
公园三大城市公园以及北侧万亩苗
圃生态绿肺，给孩子们营造了最美、
最健康的学习成长环境。

中德公园城社区环境的打造更
是美不胜收。项目打造奢华景观园林
与中央水景，90米超阔楼间距，营造
极致观景空间，42%超高绿化率，百米
景观中轴，移步异景，让生活充满诗
情画意；社区配备体育健身场地、儿
童活动中心、游泳池等，给孩子一个
健康美妙的人生。

据了解，中德地产与济宁市实验
小学、实验初中签约仪式将于8月15

日盛大举行，凡现场来宾均有机会抽
取大奖，景观楼王载誉加推，详情咨
询或前往至营销中心详细了解。

（刘兰兰）

中德地产千万签约济宁市实验小学、初中
8月15日学区签约新闻发布会盛大举行 景观楼王载誉加推

继今年4月首发XT910、K720两个
系列大尺寸ULED产品后，海信于7月
28号举办的广州媒体沟通会上，正式
发布了55英寸K7100夺目系列ULED曲
面电视新品。除了特有的ULED背光分
区技术，海信将量子点技术、4K超清技
术、4000R黄金曲率面板等行业顶级产
品配置全部应用在这款不足万元的55

寸ULED新品，旨在掀起ULED高画质
产品的市场普及风暴。

ULED以多分区动态背光控制技
术和图像算法创新在动态对比度、白
场亮度、峰值亮度、暗场细节等关键画
质指标方面都超越了以高画质著称的
OLED电视，而在市场售价上，ULED电
视仅为同尺寸OLED电视1/2左右。从
现场SUHD、OLED和ULED三大领先
显示技术产品的实机画质对比看，
ULED画质表现可以匹配其在2015CES

期间所斩获的全球唯一年度显示技术
金奖的荣誉。

与目前市面上同等价位段的55寸

主销电视相比，海信此次发布的7100夺
目系列ULED电视同时坐拥多项顶级
技术配备：ULED背光分区技术、量子
点色彩提升、4000R黄金曲率曲面4K超
清面板、14核极速解码芯片、全金属前
框和前出音独立音吧设计。在智能设
计方面，该产品采用了海信最新
VIDAA3极速智能系统，智能操控简
单、流畅。“无论是外观工艺、画质、音
质还是智能体验，它总能处处给人惊
喜，堪称当前55英寸产品中物超所值
的产品”—全程参与了7100夺目系列
ULED新品评测的太平洋电脑网评测
编辑冯超健给予了这款产品极高评
价。曹建伟认为，ULED让用户以更低
的成本实现远期梦幻显示器的大屏体
验，在OLED尚未成熟发展的阶段，
ULED将为中国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布
局赢得时间和机会。去年9月份，海信
领先日韩企业发布了第一代100寸激
光电视，第二代产品预计在今年8月推
出。（张效良）

ULED风暴！
海信发布55英寸夺目系列ULED电视新品

盛夏酷暑难耐，热浪一波一波的
来袭，消暑降温，啤酒绝对是最佳饮
品，豪德商贸城为了让客户享受这炎
炎夏日的清凉，为大家操碎了心，于整
个8月特意举办大型消夏夜市，吃喝玩
乐免费持续一个月，劲爽冰凉的啤酒，
香气扑鼻的各类美食，浪漫疯狂的音
乐，奇艺梦幻的马戏表演，激情高昂的
啤酒大赛，0元秒拍现场互动，精彩不
断，浪漫狂欢！

整个8月，酷暑夏夜，不在豪德消
夏晚会现场，就在去现场的路上！

8月8日皇家国际马戏欢乐来袭！
8月8日—16日，国际大马戏欢乐来

袭，快带上家人闯入豪德的奇幻马戏
大棚，与狮虎猛兽0距离接触吧，动物
全明星国际标准马戏演出阵容，连续9

日狂嗨，精彩到亮瞎24K钛合金眼，小
伙伴们速来免费围观吧！

连续一周爆满，音乐啤酒节狂欢
进行中！

还在回味这个月刚刚过去的济宁诸

多啤酒节吗？激情还未退却，高潮马上上
演，这个8月，豪德商贸城将带你再次开
启酷爽之旅——— 冰爽啤酒，8月1日-30日
天天免费畅饮，有钱就是任性！

音乐啤酒节已开幕一周，爆满，爆
满，还是爆满，连续爆满，场面一度失
控，豪德也是为小伙伴们的热情所倾
倒！狂欢吧，兄弟！

美食嘉年华邀您尝享舌尖上的美味
火热八月，豪德美食嘉年华邀您

尝享舌尖上的美味！在这里您不仅可
以品尝佳肴，还可以欣赏精彩演出，畅
饮免费的冰啤。还等什么呢？带上你挑
剔的味蕾，约三五好友，来豪德商贸城
愉快的玩耍吧！小伙伴们，走起！

（马敏）

嗨，济宁！豪德消夏免费狂欢月盛宴来袭
——— 整个8月，豪德请客，吃喝玩乐，免费持续30天，狂欢进行中！

“刚改”抢占中端市场楼市

新新常常态态该该怎怎么么玩玩
不可否认的是，在房子不愁卖的年代，“刚改”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一部分市场需求，没有

被大多数开发商重视。一方面在刚需汹涌的市场情况下能够看到很多打着婚房、年轻人置业概念的
楼盘卖的风生水起，而对于刚需产品来说，并不需要开发商过多的考虑居住舒适度、教育配套等问
题，只要价格适中、交通便利就能够赚个“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与刚需产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核
心地段、生活配套较成熟的区域，开发商更倾向于开发档次偏高、户型面积偏大的高档住宅，这些产
品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堪称优质，但却价格高昂，普通购房者根本望尘莫及。

“刚改盘”既要满足居住的舒
适性、生活的便捷性又要在价格上
控制成本，这样的房子不只需要开
发商牺牲掉一定的利润空间，更需
要在产品研发上具有相当的超前
意识。在过去几年，楼市的一路突
飞猛进，使市场产品结构陷入了一
种中间断层、两极分化的尴尬境
地，也把“刚改”需求无情的挡在了
门外。

市场中的“刚改”人群增多，某
种意义上说也预示着房子正在向
居住属性回归，楼市逐步回归理
性。应该看到的是在楼市逐渐实现
了去投资化，未来房地产发展主要
是满足自住需求，而随着大多数人
已经完成了首次置业，“刚改”正逐
渐成为新的市场主流，成为推动楼
市稳步向前的中间力量。

面对这一趋势，对于开发商来
说，谁先抓住了这部分需求，就能
够提前走出产品同质化竞争的窘
境，在新一轮市场洗牌中脱颖而
出。未来，随着购房需求越来越细
分而多元化，市场需要更多能够打
动人心的“高性价比”楼盘，成为楼
市健康稳步发展的新引擎。

“刚改”族：
将向刷新房地产主流市场

从市场主体需求看，本地居民
仍然是市场消费主体，普通商品住
房仍然是住房消费者的主要选择，
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是住房消

费的主要推动力。另外，各大开发
项目为尽快消化库存、缓解压力回
笼资金，均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
措施吸引消费者，明显提升了到访
量和成交签约量。

伴随着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房
地产市场宽松政策，以及连续降息
等利好因素，百姓在住房消费上的
购买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预计房
地产市场成交活跃的态势将会在
后半年持续，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
平稳发展态势，而住宅项目中主要
是刚需和刚改房将成为市场的主
流。

商品房市场发展二十多年后，
刚性需求虽然仍然是房地产市场
的主流，但是很多人已经具备了基
本的住房条件，也就是说，首套“刚
需”房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目前
已经逐渐进入到更新换代时期，这
个更新换代时期就是“刚改”。

刚改盘：
是高性价比楼盘的代名词

在笔者随机走访的过程中，询
问意向售房者的调查显示，其中绝
大部分人需求选择的是80-100平
方米左右的刚需户型，显示市场上
刚性需求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和以
往不同的是，这些人已经拥有了一
套住房。他们就是所谓的“刚改”
族，这类人群年龄多在35-50岁，处
于事业的稳定上升期，有一定的经
济基础，但尚未达到“不差钱”的程

度。“刚改房”则通常指面积在90-
140平方米，房间结构大多是2-4

室，居住功能较强，舒适性较高，但
并不奢华的房子。

在和购房者接触中，“刚改族”
的意向渐渐清晰。正在选房的柳女
士告诉笔者：她家里已经有一套房
子，但是孩子已经6岁了，考虑到以
后的居住，孩子和老人都需要独立
的居住空间，所以需要购买一套三
居室的住房。

刚改一族普遍对楼盘的产品
要求比较高，对于“刚改族”而言，
由于没有“过渡性”，其挑选的房子
很可能是要住一辈子的，加上相对
丰富的生活经验，因此更懂得房子
是否好用，例如储物空间、孩子的
玩耍空间、通风采光情况等等，其
居住需求更接地气。

一般而言，“刚改族”以3房为
首选。在户型之外，房子的景观、教
育、医疗配套等要完善，同时其地
理位置通常以区域次中心为主，在
停车位、大堂设计、电梯配置上相
比小户型楼盘有提升。“刚改族”要
求小区内外的配套要完善。

最近两年随着楼市调控的深
入，“买方”开始逐渐主导市场，市
场从产品层面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某种意义上说，楼市中的“刚改”需
求其实就是对“高性价比”的楼盘
需求，是“高性价比”楼盘的代名
词。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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